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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吴敏：6月17日A8版《青岛
将推“公共自行车租赁”》最后
一句话说：“如果青岛公共自行
车租赁系统的自行车数量达到
50000辆，一年可以节约12070吨
标准煤，碳排放量减少26000

吨”。现在没有用煤炭做燃料的
交通工具了，不知道自行车的
环保效能与煤炭消耗有何瓜
葛？如果确实要比较，不如与油
料相比较。

编辑者说：记者解释，节约
“标准煤”是节能减排的通用标
准，与使用燃料无直接关联。个
人以为，如果骑这五万辆自行
车的，大部分是本来就骑车、坐
公交车上班的那些人，节能减
排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出入。但
不管怎么说，公益投资、绿色出
行不仅节能环保，同时也锻炼
了身体，增加了活力，好处无限
大。

朱永胜：6月19日A13版《拒
做羊水穿刺 产下畸形婴儿》
第三段中说：“筛查显示孕妇属
于高风险病人。”孕妇做唐氏筛
查，只是确定胎儿出现畸形的
可能性有多大，并不能确定孕
妇是病人，表述不当。

编辑者说：孩子有风险但
母亲很健康，孕妇当然不属于

“高风险病人”。但对于高风险
孕妇来说，很多医护措施和对
待一个真正的病人差不多。

“江南影像”首届齐鲁小拍客夏令营邀你出游

赏美景探学府
变身摄影达人
文/杨照君

“读万卷书不如

行万里路 "。这个夏

天，齐鲁晚报将推出

“江南影像”首届"齐

鲁小拍客夏令营"，带

你领略华东美景的同

时，一起参观中国著

名学府，更有专职摄

影记者手把手传授给

你拍照的技巧，让你

在7月26日起的短短

五天时间里迅速变身

“摄影达人"！

学生时代无疑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用一张张照片，记录
下你的成长，记录成长道路中的喜怒哀
乐，那些看过的风景，走过的旅途，多年后
都会令你回味无穷。思想和脚步，总有一
个在路上。勤勤恳恳了一学期，作为对自
己的犒赏，放下课本，背上行囊，带上心爱
的相机，参加齐鲁小拍客夏令营吧！

走进南京，欣赏钟山风景区山、水、
城、楼、林浑然一体，缅怀中山陵孙中山先
生革命壮举，去玄武湖感受“金陵明珠”的
独特魅力，在秦淮河夫子庙品历史文化、
赏民俗风情，当然还有中国最大的历史博
物馆——— 总统府加深你对历史的了解；走
进苏州，这里有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
园，极具地方历史性特征的苏州博物馆，
枫桥古镇的寒山寺，乌镇东栅的枕水人
家；走进杭州，漫步西湖感受苏堤春晓，游
览花港观鱼景区；走进上海，在科技馆接
受现代科技知识的教育和科学精神的熏
陶，在南京路外滩留下你的倩影。

不止如此，你还有机会前往南京大学
和浙江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
点建设高校，中国著名学府之一的南京大
学和位于“人间天堂”杭州、美丽的西子湖
畔，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
剑桥”的浙江大学。与学子零距离接触，感
受高等学府的神韵与气息。

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在五
天的时间内变身“摄影达人”！因为我们会
有专职的摄影记者与你同行，通过布置拍
摄任务的形式学习景物和建筑摄影基本
构图，学习微距摄影，学会运用光线，让你
的照片更清晰；学习夜景的拍摄；纪实摄
影以及使用变焦镜头……在夏令营结束
时，还将评选出优秀小拍客，并颁发证书。

如果你是6-18岁的在校学生，如果你
喜欢摄影，想让自己的暑假生活变得与众
不同，抓紧报名我们的夏令营吧!这个夏天
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报名请咨询：85196576 18660089185
QQ交流群：164353882

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 电话：85193164

邀您
参加

请大伙推荐

最爱喝的茶叶

6月25日，由本报联合山
东省茶文化协会等单位共同
主办的“风雅茶韵，飘香齐
鲁”——— 山东人最喜爱的茶
叶品牌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评选活动将通过全省读者
投票方式，结合业内专家评审，
最终评选出消费者心目中最受
欢迎的茶叶品牌和山东茶叶
行业领军人物。

目前，活动正通过读者
推荐、企业自荐、组织推荐三
种方式，向社会征集候选企业、
人物名单。申请企业和个人可
登 录 齐 鲁 晚 报 官 方 网 站 ：
www.qlwb.com.cn填写评选申报
表，并于7月7日前将填写好的
申 报 表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
chayepx@163 .com。热线：0531-
85196381。 宿可伟

秀秀美丽的家

快来报名参赛

“美丽的家——— 济南楼
盘摄影大赛”是由本报房产
编辑室主办的大型摄影交流
比赛，大赛旨在给广大读者
中的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学
习交流的平台，同时利用房
产编辑室资源优势，带大家
一起了解省城优秀社区，捕
捉社区美景。

大赛自6月8日启动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两次集体摄影
活动，分别走进东部天马相
城和南城的鲁能漫山香墅进
行采风，活动报名仍在继续，
热线电话：85196595。详情关
注本报每周四《齐鲁楼市》相
关报道。 葛未斌

车展送到

你家门口

纵横齐鲁·齐鲁晚报“明
星车型”跨越山东大型巡展即
将在7月开幕，陆续将走进聊
城、泰安、济宁、临沂、德州、东
营、日照、滨州八个地市。

此次活动有上海大众、上
海大众斯柯达、一汽-大众、
东风日产、东风标致、广汽丰
田六大品牌参与。此外，英菲
尼迪、凯迪拉克等高端汽车品
牌还将走进聊城巡展。活动地
点均位于当地繁华的闹市区，
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一场家
门口的车展。 李璟瑶

一份报纸，连起记者、编
辑和百万读者，感知彼此的信
任与坚守。《齐鲁晚报》在读
者的见证下走过25年的风风
雨雨，我们深深地感知、感谢
与感恩。

齐鲁晚报每日风雨无阻
为亲爱的读者们送去新闻大
餐，其实，我们想做的还有许
多。从本期读者版开始，本报
读者俱乐部将不断组织丰富
多彩的、提高生活质量的各种
公益、优惠活动，让百万读者
享受到全方位立体的增值服
务，使齐鲁晚报成为您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的活动信息将通过
《读者》版、齐鲁晚报网、齐鲁
晚报读者俱乐部新浪微博、微
信等平台发布，请您关注，邀
您参与。

编者
的话

你说
我说

日期 行程 小拍客任务

7月

26日

早上西客站乘D361（07:05/10：22）二等座或其他车次赴南京。
走进山、水、城、楼、林浑然一体的【钟山风景区】，参观国家5A级景区、博爱之

都——— 南京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中山陵】，缅怀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畅游
国家4A级景区———【玄武湖】（含环洲、樱洲、梁洲、翠洲、菱洲等5个小岛），感受“金
陵明珠”的独特魅力。

后游览国家5A级景区【秦淮河—夫子庙】（含乌衣巷、文德桥、大红墙、泮池、天
下文枢坊、东市、西市），集六朝文化和民俗市肆文化于一身。

学习景物和建筑摄影基本构图。
学习什么是光线。学习微距摄影，

学习如何让照片更清晰。
学习夜景拍摄技巧，学习拍摄夜

景。

7月

27日

早餐后，游览【总统府】，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史博物馆，中国一系列重
大事件或在这里发生，或与这里密切相关，一些重要人物都在此活动过。后参观

【南京大学】，现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
设高校。车赴苏州。

学习使用变焦镜头。学习什么是景
深，学会用光圈和焦距控制景深。

7月

28日

早餐后,游览【拙政园】中国四大名园之一，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堪称中国私家园林经典。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苏州博物馆】
是地方历史艺术性博物馆。馆址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王府遗址。参观游览【寒山
寺】，寒山寺位于苏州城西古运河畔枫桥古镇，始建于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

学习和练习基本构图法，如何构图
中线条和色彩的运用。

7月

29日

早餐后，途中游览江南著名古镇【乌镇东栅】中国最后一处枕水人家，参观大
文豪茅盾先生故居等。车游浦东新区、万国建筑博览群。车赴杭州，【漫步西湖】感
受苏堤春晓，游览花港观鱼景区等。游览百年历史名校【浙江大学】，是中国首批7
所“211工程”高校，中国最顶尖的几所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
方剑桥”。

了解当地民俗，学习人文摄影的要
点，学习纪实摄影的要点。

7月

30日

早餐后，参观【上海科技馆】，是上海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休闲旅游基地。下
午乘高铁或其他车次返回济南，结束愉快旅行！

每位夏令营学员提交作品，由专业
摄影师评奖，并颁奖。

去健康讲堂学养生
22日，由《儒风大家》·问道国医基金会和《齐

鲁晚报》读者俱乐部联合主办的“问道国医·健康
公益大讲堂”第五讲在银座马鞍山店开讲，高级
公共营养师和保健按摩师王化武带来了《中医体
质与健康饮食》的精彩报告。王化武老师通过对
测试结果的分析，帮助听众找到适合的调节方
式。

第六讲将于29日上午9：30-11：00在银座购
物广场马鞍山店开讲，王化武老师将继续讲解不
同体质的自我调理方法。 杨照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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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A17版《王力可，
这个闺女挺拼命》按语第二行

“电视剧《隋唐演义》囊获四项大
奖”，“囊获”应为“囊括”。

●6月17日A10版《被拐女
制造跨国拐卖妇女案》编者按：

“缅甸女子……迁出跨国拐卖
妇女大案”，“迁出”应为“牵
出”。

●6月19日A10版《青岛8月
开通飞旧金山航班》第二段“青
岛飞往北美的旅客大都需经汉
城、北京……”，“汉城”应为“首
尔”。

●6月19日A14版《把小贩
管这么严干吗》倒数第三段“白
天面对小贩，自己是法者”，“法
者”应为“执法者”。

●6月20日B3版《济南泉
吟》第二栏：“趵突泉汨汨涌
出”，“汨汨”应为“汩汩”。

(感谢读者刘学英、潘京
华、周而复始、邵明武、朱永胜
的批评指正)

错了
就改

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是挪用还是贪污？

6月19日A12版《占用南
水北调土地补偿款21万》读
者报料中说：“黄某贪污南
水北调一期工程土地补偿
款21万余元”。但正文中案
发时间是2012年8月，而在
同年7月，黄某已将贪占的
款项以现金和单据的形式
交到镇经管站入账。也就
是说结账在先，案发在后。
这类情况应该不算贪污，
而是挪用。

读者 吴敏
感谢读者关注。有关

方面解释，以“贪污罪”判
刑，是因为当事人前期行
为已经构成贪污，虽然八
月份之前当事人曾返还部
分欠款，但主因是迫于调
查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方
法，以此解脱贪污罪名。所
以，法院以贪污罪判刑，而
非“挪用”。

记者 刘铭

读者
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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