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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你好。我是贵报的
老读者，从创刊订阅至今，不仅天
天读，而且坚持剪报，尤其对“青
未了”的连载都剪下再装订成册；
不仅自己看，还交给子女、朋友
看，有的还复印送给亲朋好友。如
2011年5月12日刊登的《很老很老
的老偏方》第8“有一种痛苦叫便
秘”，用核桃治好了我多年的便
秘。用此方治本，不像有的药用时
有效，停药无效。我的剪报方法：
将一周的报复读一遍，再把需要
的裁下装订。这种剪报活动，也成
为我养生保健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贵报从今年4月份以来，改
版后内容变成四个长条，既不好
阅读，也不利于剪报。

我于4月2日曾写信提出改版
相关意见，建议恢复原来的排版
方式，至今没有变化，所以再次向
你们表达我的看法。

此致
济宁市离休干部 齐乃瑞

读者您好。来信收悉，我们将
尊重读者意见，对连载版式尽快
做出调整。感谢多年来对我们的
支持与厚爱。

本报副刊编辑中心

欢迎关注齐鲁晚报，欢迎给
齐鲁晚报挑刺，来稿请发：qlwbdz
@163 .com

●7月24日B1版《济青高速20年
后的现实考量》第二段“记者从……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高速获得证实”，
句中“高速”多余。

●7月24日B5《历下散步》第三
段“总是散发出屡屡神秘的气息”，

“屡屡”应为“缕缕”。
●7月26日A7版《司机施巧计，

贪心人体面“吐赃”》倒数第二段“被
扣下的手机卡扔在座位下”，“扣”应
为“抠”。

●7月26日A21版《满城尽是邹
市明》第三段“澳门只有四五平方公
里大”有误，应为“32 . 8平方公里”。

●7月28日A4版《正抬伤员上担
架，一车又撞来》倒数第二段“受伤
的7人中，季先生病情严重”，“病情”
应为“伤情”。

●7月25日B3版《大使馆里热议
“孔子文化”》第二栏“李辉大使认为
孔子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是既是”应为“既是”；《“世界之窗”
尽显中国元素》倒数第二段“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说乎”，应为“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

●7月27日A15版《请来名律师
帮着打官司》，第一部分“2011年

‘ 9·1 1 ’恐 怖 袭 击 ”应 为“ 2 0 0 1

年……”。
●7月30日A3版《城市该给“流

动”的油篓村更多体面》第二段“严
格的评分制度更加大了获得城市身
份的南都”，“南都”应为“难度”。

(感谢读者王志学、徐连泉、马
航、刘学英、房雪峰、周而复始、刘同
江的批评指正)

关键词：座位

孙文芳：7月26日A7版《司机
施巧计，贪心人体面“吐赃”》确
实是一篇好新闻，但文中第二
部分说：“后面右侧两排座位正
好空着，从第一排乘客开始，他
们有序地都到后面两排座位坐
了一下。不到十分钟，经过一番
走动后，王吉军再检查被大家
轮流坐过的座位，发现了丢失
的手机。”根据此描述，可知手
机是在车内后排座位上找到
的，但压题照片上，司机所指的
手机却是出现在前排座位上。可
能是摆拍出现的失误？感觉这个
瑕疵影响了这篇好新闻。

编辑者说：经核实，这张照
片确实是倒数第二排，前面的位
置是长途车后门。

关键词：贡献率

朱永胜：7月30日A17版《我
省农产品进口全面超过出口》第
三段提到大豆、食用植物油进口

“ 对 全 省 进 口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135 . 9%”，两个产品对全省进口
的贡献率竟然超过100%，这个数
是咋算出来的，感觉不大正常。

编辑者说：省商务厅外贸处
专业人士解释，对进口的贡献率
就是用前面那两类产品的进口
增量比农产品总的进口增量，计
算上没有错误。

关键词：影响

吴敏：8月3日A7版《四龄童
玩电动车被撞裂肝脾》最后一段

说：“这次大面积的内脏摘除修
复对他没有大的影响，小景辰可
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小景辰伤势严重，肺泡破裂、肝
脏细碎、肾上腺破裂、脾脏裂缝，
虽不清楚被摘除的是哪些器官，
但对孩子今后的健康肯定会产
生重大影响。说“没有影响”，显
然与实际不符。

编辑者说：经了解，小景辰
做的是肝脏部分切除和肾上腺
移植手术。大夫解释，少儿时期
恢复能力很强，从以往相同病
例来看，这种手术对孩子健康
确实没有大的影响。

关键词：免费高速

潘京华：7月28日A2版《辽宁
推出首条免费高速》，看标题，以
为是所有车辆走此条高速公路
都免费，但文中却说“据介绍，所
有悬挂‘辽A’牌照的沈阳籍9座
以下的小型客车均可享受免费
通行的政策”。唉，纯属噱头，题
文不符。

编辑者说：对绝大多数车辆
来说，免费之说子虚乌有。依我
看，这条新闻没什么价值。

关键词：呆

一读者：7月29日A5版《状元
夏令营，洗脑挺管用》倒数第四行

“结束后又去北大呆了两天”。应
为待了两天，而不是呆了两天。

编辑者说：待和呆两字都有
“停留”之意，所以，“呆两天”和
“待两天”通用，这两个字在很多
语句中可以互换，例如“待(呆)在
这里别动”等，只是语感上略有
差异。

关键词：录取

刘学英：7月29日A6版《学
费无着落，考高分却难高兴》，
文中第四栏“报考了中国石油
大学的油气储运专业和海洋工
程专业并被录取”，同时被两个
专业录取显然不可能，句中的

“油气储运专业和海洋工程专
业”应为“油气储运工程专业”
或“海洋油气工程专业”。

编辑者说：报考大学填报两
个或两个以上专业是正常的。经
了解，该同学被中国石油大学勘
察技术与工程专业录取。

关键词：挡获

房雪峰：8月1日A18版《成都
一居民区内警匪枪战》“强攻”部
分：“警方在10楼电梯门口和9楼
楼梯间先后挡获了一男一女两名
涉案人员”，“挡获”应为“抓获”。

编辑者说：在各类犯罪案件
中，“挡获”一词的使用率已经比
较多见。从字面理解即为阻挡、
截获、抓获。

你你 说说
我我 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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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即时互动方式

本报讯 由《儒风大家》问道
国医基金会和本报读者俱乐部联
合主办的“问道国医·健康公益讲
堂”第九讲，日前举办。本次讲座
的主讲人是来自齐鲁医院呼吸科
的副主任医师、中医博士刘宝义
教授，主题是“重构健康身心”。

刘教授以庄子养生篇中的内
容为切入点，将古人的智慧与自
己的领悟融为一体，从另一个角
度为读者分析了《庖丁解牛》、《劝
学》等名篇中的养生思想：不仅要
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内心能够
平静。

刘教授说，养生的重点不在
补，而在不伤害，不过多地追求物
质上的圆满，而是更多地关注心
灵上的获得，所谓无役于物而主
于心，这样才是养生的精髓。对于
现代人的养生方法，在刘教授看
来，就应该是“三少养生法”，即少
吃、少喝、少运动，这才是对现代
人适合的长生之道。

针对大多数人喜欢饭后喝汤
的习惯，刘教授说，这样很不健
康。饭后喝汤对胃的负担加重，容
易形成胃炎，在饭后的至少半个
小时内都不应该喝水。正确的做
法应该是饭前十分钟左右喝汤，
这样才能与之后吃下去的固体食
物不混合，也更利于吸收。同时，
也要多吃粗粮，一味地吃山珍海
味并不能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舒婷婷

养生重在不伤害

少吃少喝少运动

文/片 本报记者 戴伟

走过银滩，翻越赤山，
“ 骑 上 ”海 鸥 栖 息 的 海 驴
岛，本报举办的第二期拍
客夏令营——— 为期 3天的
威海之行让营员们领略了
大海之美。

8月2日，夏令营成成员员乘
坐大巴经过近7小时车程来
到乳山银滩度假区。这里沙
质细腻洁白如银，有“东方
夏威夷”之称，营员们下车
直奔沙滩，孩子们更是迫不
及待扑向大海。第二天，当
人们来到赤山风景区，立刻

被矗立在海边山上的赤山
明神塑像所震撼。风景区内
的荣成民俗馆和张保皋传
记馆，分别展示了当地民俗
文化和地方海外贸易发展
的变迁。拍客们最感兴趣的
是拍摄那些仿古建筑和胶
东风情。下午，当人们来到
海边准备乘船前往海驴岛
时，突然下起一阵急雨，大
人们护着孩子伴着急雨驶
向大海。游艇渐渐接近海
岛，成群结队的海鸥飞来迎
接远方的客人。这里的海鸥
好像天生不怕人，围着游人
嬉戏翱翔，原来这就是“海

外仙境鸥鹭王国”。此时对
每一名拍客来说都是一个
良好的摄影机会，大家不停
地按动快门，兴奋和喜悦伴
随着每一个人。大家近距离
观察海鸥的生活习性，学会
了摄影中对细微事物的观
察，同时，也对运动中的物
体摄影技巧有了一定了解。

虽然前两天的行程已
让大家十分疲惫，可是，第
三天营员们还是要求再去
威海的海水浴场游玩搞创
作。营员们收获了海边旅游
的畅快，也学会了摄影中的
许多要领。

咔咔咔咔咔咔，，拍拍下下海海边边之之旅旅

健康讲堂

偶遇守岛人

8月2日，跟随齐鲁晚报拍客夏
令营来到威海。当我看到碧海蓝天，
嗅到淡淡鱼腥味时，不禁惊呼：威
海，来对了！

乳山银滩，是本次出行的第一
站。当我赤脚在沙滩一步一个脚印
走过，回头看，却被海水冲刷得干干
净净。我想，是该在这里把一切烦恼
丢下，好好享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了。

游赤山，就不得不说赤山明神。
他右手手心向下，寓意着抚平一切
风浪。高大的身躯使他被称为最大
的锻铜神像。我想，也只有这样庄
严、威武的赤山神，才能够踞山面
海，护佑四方。

登海驴岛的经历让我难忘。那是
第二天的下午，天上下起了雨，我站
在船的甲板上，每当一个浪头拍过，
都不得不抓紧手中的栏杆，只怕在这
同大海的搏击中摔倒。上岛后，雨停
了，在一块礁石上坐定，看海潮起落，
鸥鹭齐飞。走过环岛小路，赏海风拂
面，怪石嶙峋。我们带来馒头想喂海
鸥，却有一老人对我们说海鸥平常都
是喂鱼，不吃馒头。等回来后我们才
后知后觉，那不会就是著名的海驴岛
守岛人吧。我竟然错过了和名人合影
的机会！

如果你要去威海，除了赫赫有
名的巴掌大的鲅鱼水饺，我强力推
荐海鲜煎饺，人间美味啊。威海，绝
对值得一去！

武晓瑅

小营员手记

小小营营员员们们在在海海边边与与浪浪花花嬉嬉戏戏。。

▲成群结队的海鸥飞来迎接远方
的客人，大家不停地按动快门。

来，小帅哥笑一个。

读者来信错了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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