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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营销秀龙虎榜

本周日小报童免费看3D电影
时间:14日上午8点45分 地址：圣大影城 影片：《赛尔号3》

本报泰安7月10日讯(记者
白雪) 10日，本报联合天平湖壹
号举办第一期报童营销秀活动
已开始三天，为让小报童度过愉
快的周末，7月14日（本周日）组
织小报童去圣大影城 (卜蜂莲花
超市北门 )免费看3D电影《赛尔
号3》，请小报童们在上午8点45分
准时到达，迟到的小报童不允许
再进场。

国产动画电影《赛尔号大电
影3战神联盟》3D版，将在7月12日
全国公映，进军暑期档，给假期中

的孩子及家长带来一场“合家
欢”。日前片方发布《赛尔号3》主
海报，除了大家熟悉的SPT小队
三位小明星赛小息、卡露露、阿铁
打外，神秘的“战神联盟”也惊喜
亮相，一场纳斯星球上的大冒险
即将展开，正邪之战一触即发。

1 4日上午 9点电影准时放
映，请小报童们在8点4 5分前到
达泰安市圣大影城，凭报童证看
电影。

圣大影城地址：(卜蜂莲花超
市北门)。报名咨询电话:6982110。

第二期活动开始报名

很多没来得及参加的孩子看
到其他报童上街卖报很“眼馋”，不
少家长咨询如何报名，不要着急，
想参加的可报名第二期，第二期活
动7月29日开始。

本报暑期报童营销秀每期活
动营销周期18天。

第一期报名活动时间在7月8

日到7月27日；第二期报名截止时
间是7月27日，活动时间在7月29日
到 8月 1 7日，报名时需携带户口
本。

报名地址

市区
报名电话:6982106；地址:泰安

市望岳东路中七里服务中心4楼，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编辑部。

报名电话：8977666、8978666；

地址：泰安天平湖东南侧(公交46
路、29路直达)，天平湖壹号售楼
处。

新泰
新泰文鼎印务，报名电话：

6321356，新泰市银河路南首路东
121号。

新泰市邮政局，报名电话 :
7223921，地址:府前街邮政局零售
营业厅。

晓雯音乐学校新泰分校，报名
电话:0538-2177772；地址：新泰市
平阳小区北区机关幼儿园南20米
对面。

肥城
肥城市邮政局，报名电话 :

3213263，地址:肥城市邮政局院内
零售公司。

晓雯音乐学校肥城分校，报名
电话:0538-6336555；肥城市阳光
舜花园东门北工商银行三楼。

1 0日，是卖报第三
天，雨后的泰城空气凉爽
宜人。爸爸今天更是积
极，我和妈妈仍做着美梦
时，就把报纸取回来。6点
20分插完报纸，才叫我起
床。我有些生气地质问爸
爸 ：“ 你 怎 么 不 早 点 叫
我？”爸爸笑嘻嘻地说：

“看你这两天卖报怪辛苦
的，想让你多睡会呗！”爸
爸的话让我感动。

昨天妈妈给我买了
一套合体玩具，那是我心
仪好久的。今天出门时我
带上一个玩具，有了它的
陪伴我卖报更起劲。吃早
餐的人很多，这块“肥肉”
我不会放过的，很快我就
卖出30多份。

后来我吃早餐时又遇
见卖报的胖哥哥，他特别
滑稽。他向一位已经买了
报纸的阿姨推销，“阿姨，
你要报纸吗？”“不要了，我
已经买了。”没想到哥哥先
是淡定地说“买了也没事，
你可以再买我一份。”接着
他又补充说：“开个玩笑！”
这句话差一点让我笑喷。

今天我特别幸运，有
好几位叔叔出手大方一
下子买2份。

今天的100份报纸，
上午10点半就卖完了，比
昨天提前一个小时。接下
来我还会继续坚持卖报，
争取乘胜追击当冠军，让
自己美美。

毕福临

7月10日泰安市区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朱丛文 200

2 杨志琨 110

3 许 鑫 100

3 王泽华 100

3 刘国慧 100

3 周玉凡 100

3 毕福临 100

3 武文哲 100

9 侯彦楠 80

10 李益娴 60

10 朱芙瑶 60

10 李佳怡 60

10 徐蓬辉 60

10 于欣悦 60

10 陈佳音 60

10 陈苏扬 60

17 闫肖岳 50

17 白浩然 50

17 李天骄 50

17 李庆坤 50

17 陈 骋 50

17 凌云霄 50

17 李文景 50

17 徐文琛 50

17 侯忠华 50

7月10日肥城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侯昱栋 100

2 赵浩宇 50

3 鹿京立 40

3 赵宗庆 40

3 肖云滨 40

6 李禾家彬 35

6 房鑫盛 35

8 颜艺林 30

8 高筱涵 30

8 刘一名 30

8 李小冰 30

8 曹瑞源 30

8 李绍硕 30

8 崔文泽 30

8 赵祝捷 30

8 韩丰泽 30

8 尹凯毅 30

8 张家驹 30

7月10日新泰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陈俊瑶 350

2 高正一 200

3 尹玉玺 100

3 李想 100

3 王西域 100

3 王可瑞 100

7 杨茹婷 70

8 胡心宇 60

8 杨琪斌 60

10 张世瑞 50

10 岳成一 50

10 肖雅轩 50

10 徐晓彤 50

14 李云廷 40

14 王雨恒 40

14 牛文治 40

14 王瑞娇 40

14 董昊霖 40

14 刘 畅 40

8日早上5点，我匆匆
忙忙从床上爬起来，抓紧
洗漱，好快快出门，因为
今天是第一天报童活动，
我特别兴奋。

洗漱完毕，整理好行
装，妈妈骑着自行车带着
我出门，来到火车站邮
局。这时，已经有好多小
伙伴在排队等待领报，队
伍像一条红色长龙。我赶
紧跑去排队，把报纸抱在
怀里，高高兴兴走出领报
点，在一块小空地上和妈
妈一起把报纸版面按顺
序穿插整理好，再仔细地
阅读报纸的内容，以便于
将最好的新闻传递给读
者，同时找到报纸卖点。

我怀揣5份报纸在早
上6点15分开始卖报体
验，我先来到邮局门口的
大街上，正好迎面遇到一
位老爷爷，我飞快地跑上
前去，询问是不是需要一
份齐鲁晚报，老爷爷说，

“不要”。顿时我的心凉了

大半截，但我没有灰心，
又继续往前走，接着再问
其他人。接连问了好几个
人，都很坚决拒绝我，我
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
兵。

这时妈妈看到走过
来对我说：“孩子，不要灰
心，要鼓足勇气，勇敢地
面对和接受别人的拒绝，
坚持不放弃，才能有收
获。”我又重拾信心，拿起
报纸又开始卖。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路上我边走边卖，
很快成功卖出很多份，我
一鼓作气不到两个小时，
就将30份报纸全部售出。

通过今天的卖报，我
体会到：与陌生人打交道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情，同时也是一门艺术。
这对我今后的健康成长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点就是：无论做什
么事情，都要坚持。

侯彦楠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
卖报的小行家……”唱着这
首歌，我怀揣着30份报纸与
满怀的勇气，在这美好的清
晨，开始开心的卖报之旅！

我已经第二次参加报童
营销秀活动，有了第一次的
经验，报纸卖得快多了。只一
会儿工夫，10份报纸就卖完
了，这个壮绩更为我增添一
份自信心。于是，我更加有劲
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剩余
的20份报纸终于顺利“推销”

出去。
耶！今天的“工作”结束

了，我不但收获不少卖报的
新方法，还增添了零用钱，可
谓一举两得。不仅是这样，随
着经验的收获，我还变得开
朗许多，性格更活泼。我相
信，在这过程中，我会越来越
喜欢卖报的！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卖
报的好处多又多！”这样的口
号伴着我前行。

闫肖岳

我是卖报小行家

妈妈鼓励我坚持

第一次挣到钱

我是泰安市御碑楼小学
的一名小学生，自从报名报
童营销秀活动后，我就天天
盼着去卖报。穿上红色报童
服那天，真的太高兴了。当天
晚上，我准备好零钱、钱包和
背包，想好卖报路线，就早早
睡了，整个晚上梦中都充满
卖报的幸福。

卖报当天，早晨五点我
和妈妈就出发了，我第一个
到达火车站领报点，第一个
交钱领报纸，第一个整理完
报纸。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
去卖报。妈妈远远地跟着，我
开始还有点羞涩。不过一会
儿，我就很熟练了。我采取流
动卖报的方法，边走边卖，效
果还不错，不一会儿就卖出
七八份。我从火车站到大润

发，到中心医院，到文化路，
再到御碑楼街道，一路转战
而来，不到一个半小时，三十
分报纸全部卖出。

清点下钱数，第一天是
免费赠送的，我竟然收获了
16 . 5元。这是我第一次用自
己的汗水得到的收入，心里
好高兴好骄傲啊！感谢那些
买我报纸的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哥哥姐姐们，有几个好
心人连零钱都不要就走了，
我知道是您们对我的爱护。

整整一天，我没有感到
丝毫的疲劳，心里充满快乐
与骄傲。我是最棒的，我能自
己做事了，我对后面的日子
充满期待，让卖报的日子更
长些吧！

陈骋

报童故事

本报记者 白雪 整理

胖哥哥真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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