
马术夏令营
不一样的暑假
开营前有免费体验活动，欢迎参与
文/侯艳 孟广鑫 片/本报记者 左庆

本报讯 假期中，想让您的孩
子与众不同吗？带着您的孩子来参
加“马术夏令营”吧！夏令营期间，孩
子们除了可以和马亲密接触外，还
有国际象棋技能培训、航模参观等
活动。本报还特别安排对马术夏令
营感兴趣的青少年及家长16日免费
到赛马场参观体验。夏令营报名截
至16日。

4天夏令营可以让孩子达到：
掌握标准英式马术骑姿；掌握标准
控缰方法；能够自由慢步；掌握快
步与轻快步；掌握马术基本理论。
由于马术的独特性与立体性，可以
更好地锻炼孩子的平衡性、协调
性、柔韧性和意志力。针对此次活

动，济南国际赛马场特别挑选了一
批经过专业训练的名贵马种。更有
最专业的马术教练一对一贴身指
导。

夏令营还将为大家请来知名的
国际象棋专家，为大家讲解国际象
棋的相关知识。国际象棋作为一种
融和艺术、科学、知识以及灵感于一
身的游戏，不仅能够全方位锻炼青
少年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还能
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来一
场较量。此外，夏令营还将安排孩子
们观看航模展，了解飞机种类，学习
模型制作。

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是在校学
生，即可报名参加我们的马术夏令

营活动，我们将组织报名前免费体
验活动。参与体验活动，请于15日前
报名，夏令营报名截至16日。

本报自推出“阳光少年”马术夏
令营以来，已有不少家长咨询，为保
证质量，限报20人，还有少量名额。
如果您也想让孩子成为马背上的

“英雄”，想让您的孩子与高端的体
育运动有一个亲密接触，现在就加
入“阳光少年”马术夏令营吧。

凡本报读者持今年订报发票均
可享受200元优惠。

报名咨询电话：0531-85193093
0531-88683636(济南国际赛马场)

上图：骑上赛马，小学生英姿飒
爽。

本报讯 为进一步了解读
者需求，为读者提供更贴心的
服务，齐鲁晚报将于12日至14日
开展读者需求调查。届时，将有
来自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建筑
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部分大学生志愿者走上街头，
来到读者身边，分发调查问卷，
聆听读者声音。

作为山东省发行量最大、
广告收入最高、社会影响面最
广的报纸，齐鲁晚报一直以来
致力于把最新、最好的资讯以
最快的速度传递给读者。为了
更好地服务我们的读者，齐鲁
晚报将不断创新新闻之外的
服务方式，为读者组织丰富多
彩的、提高生活质量的公益活
动、优惠活动，让晚报百万读
者享受到全方位立体的增值
服务。为此，本报特推出此次
调查问卷活动。希望借助这种
方式能更好地了解读者的需
求，服务读者。

此次活动，本报联合山东
财经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山
东师范大学等省内三所高校
的部分大学生一起开展，活动
也将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暑期
社会实践的机会，为在校大学
生提供一个了解社会的平台，
届时，三所高校的大学生将通
过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入户
调查等方式来进行调查活动。

调查期间，如果您接到了
大学生们递上的问卷，希望您
能够给予积极配合。只有您的
切身参与，我们才能做得更
多，做得更好。

“国学训练营”火热开营
按年龄大小，学员分三个班，第二期报名已启动

本报讯 本报主办的首
届“江南影像”齐鲁小拍客夏
令营活动消息刊登以来，不少
家长和孩子都很感兴趣。按照
对读者的优惠政策，目前，已有
部分家庭持今年的订报发票，
在团费2680元的基础上每人减
少了200元。想参与此次活动的
朋友，可即日到山东报业大厦
三楼旅游编辑室(老大众日报
社，经十路16122号，科院路站
牌)报名缴费。

本次夏令营26日开始，30日
截止，同学们既可赏江南美景，
又可游知名学府，还可变身摄
影达人，寓教于乐，一举三得。
还在等什么，所剩名额不多，报
满即止。凡本报读者持今年的
订报发票，都可以享受200元优
惠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85193093，85196576 舒婷婷

读者
评报

本报讯 8日下午，本报“国学
少年成长训练营”第一期在济南正
德文化中心正式开营。来自全国各
地的一百多个孩子和家长共同参加
了开营仪式。

活动自正式启动以来，不少
家长以及孩子都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整个报名情况异常火爆。截至
正式开营前两天，第一期报名人
数就已经满额。随即，本报开启第
二期“国学少年成长训练营”报
名。截至目前，已有不少家长孩子
报名参加第二期的训练营。第二
期训练营正式开营时间为8月4日，

家长们现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预约报名。

8日上午截至中午十二点，前来
报到的孩子已经超过一百人。工作
人员介绍，中心针对不同年龄层的
孩子，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班级，派
由专门的老师进行日常的管理及教
学。学员住宿则根据划分的班级，男
女生分别安排相应的住宿。考虑到
小班孩子的年龄比较小，自理能力
也相对较差，中心特别安排了5—7

人间的VIP房，每个房间还配有专门
的生活指导老师，随时照看孩子的
衣食起居。而大班的孩子因为年龄

相对比较大，自理能力也比较强，中
心采用的是集中管理的模式，每个
孩子基本上只有一个床铺的位置。
在问及是否感觉孩子的生活条件太
过艰苦的时候，来自青岛的一位孩
子母亲表示：“挺好的，就是应该多
让孩子锻炼锻炼。”

下午两点，在进行完包括唱国
歌、请孔夫子像、爱心企业家发言等
近十项内容丰富的活动后，训练营
正式开营了。

“国学少年成长训练营”第二期
已经正式启动，报名热线：0 5 3 1 -
85193093。

本报讯(记者 冯琳)暑期
来临，本报威海记者站推出

“海岛军事夏令营”。若你想让
孩子与山东各地的小朋友在
游览海岛风光的同时，体验军
旅生活，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就请速报名吧。

本次夏令营营地设在威
海刘公岛，主题是“体验军旅
生活 ,领略海岛风情”,面向全
省8-16岁、身体健康的中小学
生招纳营员。7天6夜海岛夏令
营期间,营员在刘公岛接受封
闭式军事训练 ,24小时军事化
管理,吃住全依照军队标准,接
受军官培训。营员除接受叠方
块被、拉歌比赛、阅兵式等常
规的军事训练，还能跟随军官
学到“真功夫”,如军体拳、擒
拿术、防身术等。夏令营还将
组织环游刘公岛、学摄影、电
影欣赏等系列活动。

夏令营时间安排如下，请
选择参与：一：7月15日-21日；
二：7月22日-28日；三：7月29

日-8月4日；四：8月5日-11日；
五：8月12日-18日 价格：1280

元(凭本报今年订报发票可优
惠 1 0 0 元 )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8906310658、18906310456。

海岛军事夏令营

“招兵”啦

▲训练营开营仪式上，老师与小学员互动。 侯艳 摄

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

0531-85193164

错了就改
●6月27日B2《传奇人物

牟宜之》题图说明：“牟宜之与
古牧、许世友等合影”。“古牧”
应为“谷牧”。

●6月30日A11版《学会包
容就能拥有快乐》最后一句

《宽容的智慧》应为《包容的智
慧》。

●7月1日B4版《一位母亲
的18年抗争》第一栏倒数第七
行“要求参与王书金案庭审”，

“参与”应为“旁听”。
●7月5日B3版《桐木加工

雄霸半壁江山》“华升的华丽
转型”部分第三栏“变生废品”
应为“变成废品”。

●7月7日A13版《怀旧过
度也是一种病》第四栏“球迷
与这支队伍朝夕相伴荣誉与
共”，“荣誉与共”应为“荣辱与
共”。

●7月7日A10版《心灵茶
座》“茶友声音”部分与6月30

日A10版相同栏目内容重稿。
(感谢读者张忠祥、文暖、

周而复始、崔常山的批评指
正)

花絮一：

十岁小学员从北京赶来
来自北京朝阳区的张泰彬小朋友是众多外省学

员中的一个。今年刚满十岁的他是在妈妈的陪伴下提
前一天下午到达正德文化中心的。而在8日正式开营
前，妈妈已经返回北京去了。

初来乍到的泰彬在众人还沉浸在新环境的新
鲜与喜悦中时，自己独自一人在床上做着学校布
置的暑期作业。在问及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的时候，小朋友表示，自己听父母介绍了这个活动
后，比较感兴趣，而且自己之前也有学习弟子规的
经历，所以这次特地从北京赶到了济南。他还表
示，希望自己在这次的训练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
西。尽管脸上露着笑容，但远离父母，独自一人在
外，10岁的张泰彬在说起与父母分隔两地的时候
还是有些哽咽。

花絮二：

十岁小义工是国学爱好者
张茜是本次训练营中的一名义工，十岁的她也是所

有义工里面最小的一个。因为参加了去年的夏令营活
动，很受启发，所以毅然决定到今年的活动中奉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报名现场，身体娇小的她工作起来丝毫不比其
他的大哥哥大姐姐逊色。张茜除了要为到访的家长、
孩子提供引导服务，为他们解答疑问以外，还将负责
这一届学员礼仪手语的教学。“这个活动对孩子很有
帮助，我希望他们都能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当被
问及为何会选择来这里做义工的时候，张茜向我们
这样解释，说话间充满了超出年龄的成熟与稳重。她
表示，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自己还会参与进
来。

本组稿件采写 实习生 侯艳 孟广鑫

您有啥需求

请您告诉我
本报开展读者需求调查，

大学生将在街头分发问卷

小拍客夏令营

持订报发票优惠
邀您
参加

本报讯 健康公益讲堂
第八讲，将于7月12日上午8：
40-11：00在山东报业大厦(经
十路16122)大礼堂开讲。

届时，至善堂中医药研究
所创始人陈云博士将为大家
带来《平衡与健康》的养生专
题讲座，讲解传统中医与现代
西医的区别。 侯艳

你说
我说

日期不清楚
文芳、段玉文：7月2日A5

版《雾霾天有望提前3天预报》
第一段：“2013年1日-2月28

日，全省17城市共出现重污染
(API大于300)天数70天(次)，比
去年同期增加53天(次)，增幅
达312%”。从常理来说，句中“1

日”应为“1月1日”，可是1月、2

月两个月只有59天，怎么可能
出现“70天(次)”呢？并且能够

“比去年同期增加53天(次)，增
幅达312%。”这样的数据从何
而来？没说清楚，没看明白。

编辑者说：记者解释，70

天(次)是全省17个城市污染天
(次)数相加之和，同一天里，
可能出现8、10、15等不同天
(次)数。百分比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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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健康讲堂明日

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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