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时间有误

刘学英：9月21日A2版《克
里:强大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第
一栏：“今年初两国元首在加利
福尼亚阳光之乡成功会晤”，习
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是于今
年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
晤，将一年接近过半的时间说
成“年初”不确切。

编辑者说：原文来自官方
渠道，又涉及美国国务卿克里
原话，本报编辑未作改动。但读
者所言有理。

关键词：经不起推敲

刘学英：9月21日A4版《为采
棉撇下1岁半孩子》文中第七段:

“‘孩子长这么大,从来没离开过
我身边这么长时间。’说着说着,
张春霞的泪水夺眶而出”，但据该
文第六段:“同样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第四次来新疆采棉花的张春

霞对孩子隐瞒了采棉的事实”。前
句中的“从来没离开过我身边这
么长时间”显然经不起推敲，可能
是把人物弄混了。从文中内容看，
前一句中的“张春霞”似应为第一
次到新疆采棉的“景金霞”。

编辑者说：分析得有道理。
但作为现场采访，一个比较激
动的农家妇女，心情表达的成
分多一些，逻辑上略失严谨，也
在情理之中。

关键词：日前

刘允辉：9月24日A13版《禹城
千年文物竟然两次被盗》第一段
说：“日前，当地警方在北京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被盗文物全部追
回”。最后一段又说：“日前，禹城
市人民法院审结此案，以盗窃罪
分别将四人判处有期徒刑三至四
年，并分别处以3万至4万元不等
的罚金”。既“日前抓获嫌疑
人”，又“日前法院对嫌疑人进
行审判”，这现实吗?案件侦查
终结后，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
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
院审查决定；检察院作出起诉
决定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
审查后才决定开庭审判。这些都
是必走的法律程序，并且都有一
定的时限要求。这些都在“日前”
进行，那是不可能的。

编辑者说：文物于今年6月
9日、6月29日两次被盗，案件侦
破后，抓获嫌疑人及法院判决
日期都是具体的，但我们都被
这两次“日前”给搞晕了。

关键词：文不对题

文芳：10月3日A6版《青岛
一日游价格翻番》，文中只在第
一段用一句话提到了“青岛一
日游价格翻番”，综观全文，主
要内容是：新旅游法实施后，游
客减少，导游因赔本而歇业观
望。全文内容与题目的关联性
很小，感觉文不对题。

编辑者说：青岛一日游，原
先价格是 120 元— 150 元，现
在是 260 元— 280 元，的确翻
番。原稿中有交代，但编辑整合
的时候给整丢了。

关键词：首当其冲

朱永胜：10月5日A12版《烂片
票房高没什么可惊讶的》第一段：

“本届金鸡奖入围的候选人都很
强大，首当其冲的是章子怡”。首
当其冲一词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
遭到灾难，不是“排在首位”的意
思。这个词被用错的概率相当高，
常被人误用为首先接受任务或首
先应当做某事。

编辑者说：演艺圈常见的都
是花边新闻，遣词造句也往往不
按常理出牌，就这句话而言，个人
认为用词并无不妥。如果改为“为
首的是章子怡”、“名气最大的是
章子怡”等，平铺直叙，反而不好。

关键词：东西向

郭鹏：9月23日A6版《超八成
市民不知哪天无车日》第一段：

“22日上午7时35分，记者在省城
经十路历山路交叉口看到，东向
西车流量很大”。“东向西”应该
改为“由东向西”吧？

编辑者说：在这句话中，
“由东向西”和“东向西”意义完
全相同，“由”字可有可无。

关键词：图不符实

周琲：10 月 2 日 B4 版照
片的说明称“消费者在试驾低
速电动车”，但从照片看，车内
的人分明只是坐在车上而已，
既没有关上车门，也没有发动
车子的迹象，车周围还尽是在
听介绍的消费者，怎么看都不
像是“在试驾”。

编辑者说：关上车门的“试
驾”，大概更不容易分辨是“试驾”
还是“驾驶”了。但读者看得仔细，
采编更要细致，这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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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

即时互动方式

本报济南10月13日讯(记者
王若松)10日下午，齐鲁晚报读者俱
乐部活动基地在山东省农科院作
物所(济南)试验基地挂牌，这是继
济南国际赛马场之后本报读者俱
乐部第二个正式挂牌的活动基地。
当日，来自济南市甸柳一小的百余
名小学生及家长来到田间地头，在
实践中学习农业知识。

对许多在城市里成长和生活的
孩子来说，谷子、地瓜、大豆、高
粱……这些经常出现
在餐桌上的农作物
虽然都耳熟能详，但
真正认识并在农田
里见过的不多。为
了让孩子们能够体
验农田耕作的快
乐，让书本上的生
物知识变得更加
生动有趣，本报
读者俱乐部联合
山东省农科院作
物所(济南)试验
基地在城市里
为孩子们开辟
了这块有意义
的“城市农场”。据了解，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济南)试验基
地占地308亩，是小麦玉米国家工程
实验室、国家小麦区域技术创新中
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长期承担国家大豆、谷子新品种
和山东小麦、大豆新品种的区域试
验任务。

本报读者俱乐部活动基地挂牌
当天，秋高气爽。来自济南市甸柳第
一小学二年级四班的61个孩子和50
多名学生家长兴高采烈地来到农田
中，学习农业知识，体验农田带来的
快乐。“这就是我们吃的大豆吗？长
在地里原来是这样的呀！”第一次见
到大豆的王小行蹲在地上指着已经
成熟的大豆激动地说。

“孩子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
学校，很少有机会能亲自到农田
里，看看平时吃的粮食等是怎么
生长出来的，这种机会真的很难
得。”二年级四班房硕小朋友的妈
妈郑女士告诉记者。

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是专为
读者服务的公益组织，旨在为读
者提供更多新闻之外的增值服
务、特色服务。山东省农科院作物
所(济南)试验基地成为本报读者
俱乐部的活动基地之后，本报将
择机向广大热爱自然、关注农科
的普通市民及中小学生发出邀
请，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农业知
识，实地感受农业科研的魅力。

““大大豆豆长长在在地地里里原原来来是是这这样样的的！！””
本报读者俱乐部第二个活动基地“城市农场”挂牌，将择机邀请市民参观

你 说

我 说

●9月25日B6版《赛什腾的月
亮》文中第三栏“在洛阳看过云
冈石窟”，“云冈石窟”应为“龙门
石窟”。

●9月26日A15版《黄河国际生
态城将成泉城“后花园”》最后一句

“还能为圈内各市市民提供路由服
务”，“路由服务”应为“旅游服务”。

●9月30日A20版《曹征〈红高
粱〉首演大反派》第二段“婉言拒
绝”应为“婉言谢绝”。

●10月1日A17版《中国女排获
世锦赛门票》第三段“这次儿来参
加比赛”，“这次儿”应为“这次”。

●10月2日A13版《中国女排
全胜进军世锦赛》第一段“前不
久的世锦赛上”，“世锦赛”应为

“亚锦赛”。
● 10 月 2 日 B5 版《从国统

区的水深火热到山东全境解放》
“ 济 南 战 役 ”部 分“ 华 东 野 战
军……由许世友、谭展林指挥”，

“谭展林”应为“谭震林”。
●10月3日A7版《同样线路

不一样的价 支招：货比三家，
签合同》第二段有误，“房先生”
与“崔先生”为同一人。

●10月4日A3版《路上耗三天
旅游成苦旅》第一部分“以‘堵车’为
题作七绝”，“七绝”应为“七律”。

(感谢崔常山、赵虹等读者的
批评指正)

来稿请投qlwbdz@163 .com

错了就改

读者评报

济南战役

9月18日A9版《家有抗战文物
的,快来晒一晒》，文中说：“山东作
为抗战的一个主要战场,在抗日战
争中产生了大量英雄模范人物,该
馆登记在册的国共两党为抗战牺
牲的295位旅职以上将领中,山东籍
的有40多位,也有很多著名战役，如
台儿庄大战、济南战役等发生在山
东”有误。济南战役发生在1948年9
月，属于解放战争一役，距抗战胜
利已过去3年。

读者 刘学英
读者说法正确。济南战役的确

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共两
军的内战而不是抗日战争。当时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负责
人探讨山东的红色文物，说到抗战
期间，山东境内发生了这么多著名
的战役，应该有很多相关文物留
存。记者写稿时未及时认真审核出
现失误，真诚致歉。

记者 张泰来

有无银行卡

10月7日B4版《老漂族：蹒跚
的异乡生活》，文中“同样，来济南
十多年的张海桥也要时不时为每
个月60元的养老补贴而回趟河南
项城老家，‘得本人去领才给’，他
解释”。这60元养老补贴，应该是
打到银行卡(或存折)上的吧？怎
么还得“本人去领呢”？

读者 祝建波
记者又特意向当事人核实了

这个细节。据老人和老人的儿子
说，他们家在河南农村，没有办
卡，有个存折，“但是还需要本人
去镇上领，不见本人不给钱”。老
人说，他从未(也没想过)在济南取
这笔钱，都是回老家去领。当然老
人不是每个月回家，一般是一年
或者更长时间回家领一次。

记者 吴金彪

花絮

“这就是谷子？怎么长得像桑葚呀？”
“老师，我有问题，前边的那片高粱为什么比这边的高这么多呀？”10日下午，来到“城市农

场”的孩子们像天空中飞翔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田间小路上，他们一边嬉戏，一边争
先恐后地向带队讲解的科研人员问问题。

“因为这是一种甜高粱，和普通的高粱不同，它的宝贵之处就在这长长的秆上，秆里的糖分
含量很高，能达到14%-17%，所以这种高粱是专门用来提取糖分的。”科研人员司纪升耐心地给
孩子们讲解着。“咦？这就是谷子？怎么长得这么像桑葚呀？”甸柳一小二年级四班的冯思羽好奇
地摸着已经收割完的一捆谷子问道。“这不是我们平时喝的小米吗？你看黄色的谷穗。”不一会
儿，孩子们便围了上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来到棉花区，孩子们看到一个个长在枝上的白色棉桃非常兴奋，“这就是棉花呀，它的果实
会自己掉下来吗？它是怎么变成线的呀？”小学生们的好奇心深深打动着在场的老师和基地的
科研人员，“确实很多东西是我们在课堂上无法传授给孩子的，这里太生动了，以后有机会我们
还来。”二年级四班的班主任老师颇有感触地说。 本报记者 王若松

▲10日，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活动基地在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济南)试验基地挂牌。
孩子们好奇地看着田里的庄稼。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左庆

在农田边，孩子们撒起了欢儿。
科研人员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农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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