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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街头头错错字字多多 市市民民犯犯迷迷糊糊

本报泰安 10 月 13 日讯 用“地滩”的
价格吃到“沙锅菜”、在“照像”馆里做
结婚“录相”……看到这样的表述，你可
能会耻笑笔者的文字水平。其实，这些让
人啼笑皆非的怪异词语，全部都是在泰城
大街上找出来的。 13 日，本报派出了 4 名
记者上街寻找身边的不规范用语，耗时半
天，竟然在泰城 11 条主要干道上，发现了

大大小小 57 处。

“呵呵，‘地滩的价格、酒店的享
受’，这家饭馆招牌上的广告真有意
思！你说，会不会是把店里的菜和海滩

上大排档价格作对比呢？”“这可能是
人家商家的一种宣传手法，就是要给顾
客 想 象 的 空 间 ， 以 此 招 揽 生 意
嘛。”…… 13 日中午，一对情侣在元宝
社区一家餐馆门前的对话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循着他们的目光抬头望去，只见
餐馆的招牌上直接打出了“地滩”两

字，突兀地表述，让很多路人也摸不透
这到底是店主写了错别字，还是想做回
别样的宣传。

“ 哟 ， 还 真 是 我 们 疏 忽 了 ， 把
‘摊’写成了‘滩’，要不是细心的路

人指出来，还真不知道闹了个这样的笑
话呢。”餐馆老板得知出错后，也忍不
住大笑起来。

随后，记者仔细留意泰城部分沿街商
铺招牌、广告和流动摊位等发现，原来用
语不规范的情况还真是不少见：“希努尔
男装”变成了残缺的“布努尔男装”、

“伊拉克”和“好莱坞”都摇身一变成了
店名“衣拉客”与“好睐坞”，不少英语
单词拼写错误……更有甚者，很多商店招
牌直接用上了自己编造的汉字，许多显而
易见的错误让人啼笑皆非。

弄些假洋文，到处吓唬人

除了“gnog gnog ce suo”泰

安街头还有哪些拼音和英语翻译

错误呢？您别说还真不少，王母池

被翻译成了“wangmuchi pool”，

“中医推拿”被译为“ c h i n e s e

tuina”，字母颠倒、大小写混用，漏

洞百出，让人忍俊不禁。

●“ wangmuch i poo l ”or

“wangmuchi”
“你说王母池就‘wangmuchi’

吧，还硬生生加一个‘pool’。”一游

客李女士经过王母池附近不禁对

路标上的翻译指指点点。她说，虽

然我不知道专业翻译是什么，但这

个翻译我总觉着别扭。“翻译成

‘wangmu pool’还差不多吧。”一
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小徐说，“这

个‘wangmuchi pool’感觉很多

余。”

●“中医推拿”译为“ c h i n e s e
tuina”

傲徕峰路一家中医经络推拿

店把“中医推拿”翻译成了“chinese

tuina”，让过路行人大跌眼镜。“中

医推拿是这样翻译吗？是你们自己

造的吧。”过路行人问老板，老板倒

是不慌不忙，她解释说：“中医推拿

就是这样翻译的，英语里没有推拿

这个词，只有按摩。所以只能用这

种‘Chinglish’(中式英语)了。”老

板告诉记者，经常有顾客提出这个

推拿翻译的问题，不过确实有

“ chinese tuina”这种说法，不信的

话可以查一查。

●“HENGZE”的“N”颠倒了

还有细心的读者给记者打电

话说：“我发现青年路上一家名叫

恒泽的店‘HENGZE’的拼音写倒

了。”13 日，记者来到这家店发现
果然是这样，“HENG”的“N”颠

倒了，不过不仔细观察还真的很难

发现。周围大部分市民都表示没有

注意到，有市民表示这种颠倒的字

母可能是商家故意设计的。

●“convenience”拼写错误
岱庙北街英华便利超市店的

英文翻译“conveeience”拼写错了，

应该是“ convenience”。其余还有，

东湖公园停车处的“ parking”的

“k”用了大写字母，属于不规范。

岱庙北街一家名叫“ fashion”的

店，“ fashion”的字母一会儿用大
写，一会儿用小写，让人看着很不
正规。

●公交车报站

不少市民反映，不光路标、

招牌上英文翻译有误，公交车的

英文报站也有问题。“我最熟悉
的是‘ Jianshe Building ’，典型

的中式英语嘛，我们公交车英文
报站就是为了给外国游客听的，

而这样的报站外国游客能听懂

吗？”市民赵先生对公交车英文
报 站 提 出 了 问 题 。 “‘ D a i

Temple ’我认为也不对，听起来

这么别扭。”市民曹先生说。

写个繁体字，就是有文化？

“特产”、“茶庄”……这

些繁体字在泰安街头随处可见，

但国家关于汉字规范使用的规定

中表明，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

招牌、广告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即规范汉字为基本用

字。

●泰山特“产”

泰安市民和不少来泰安旅游

的人会经常发现特“产”这两个

字。 13 日，记者从天外村沿着龙

潭路一直往南走，发现的特

“产”不少于 10 次，在天外村停

车场内就有一处山东泰山大康特

“产”专卖。龙潭路北段泰山特

产专卖店里，不少产品包装也是

用了“产”字而不是“产”字。

火车站附近商店里很多土特产的

包装也出现不少特“产”。

记者找了一位小学生王自豪

辨认繁体产字，他指着“产”念

“产生”。她的妈妈齐女士说，

虽然大家对这些繁体字都见怪不
怪了，但是对小学生教育还是有

不利影响。

●茶庄变茶“庄”

“石泉茶庄”、“怡神茶庄”……

把庄变成“庄”的还真不少。石泉茶
庄老板告诉记者，他不知道用繁体

字是不规范的，看着其他人都用，

所以自己也用上了。而且繁体庄字
比较方正，字体看起来比较美观，

能够吸引人。

●装裱店名“艺缘堂”

“这是个什么字啊？”一名

小学生指着文化路一家名叫‘艺

缘堂’的装裱店问他的妈妈 .

“我们学的艺字可不是这样写

的。”他说。“现在繁体字越来

越流行了，孩子经常遇见和课本

不符的汉字。”小学生的妈妈于

女士说。装裱店店主徐先生说，

由于他们是文化用品店，用繁体

字做标牌显得更有文化气息。

灯箱广告该换了

不是缺胳膊
就是少了腿

“KTV”变成“TV”，“行无止境”变成“行止境”，“希努尔男

装”也成了“布努尔”。泰城街头上，店面招牌以及灯箱上广告词
语残缺而出现的此类笑话比比皆是，让人哭笑不得。

■量贩 TV？量贩 KTV！

“咦，什么时候出现了量贩式 TV 这个娱乐项目了？以前

不都是 KTV 吗？难道 TV 也可以唱？”泰城市民陈先生看到

残缺的某 KTV 霓虹灯忍俊不止。

原来，13日晚，泰城市民陈先生与几位朋友吃过晚饭后，就想
找个唱歌的地方唱唱歌轻松一下。来到东岳大街一处量贩式KTV

门口，几个人刚想进去，一看霓虹灯愣住了。原本是由K、T、V三

个字母组成的霓虹灯，因字母K丢失变成了TV，加上前面的“量

贩式”，就成了让人琢磨不透的“量贩式TV”，几个人一头雾水。带
着怀疑，陈先生一行走进KTV，对服务员说道：“你们是不是有新

的娱乐项目？我们还真没唱过TV，今晚就体验一下这个TV。”一

名服务员马上解释道，他们没有量贩式TV 这个东西，是霓虹灯
KTV中的字母K坏了而没有显示。“我就说怎么没听过TV还可

以唱，虽然只少了一个字母，内容却大相径庭，既感觉好笑又感觉
无奈，对市容市貌也是一种不好的影响吧。”陈先生说。

■布努尔男装？希努尔男装！

在东岳大街一座高层建筑上，一个“布努尔男装”的霓虹灯引

起许多行人的注意。正在遛弯的七里小区市民张先生风趣地说

道：“以前只听说过希努尔男装，‘布努尔’男装是不是一个山寨品
牌啊？山寨品牌也这么大张旗鼓地做广告了？”在此处开店的李先
生说出了其中原因，原来这个霓虹灯的“布”字上面的一撇一捺不

亮了，这才变“希努尔”男装为“布努尔”男装。

■行止境？行无止境！

在长城路某工厂的墙上，张贴着本是起训诫警示作用的

一行标示语“行无止境，勇攀高峰”，却因其中“无”字丢失，变

成了“行止境勇攀高峰”，与其本意背道而驰。一名工人开玩笑

地说：“现在这个标语的意思应该是要我们不要做太多，差不

多就可以了，这倒轻松多了。”

在“食尚饮吧”里喝杯时尚的奶茶，在“格是生活”里格式一
下生活，在“非凡饰界”里让自己的世界变得非凡……城市的角

角落落里布满各种玄机，一眼望去你是否会会心一笑？

■时来运转“石来运转”

在龙潭路北段，有一家专门卖泰山石的小店，店名叫做
“石来运转”。河北游客冯先生因为觉得店名吉祥，特意从这家

店里买了几块小石头。

冯先生表示，现在人们都希望有好运气，一看店名便情不

自禁地走了进来。这家店铺的女老板讲道，她的店名是托“高

人”给取的。“我们特意寻找的取名专家，开业以来确实是每天

生意火爆。”该女老板满意地笑着说。

■势不可挡“饰不可挡”

市民徐先生站在位于岱道庵路的“饰不可挡”精品店门

前，一番长吁短叹。“这店名听起来的确有一份霸气，生意场上
气势如虹、锐不可当，但是一看这几个字可就没有那么深的寓
意了。本来就没有‘饰不可挡’这个词，再看这个‘饰’字，一下
就会让人联想到‘粉饰’，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徐先生告诉记

者，他在上河桥附近还见过一家叫做“非凡饰界”的精品店。

“透过橱窗能看见里面的饰品，大家一眼就知道这是精品店，

叫做“非凡饰界”也未尝不可。”徐先生说。

■好莱坞“好睐坞”

市民赵先生有一次经过虎山路北段时，看到一家很小的服

装店，取名叫做“好睐坞”，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服装店跟好莱坞
什么关系啊，要不是后面还跟着‘休闲装’‘情侣装’等字样，我根

本不知道这是家卖服装的店铺。”徐先生说。

■专心专一“砖心砖意”

13日中午，朱珠在经过温泉路北段时，一则广告语引起了她

的注意，原来广告语上这样写着：“砖心砖意砖为您服务”。朱珠

当即会心一笑。“我觉得这则广告挺好的，用‘专’的谐音表达出

一种服务态度。”朱珠笑着说。朱珠还表示，这么大的广告语如果

让小朋友看见，估计会影响他们以后的识字。

■时尚“食尚”

家住泰城上河桥的胡欣说，在她家附近有一家“食尚饮
吧”，店名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这是一家以饮料等为主营业务
的小店。果然，在“食尚饮吧”里能喝到咖啡、奶茶还有其他饮
品。“我觉得，店名谐音‘时尚’，又跟主营饮食业务挂钩，还是
挺不错的。”胡欣说。

乱改成语也流行

的确很诙谐
看着不舒服只是半天时间，在街头找了

57 处语言使用不规范，这已经不

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泰城也许

有很多中小学生会在上学或回家

的路上，学习沿街店面招牌上的

字，也会学习公交车或景点经常出

现的一些英语翻译，而各种不规范

的用法往往就把这种学习与模仿

带入了误区。

“儿子经常在家说一些稀奇

古怪的话，还会念出味道很怪的

英文，我一开始并不太在意。后

来，他的语文和英语老师先后找

到我，说孩子的作业里经常会出

现些错别字，英语发音和拼写也

会存在不同的问题，我这次提高

了警惕。一问得知，儿子是受到

外界因素的影响，慢慢地就把正

确的东西放一边了。”市民刘女

士向记者反映说。

也有市民表示，一些太离谱

的错字，实在有损城市的形象。

13 日下午，记者就用语规范

问题采访了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

院的曹大为教授。他介绍，目前街

头上存在谐音字、错别字、繁简字、

残缺字，以及一些店铺自己造字的

现象，街头广告牌等的用字都属于

社会用字范畴，对生活、工作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谐音广告语如果

用巧妙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

传作用，不少谐音广告语还是能让

人会心一笑的。针对错别字来讲，

这是很不应该的一种现象，有关部

门应该加强监管，增强规范意识。”

曹大为说。

同时，曹大为表示，任何一种

语言文字的使用都要有度，否则会

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小

学生来讲，他们现在正处于学字识

字的过程，这些错误用法会导致他

们形成错误的印象，更加需要加强

对他们的引导。”曹大为说。

不规范用字

影响城市形象

“香茹油菜包”到底包的啥

你见过“沙锅菜”吗？吃

过“香茹油菜包”吗？“照相
馆”和“照像馆”你能分得清

哪个是正确的吗？不用那么费

力气了，这些其实都是错别字
在搞怪。

照像馆？照相馆！

“妈妈，到底是‘照相馆’还

是‘照像馆’啊，我现在都弄混

了，虽然都是做一样的工作，怎

么这条街上店铺的名字写法都

不一样呢？”13 日上午，大学毕

业的泰城市民韩女士却被 8 岁

儿子给难住了。对啊，到底哪家

店的叫法才是正确的呢？

求知心切的韩女士回家后

翻出了字典，查明用法后确

定，原来“照相馆”才是正确

的用法，如果对象是动态影
像，才用到“像”字，比如说

“摄像”。

沙锅菜？砂锅菜！

13 日，山东科技大学学生
小徐和同宿舍的好朋友相伴逛

街，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候，

看到一家实惠的小餐馆，摆在

路边的招牌上写着“沙锅菜”

几个字，以为是新上菜品的几

个人，像看到“天下美食”一

样，三步并作两步跨入店内。

片刻，看到端上桌的菜

后，几个人才顿时醒悟过来，

这就是校园里常见的“砂锅

菜 ” ， 怪 就 怪 在 写 错 了 的

“沙”字上。“可能是逛累

了，居然被可笑的错别字给搞

晕了，哈哈，原来汉字的学习
一定得时刻跟上才行。”小徐

和朋友们自嘲道。

香茹？香菇！

很多在乐园小区附近单位
上班的市民，几乎都吃过小区门

口银座早餐亭的包子，可是又有

几个人能注意到自己一直在吃

的包子里还有一种叫做“香茹油

菜包”的。

13 日上午，习惯把银座早

餐亭的包子当做早餐的陈女士

照例前往排队购买，就在等待

时她无意中发现，那张写有包

子种类的单子上出现了“香茹

油菜包”几个字，如果不仔细
辨别根本看不出这个小小的错

别字。“哈哈，‘香茹’是种

什么蔬菜啊，以后就给同事们

吹一下，我以前吃的包子不是

‘ 香 菇 ’ 馅 ， 而 是 稀 有 菜
馅。”陈女士笑着说。对于这

样低级的错误，几个银座早餐
亭的工作人员互看几眼后也忍

不住笑了起来。

地滩？地摊！

“呵呵，‘地滩的价格、

酒店的享受’，这家饭馆招牌
上的广告真有意思！你说，会

不会是把店里的菜和海滩上大

排档价格作对比呢？” 13 日中

午，一对情侣在元宝社区一家

餐馆探讨了很长时间，原来餐
馆的招牌上直接打出了“地

滩”两字，突兀的表述让很多

路人摸不透到底是店主写了错

别字，还是想做回别样的宣

传。

最后经过餐馆店主澄清才
知道，招牌上的“地滩”纯属

写作错误，造成这样的影响让

店主也哭笑不得。

错字、别字、翻译不通、残缺字

半天时间揪出 57 处不规范用字

“星”字中的“曰”用一颗星的图案来代替，“桔”

字中的“口”变成了桔子图案。每当看见这样的店铺
名字，你会有什么感受？

“星”字里有星星

13 日上午，赵先生走在灵山大街上，看见一家

特星连锁的商店，不过，店铺的招牌上有个特别之

处引起了赵先生的兴趣。“那个‘星’字，不如往常那

样有一个‘曰’在上边，而是换成了一颗星的图案，

我觉得这是一种创意，挺有意思。”赵先生说。赵先
生表示，虽然这个字不能称其为“汉字”，也不能称

其为“图案”，但是众人一眼就能明知。

“桔”字下面有桔子

在东岳大街与青年路交汇处附近，有一家店铺同

样让人产生兴趣。在一块绿色的店铺招牌上，“茶桔

便”三个字非常醒目，与普通汉字不同的是，汉字“桔”

下面的“口”旁变成了一只橘黄色的桔子。“一眼就能

认出来，这是个‘桔’字。”一位路过的市民随意的说

道。“这种做法也未尝不可，我觉得很可爱，而且美观。

比单单的汉字更显温暖。”市民薛女士表示。

“品”字也可以很抽象

在东岳大街上，有一家叫做“优品优男”的

服装店。深绿色的牌匾上刻着两行黄颜色的字。

“确切地讲，这是一种艺术字吧。我们不能称其
为正确或错误，只是用做标注而已。再者，大家

也都能一眼识别出这个字，只是有点抽象而

已。”不少路过的市民表示。

“桔”字没有“口”

看你怎么吃

本版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曹剑 李芳芳 赵兴超 陈新

实生习 王伟凯

街头类似的文字市民一定都
见过不少。本报开通“寻找街头

错别字”栏目，欢迎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 0538 — 6982110 或发邮

件至 taqlwb@163 .com ，举报您
在生活中看到的错字、别字等。

一起来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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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口号，可惜“砺”写成了“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