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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
(2 名)

花瑞豪 南关中学
郝梦琦 健康街小学

银奖
(4 名)

李嘉豪 胜利东小学
陈子涛 潍城实验小学
李大全 潍城实验中学
张亦会 胜利东小学

铜奖
(20 名)

王立升 潍坊十中
刘聪聪 樱园小学
张吉璇 樱园小学
朱志强 潍坊八中
王冠宇 潍坊广文中学
张颜鹏 市实验小学
赵炳池 胜利东小学
张高毓 寿光世纪学校
潘金鑫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谭西子 奎文实验小学
李小双 坊子四中
李公繁 奎文德信学校
张文强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付洪祥 潍坊职业中专
王乃康 潍坊职业中专
宗文新 幸福街小学
任蜀东 高新双语学校
高林泽 山东职业护理学院
董莹芳 广文中学
孙德帅 潍坊八中

王家志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王志超 潍坊八中
李佳慧 青年路小学
丁一鸣 诸城实验小学
周林青 育才学校
许恩东 诸城实验中学
王 睿 诸城府前街小学
马铭建 中新双语学校
单国方 芙蓉街小学
彭云霜 潍州路小学
许相伟 潍城西苑小学
李嘉明 芙蓉街小学
杨馨越 圣荣小学
杨旭哲 幸福街小学
江照策 青年路小学
孙雨馨 诸城实验小学
闫文超 潍坊育才学校
陈旭晗 外国语学校
庄文杰 幸福街小学
赵洪光 东明小学
王玮强 锦程小学
于 淼 胜利东小学
李新龙 东明中学
赵瑞先 北门大街小学
刘泽林 胜利东小学
李康元 诸城实验小学
李震昊 民生街小学
于春雨 潍城北门大街小学
王新宇 李家小学
许相梅 东明中学
蔡昭瑾 北门大街小学

纪念奖
(30 名)

“我们是

冠军！”

为期 18 天的 2011 年齐鲁晚报

学大教育杯首届暑期营销秀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一张张被晒黑的笑脸、

一件件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成淡黄的

T 恤，都是这 18 天的最好见证。他

们勇敢地挑战自己，实现了人生的

第一次自内而外的——— 改变。

“我黑了，我变了。”孩子们黑黑

的脸颊是努力的见证，拼搏的见证，

改变的见证。每个孩子都在以自己

的努力发生着改变，

还想着陈子涛小小身躯抗一摞

报纸的身影，还记得刘泽霖磨破的

鞋子。但却没听一个人喊过累，叫过

苦。

英勇智慧的选手们冒酷暑，顶

风雨，早起晚睡，奔走在潍坊的大街

小巷，为了改变自己，为了学习营

销，不懈努力。他们成为鸢都夏日最

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改变不需要豪言壮语。“我卖报

不是为了拿奖”“爸爸妈妈请相信

我”“我要用这些钱孝敬爸爸妈

妈”……一句句简单的话语印证着

孩子成长的足迹。孩子用自己赚的

第一笔钱买一个甜筒送到父母面前，

说“我请你”的时候，相信每一个父母

心里最柔软地方被触动了，每一位家

长都在为自己的孩子努力付出，当付

出得到回报，一切都是值得的。

改变给孩子带来了快乐。“啦啦

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在卖

报过程中这是孩子们的主打歌曲。

唱着欢快的歌，卖着心爱的报纸，

农村孩子赵洪光就是这样一直在快

乐地坚持着，他说笑容是对患癌症

父亲最大的支持，他用自己的快乐

感染父亲，让父亲乐观地面对生

活。

改变让孩子们收获了感动。市

民的热心是孩子们坚持的动力。有

人给十元钱但是只拿一份报纸、有

人看孩子没吃早餐给孩子买早餐、

有人给孩子看报纸看自行车……点

点滴滴，孩子们都记在心里。因为

市民的支持，孩子们感到了社会的

温暖，许多孩子表示要把赚来的钱

捐给希望工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孩子们。

短短半月时间，也许不能改变

一个人的一生，但却可以影响一个

人的一生。

“我黑了，我变了！”
——— 写在本报暑期营销秀活动结束之后
本报见习记者 丛书莹

27 日，2011 年暑期营销秀
获得金奖的两名小选手花瑞豪

（左）、郝梦琦（右）自豪地把证

书拥到镜头前。他们举起大拇
指，为自己的成绩骄傲，为自己
的成功喝彩！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27 日晚，齐鲁晚报“潍坊学大

教育杯”暑期营销秀第一期颁奖典

礼在 V1 购物广场举行，当颁发金

奖时，领奖台上一个很低调的小女

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就是金奖

得主之一郝梦琦。这个小姑娘说，她

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坚持。

就读于健康街小学的 10 岁小

姑娘郝梦琦，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齐

鲁晚报营销秀。对于自己今年取得

的成绩，郝梦琦表现得很低调，她说

她通过这次营销秀学到了很多也改

变了很多，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

坚持。

拿到 2000 元的奖金，对于一个
10 岁的小姑娘来说并不算少，当记

者询问郝梦琦这笔钱计划怎么用

时，小梦琦开心地说，她准备先拿出

一部分来捐给山区的小朋友，然后

再请她的后援团吃顿大餐。

“参加营销秀活动，爸爸妈妈都

很支持我，妈妈每天早上都要帮我

整理报纸，中午要给我做好饭等我

回家，前几天爸爸为了帮我搬报纸，

还扭伤了腰。”小梦琦对记者说。“今

天晚上的晚会爸爸很想来的，结果

因为腰还没好，所以没法来。”

当晚，郝梦琦的妈妈陪着女儿

来到了颁奖晚会的现场，“看着孩

子这么努力，我们作为后援团，一

定要全方位支持，第一次看郝梦琦

这么有劲头干一件事，我们都很开
心看到孩子这么有毅力，能坚持下

来。”

为了取得好成绩，郝梦琦几乎

每天晚上都要忙到 9 点，“孩子总
是告诉我要先把报纸卖完，这是最
重要的。卖不完报纸不能干别的事

儿。”郝梦琦的妈妈告诉记者。

除了妈妈，郝梦琦的老师也作
为后援团的一员也来到了颁奖晚会

现场，“孩子能坚持下来，就是最
棒的，我觉得卖报纸对孩子的一生

都会起到很好的影响，金奖是对孩

子付出最好的证明。”

本报见习记者 付志锦

金奖得主郝梦琦：

“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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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尊一医院采用中

医中药“绿色平衡三联疗

法”治疗各种顽固性鼻炎、

咽炎。1,病灶部位直接给

药，活血化瘀，通关开窍；2,

外用纯中药喷剂，修复病变

黏膜，提高鼻、咽腔免疫功

能；3,口服纯中药系列制

剂，补益肺气，消肿排脓，该

疗法见效快，治根治本，不

产生依赖性。从而解决鼻

炎、咽炎久治不愈的难题。

中医中药治疗

解 决 反 复 发 作
久 治 不 愈 的 痛 苦

专治：过敏性鼻炎、

慢性鼻炎、鼻窦炎、鼻甲
肥大，慢性咽炎引起的咽
干、咽痒、咽痛、异物感
等。

提示：无论病史长
短，当天见效，不用激
光、手术、等离子和一切
带有创伤性治疗。

免检查费、治疗费半价。

医保定点单位

节假日不休息

0536-2958633
地址：北海路与玉清东街交

叉口向东 100 米(火车站乘

20、23路到歌尔声学站下车

往西 150米潍坊尊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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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中药研制成功
此类病是由 HPV

病毒引起，极易复发，治
疗不及时可发生癌变。

一些医院大多采用输
液、打针、抗病毒、激光、

冷冻等西医方法治疗。

长期用药副作用大、花
费多，一旦停药极易复
发，我院是正规市级中
医院，被评为健康中国
诚信医院，特聘多名山
东省名老中医，担任顾

问，深挖祖国医学经典
秘方，突出专科专病专
治为特色，经反复实践
研制出一系列特效中
药。应用此方案进行治
疗，无论病程长短、轻重
均可一至二疗程治愈，

杜绝复发。花费少、无任

何毒副作用，给众多久
治不愈的患者带来了新
的希望。随治随走、可签
协议。

地址：济南济微路
七贤庄。长途汽车总站、

火车站乘 K302 路、21

路，市内乘 86、22 路到
七贤庄站下车前行 80

米路西即是。

电话：0531-87185155
(注：正规医院不接站、

车站防医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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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惠民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