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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国产业报协会全国行业报质检办公室整理，检查对象为中

央、国家机关主管的 84 家行业报纸。质检委的专家表示，质检暴露出

不少差错，其中一些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词典更新版本，中文编辑

校对网对原文作了一些删减处理。

错字

●“的”“地”“得”3 个字的用法上，主要错误集中在把该用“地”

的地方错用成了“的”。例如：

1.朋友在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中的“的”应为“地”。

2.当时稀里糊涂的把稿子寄出去，没当一回事。“稀里糊涂的”中的“的”

应为“地”。

3.创新应该和国际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中的“的”

应为“地”。

将“地”错用成“的”的总共有 23 家报纸。

●“黏”“账”“像”这 3 个字出现的错误如：

1.安尔乐牌粘膜消毒液。句中“粘膜”应为“黏膜”。

2.血液变得更加粘稠。“粘稠”应为“黏稠”。

3.灌注水泥粘土混合浆。“粘土”应为“黏土”。



4.重点检查了店内的台帐。“台帐”应为“台账”。

5.帐号。“帐号”应为“账号”。

6.记帐凭证。“记帐”应为“记账”。

7.美国经济了却前帐的同时。“前帐”应为“前账”。

8.从大量的手工帐务处理中解脱出来。“帐务”应为“账务”。

9.而且更象一个财务领域中的 MBA。“更象”应为“更像”。

10.老伴的唠叨开始时我感觉象噪音，过一段时间我感觉她的唠叨好象

在唱歌。句中“象噪音”“好象在唱歌”中的“象”应为“像”。

11.好象几根白头发。“好象”应为“好像”。

12.象抓抗洪一样给予极高关注。“象抓抗洪一样”中的“象”应为“像”。

●有些报纸不能正确使用“被”字，即该用“被”字的地方遗漏了“被”

字，使句子不大通畅。例如：

1.感染相同病菌的病人将集中照顾。句中“将”字后应加“被”字，即

“将被集中照顾”。这里的“被”字作介词，用于被动句，引进动作的

施事，前面的主语是动作的受事。

2.集团公司的要求、兄弟省公司机关改革的成功模式一一纳入了党组视

野。句中“一一”前应加“被”字，即“被一一纳入了……”。

3.农村党支部书记工资全部列入财政序列……句中“列入”前应加“被”

字，即“全部被列入财政序列”。

4.发展金融板块业务，已经纳入到江铜集团发展战略。句中“纳入”前

应加“被”字，即“已经被纳入到……”。



词语

错得比较多的是“截至”“其间”“接合部”“凌晨”“综合征”等几

个词。

●“截至”与“截止”

这两个词意思不同，用法不同。“截至”是指截止到某个时候，“截止”

是指到一定期限停止。例如：

1.“截止 18 日下午 16 时”应为“截至 18 日下午 4 时”，或“到 18

日下午 4 时截止”“截止时间为 18 日下午 4 时”。

2.截止 2006 年 12 月，截止今年 6 月份。

3.截止 2006 年底。

4.截止 2007 年 9 月 19 日 20 点 46 分。

5.截止目前。

6.期限截止 2007 年 10 月 10 日。

上例 2 至 6 中“截止”均应为“截至”。

●“期间”与“其间”

这两个词用法上的区别主要在于，“期间”是名词，指某个时期里面，

一般不独立使用，前面常有定语，如暑假期间、春节长假期间、农忙期

间等。“其间”是名词中的方位词，主要含义是“那中间”“其中”，



一般可独立使用，或与“这”字搭配使用，如“这期间”。“其间”用

在下半句或下句的开头，代替前面所说的时间段。将“其间”错用为“期

间”的如：

1.迄今已有 20 年的历史，期间多年被评为上海市自营出口先进企业。

2.均安国际牛仔博览会将举行模特新星大赛，期间还将举办均安牛仔杯

国际牛仔服装设计大赛。

●“接合”与“结合”

这又是意思不同、用法不同的一对词。“接合”意思是连接使合在一起；

“结合”意思是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系，并非合在一起，有时还带有

抽象意义。有 4 家报纸把“接合”错用成了“结合”。

1.新老城乡结合部。

2.立交桥地处城乡结合部。

3.城乡结合部集体土地非法转让。

4. ……展销会，城乡结合部为执法重点区域。

上述 4 例中的“城乡结合部”均应为“城乡接合部”。

●“综合征”与“证”“症”

“证”“症”“征”这 3 个字表示对“病”的不同描述。“证”最早指

患者的临床表现，随着理论的发展，转而包括对病机的判断和诊断结论，

是对疾病所处一定阶段或一定阶段某种类型的病因、病性、病位所做的

概括；“症”只是病证的外在表现，专指病证的临床表现，如失语症、



遗忘症、炎症、癌症、肥胖症、高血压症等；“征”，主要指“综合征”，

是指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也叫“症候群”，如更年期综合征、多动综合

征、帕金森氏综合征，以及心理学上的表征等。

1.资源枯竭综合症，市场瘦弱综合症，国企综合症。

2.患上了高原综合症。

以上两例中的“综合症”均应为“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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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辰”与“诞生”

这又是一对容易用混的词。“诞辰”是名词，指生日。“诞生”是动词，

指出生。可说“100 周年诞辰”，不说“诞辰 100 周年”。

1.今年是***将军诞辰 100 周年。

2.***主席诞辰 100 周年。

上述两例中的“诞辰”均应为“诞生”。

●“签定”与“签订”

《现代汉语词典》上只有“签订”，而无“签定”一词。

1.他表示协约的签定，不仅表达了……

2.与部分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家属签定《廉洁自律家庭包保责任书》。

3.与韩国韩氏药业集团签定了订单。

4.签定的总代理发行协议书有效。

上述 4 例中的“签定”均应为“签订”。



●“拷问”与“考问”

把应该用“考问”的地方错用成“拷问”，这种错误的用法现在在社会

上广为流传。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根本不同。查《现代汉语词典》可

以看到：考问，提出难解的问题让对方回答。拷问，拷打审问。

例：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在拷问我们这个民族。“拷问”改“考

问”。

病句

病句指在语法修辞或逻辑上有毛病的句子。报刊中的病句还是比较多

的。现就一些典型病句举例说明如下。

（1）上海铁路局提出要以完成全局今年 36.13 万标准箱的必保目标来

确保全年任务的完成……

这个句子是由“完成……目标”动宾不搭配造成的典型病句。五六

家报纸都有这样的病句。按照一般的语法修辞规律，应是“完成……指

标”“完成……计划”等。与“目标”相搭配的应是“看清……目标”“发

现……目标”，用于“达到的境地或标准”之义时可说“达到……目标”

“实现……目标”。只要我们稍微想一想，都会感到“完成……目标”是

不通的。正确的用法应是“实现……目标”或“达到……目标”。

（2）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考核管理力度。



“加强……力度”“力度……加快”“扩大……力度”，这种动宾不

搭配造成的病句也是相当普遍的。正确的用法应是“加大……力度”。

（3）虽然由于自身实力等原因，使 239 厂的部分职工一时还无法从老

房子里搬迁，但能够由单位出面维修住房，仍然让职工感到了温暖的和

谐之风。

此句中用了“由于”“使”“由”“让”等介词和动词，使整个句

子没有了主语。“由于……，使（或导致、致使）”在句中连用，造成

了典型的主语缺失类病句。正确的用法应是将后面的“使”“致使”“导

致”等删去，句子就有了主语，也通畅了。

（4）而内蒙古相关部门也授予岱海电厂为“自治区节水型企业”。

“授予……企业（或单位）”，这又是一类典型病句。“授予……

企业（或单位）”不通，应是“被评为……企业（或先进单位）”，或

“授予……称号”。此外，还有近似于此类的病句如“荣获……荣誉称号”

“获评……产品”等。

（5）由于心肌炎的发生与细菌、病毒等感染有关，因此，在日常生活

中加强预防感染，防止病毒的侵入对预防心肌炎发生十分重要。

这是关联词搭配不当的典型病句。“由于”与“因此”“因而”成

对出现，“所以”与“因为”成对出现，造成典型的失误语法现象。正

确的用法是把后面的“因此”“因而”“所以”删去。

（6）当他站在事业的巅峰，却为何鸟尽弓藏，功成身退。



“当”一般与“时”组合成“当……时”类型的句式，有“当”后

面必带“时”。不然，句子就不通畅。像上例，改为“当他站在事业的

巅峰时”，句子就通顺了。

（7）应当说全国上下都是有所认识。

“是……的”结构这类句式，也是不少报纸常用错的。一般来讲，

前面有“是”，后面应该有“的”与之组合搭配。像上例，句末加个“的”

字，句子就完整通畅了。

标点

较为普遍的标点错误主要有三类。

（1）会议名称用引号的较多。其实，只要不发生歧义，一般会议名称

是不需要引号的。例如：①……共同举办了“光州市产业环境说明会”。

②“2007 世界太阳能大会”。③“全国浮法玻璃生产技术及产品质量

控制研讨会”。④“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以上会议名称均不

应该用引号。

（2）简单句之间用分号的多。简单句（包括有顿号的简单句）之间是

不应该用分号的。凡是能用顿号解决并列问题的，不用逗号。凡是用逗

号能解决并列问题的，就不用分号。用顿号、逗号都解决不了并列问题

时才用分号。但是，现在是分号用得太滥。例如：“取消护工的理由是：



目前的护工专业资质不够；病房里秩序混乱。”此句中“专业资质不够”

后的分号应改为逗号，因为前后两句均为简单句。

（3）阿拉伯数字作序号，数字后面用顿号的多，应该用齐底线圆点。

使用阿拉伯数字作序号，之后的顿号均应改为圆点。

数字

数字使用，何时用汉字，何时用阿拉伯数字，国家标准有明确规定。数

字使用错得最多的是年代的数字使用错误，其次是没有遵守保持局部体

例上的一致原则和阿拉伯数字中夹有汉字。

（1）表示年代的数字使用错误。按第 5 版《现代汉语词典》对“年代”

的解释是：每一世纪中从“……十”到“……九”的十年，如 1990～1999

是 20 世纪 90 年代。按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年、

月、日、时刻、世纪、年代要求使用阿拉伯数字。

下面的一些用法是错误的：

1.上世纪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应为“50 年代”。

2.199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应为“上世纪 90 年代”。

3.上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应为“80 年代”。



4.1980 年代。“1980 年代”应为“上世纪 80 年代”。

5.早在 1930 年代初。“1930 年代初”应为“上世纪 30 年代初”。

6.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以后”应为“90 年代以后”。

7.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中期”应为“90 年代中期”。

（2）没有遵循保持局部体例上的一致原则。下面句中汉字应改为阿拉

伯数字：

a.三个自然村引进 200 多头良种猪。“三个自然村”应改为“3 个自然

村”，以与后面的“200”保持数字使用上的一致。

b.1976—1981 年的五年间设置人工鱼礁 3086 多座。“五年间”应改

为“5 年间”，以与后面的“3086”保持一致。

（3）“千”不能作数量单位，“万”“亿”可以作数量单位。下面的

用法是错误的：

a.目前，公司在怀柔的生产基地已拥有 3 千多家农户。句中“3 千多家”

应为“3000 多家”。

b.俄高官有望追回 2 千亿美元“被盗资产”。句中“2 千亿美元”应为

“2000 亿美元”。

c.大乐透奖池金越过 7 千万。句中“7 千万”应为“7000 万元”。

计量单位



（一）单位符号该用小写用了大写。错误用法如：

1.在浮法玻璃生产工艺装备方面，目前，中国不仅已拥有 3 条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 900T／D 浮法玻璃生产线，而且规模超过 1000T／D 的生产

线也将在年内投产。

2.《平板玻璃行业准入条件》（××××委公告的附件）中：“数量（500T

／D 规模，1700m3／H 以上）”。

（二）“元”不能省略却省略。错误用法如：

1.拥有资产上百万的李某……

2.多支付酬金及违约金 120 万。

上述两例中的“上百万”“120 万”之后应分别加“元”。这个“元”

是不能省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外币都进来了，不加“元”，

使人一看就不能一眼看出是什么货币。为了方便读者，应该加上“元”。

“元”是人民币单位，没有“元”，前面的数字与“人民币”直接连用

也不对。如“此次扩建涉及的投资超过 3.28 亿人民币”，其中，“3.28

亿人民币”同样不通，应是“3.28 亿元人民币”。

（三）“万”不能省略却省略。错误用法如：

1.将提供经济适用住房 1.2～1.3 万套。

2.投资 2～5 万元。



上述两例中“1.2”、“2”之后均应加“万”，应该是“1.2 万套～1.3

万套”、“2 万元～5 万元”。前面的单位“万”是不能省的，省了易

发生歧义。

此外，还有些计量单位使用错误。例如：

1.每度 4 元～6 元太阳能发电没人用得起。电的单位应该用“千瓦时”，

不应该用“度”。

2.该村产干椒 10 万余斤。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不应该用非法定

单位“斤”，应该用“千克”（公斤），故应是“5 万余公斤”。

3.一块 2 两的松仁馅月饼。“2 两”应该用“100 克”。

4.占地 5 万多平米，总建筑面积 10 万多平米。“平方米”不能用成“平”

“平方”“平米”，“平方米”3 个字一个不能少。

5.本人近期 2 寸证件照片。“2 寸”应为“2 英寸”。

总之，计量单位使用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不使用非法定计量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