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7日肥城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鹿京立 80

2 侯昱栋 75

3 尹凯毅 70

4 赵宗庆 65

5 赵祝捷 60

6 赵浩宇 55

7 张家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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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记者
白雪 ) 本报联合天平湖壹号举
办的报童营销秀活动进入第 1 0

天，双胞胎兄弟许楚恒和许楚毅
一起卖报，一起竞争。他俩长得
很像，分头卖报经常会问到同一
个人，不少人纳闷“你不是来过？
我买过一份了。”两个孩子每次
都会礼貌地解释一遍，再去找其
他顾客。

1 6日早7点，在青年路，一位
家长带两位男孩卖报，“快，去找
那个要开车门的叔叔问问，你不
问怎么知道不可以？”双胞胎的
父亲许杰正在鼓励孩子。

“你刚才不是问过我一遍？
我买过一份，你看。”一位路人摇
了一下手里的报纸，许楚恒开玩
笑说，“您刚刚买了我弟弟的报

纸，我是哥哥。”
许楚恒说，他跟弟弟长得很

像，每天都有很多人认错他们。
“我和弟弟现在每天早晨都比赛
谁起得早，谁卖得快，谁表现得
优秀，现在两人都进步很大。平
时我们进了报纸都放在爸爸的
筐子里，从不计较谁帮谁卖了几
份，一般看到弟弟手里没报了，
我就赶紧从手里递过去几份。”

弟弟许楚毅说，他也会帮哥
哥找找零钱，“我们每天都相互
帮助，在家也是一样。“早晨有时
我 起 得 早 一 些 ，都 是 我 叫 他 起
床，等到卖完报才一起吃早饭。”

双胞胎的爸爸许杰说，他们
很努力，每天都加倍努力赶在他
上班前完成任务，现在已有不少
老主顾。

谁起得早、谁卖得快?都要比试比试

这对双胞胎一路同行赛本领

7月17日泰城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李益娴 300

2 周玉凡 200

2 毕福临 200

2 朱丛文 200

5 张家硕 100

5 杨志琨 100

5 侯彦楠 100

5 陈苏扬 100

9 刘国慧 90

7月17日新泰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陈俊瑶 400

2 尹玉玺 260

2 王可瑞 260

4 高正一 250

5 王西域 200

6 李想 100

7 王子怡 60

7 肖雅轩 60

双双胞胞胎胎一一起起卖卖报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白白雪雪 摄摄

营销秀龙虎榜

有不少参加第一期活动的
报童准备参加第二期，为让孩
子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本报报
童营销秀第二期活动改为8月5
日开始。

报童营销秀活动今年共有
两期各20天,每期营销周期18天,
另外两个星期日组织活动，孩子
们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参与。

第一期活动时间在7月8日

到7月27日；第二期报名截止时
间是8月3日,活动时间8月5日
到8月24日。

活动结束时将根据报童销
售数量及其表现评奖。

◎
小
贴
士

报童故事

卖报后，我每天怀揣着兴
奋而又急切的心情早早起床。

想好一套推销用词后，拿
着报纸走到大街上。早晨路上
行人少，远远看见两个保安叔
叔在保安室内聊天，我走上前
说：“叔叔，买份报纸吧！”叔叔
说：“有规定，上班的时间不允
许看报纸。”吃了“闭门羹”，但
仍有信心继续往前走，再一次

把目标投向一位开三轮车的
爷爷。爷爷说：“好，小姑娘我
要一份！”我的心里非常高兴。

我看见一位叔叔在车旁
看广告纸，急忙跑过去，问他
需要今天的报纸吗？叔叔没看
我，拉开车门上车了。

看到这位叔叔，我想起老
师那句话：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的，如果人生当时一帆风顺，

也许前面有一个大的坎坷在
等着你。

数了数手中的报纸还有
两份，继续往前走。来到水果
摊旁，叔叔买了一份报还说明
天再送一份，他成了我的第一
个“老主顾”。

通过卖报，我深深体会到
父母挣钱来之不易，让我懂得
珍惜。 (报童 鹿京立)

不怕吃闭门羹

1 0日，早早领到 3 0份报
纸。4岁的儿子吴柏杨中途闹
情绪了，因为别人给了他十
元，我们找回九元五角时，他
突然发现别人一张钱换他很
多钱觉得自己亏了。不高兴
的他蹲在路上看了半个小时
蚂蚁，而后又兴高采烈地去
卖报。孩子，你的快乐就这样
感染了我。

11日，今天卖得好快。一
群很有爱心的小学生每人一
份，最后都不够了。谢谢这帮
孩子，让宝贝在这个闷热的早
晨，收获一份满足的快乐。

12日，今天的30份报纸本
以为会因为下雨卖得慢，没想
到反而更快。看着孩子小小的
身影奔跑在雨中，心里一万个
舍不得，但是通过这几天的锻
炼，我已经看到孩子不一样的
一面，那是成长，是进步，是由
衷的快乐。收获的，还有4只可
爱的小蜗牛，儿子是那么喜欢
它们。

13日，卖完报纸发现相机
丢了。我的相机里那么多照
片，那么多珍贵的东西，我想
起来就不淡定。儿子问：“妈
妈，是不是我多卖报纸，你就

能再买个相机了。”
1 6日，再次圆满完成任

务，快乐的小报童，希望这份
独特而受益的成长礼物让你
更自信、大胆。不管什么都是
多付出一份努力，就多收获一
份成果。

(报童吴柏杨妈妈)

儿子的快乐感染了我

我叫王卓贤，今年五岁，
在新泰新汶街道中心幼儿园
上中班。大人都说我平时可
爱、懂事、听话，只是有些胆
小。

我卖报第九天了，现在
已经不再需要妈妈全程陪
同，而是自己勇敢挑战。卖报
时不再害羞脸红，敢大胆开
口，被拒绝时也不会那么失
落沮丧，而是笑着说“打扰
了”。比较实用的是还学会怎
么找零钱，卖报的数量也从30

份到40份，每天都有“老主顾”
等着买我报纸，想起这些改
变，我很骄傲。

我没放假所以一直都是
午休时出去卖报，卖不完的，
下午放学再卖。昨天晚上肚
子疼，中午又要下雨，妈妈本
以为我不愿去卖报了，可我
看到报纸，还是坚定地说要
去卖，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
有毅力。

卖出12份，还剩28份，我
有些打退堂鼓。下午放学看
着剩下的报纸，妈妈说：“都
卖了，能买个你喜欢的愤怒
的小鸟”。我一下兴奋了，跳
着说：“真的吗？我一定能都
卖完！”

凭着买愤怒小鸟玩具的
动力，我半个小时卖完28份报
纸，买到玩具，并说要继续卖
报为自己买个新书包！

感谢给我当小报童的机
会，让我体会到凭自己的劳
动获得快乐的滋味。

(报童 王卓贤)

我不害羞了

谢谢爸妈的鼓励
在参加小报童营销秀活

动前，我原本以为卖报是个挺
好玩的事。刚开始的几天也的
确是这样，感觉比较新鲜好
玩，卖报纸的时候也没觉得多
累多辛苦。

可是，连着卖了近10天，
每天早晨不到六点起床，就要
赶到火车站邮政局去领报纸，
还要按顺序一份份地塞好、叠
好，然后赶到各个地方去卖。
话说起来容易，可一件件做起
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叠报纸，说起来容易，可

看着60份报纸就头疼，每一份
报纸事先都是分成4份的，每
一份完整的报纸都将这4份按
顺序一份份地摆好、塞好，真
是太麻烦了。

要不是每天妈妈或者爸
爸帮我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办。报纸叠好后就要去卖了，
因为我每天订的是60份，前二
三十份卖起来感觉还挺快，一
般二三十分钟能卖完，可后面
那一二十份的时候，明显地感
觉速度慢多了，好几分钟才能
卖出一份。

每当我感到吃力，爸爸、
妈妈就给我加油，给我鼓劲，
使我又有精神继续卖报。真不
知道，要没有他们的鼓励，我
还能不能坚持下来。

我真想大声地对他们说
一声：“爸爸、妈妈，我爱你
们”！有了你们，我才能坚持下
来。通过这次卖报，我知道你
们挣钱养我多么的不容易。为
了你们，也为了我自己，我会
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的胜
利！

(报童 朱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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