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姓名 学校 份数

1 杨浩泽 张店凯瑞小学 390

2 王梦杰 张店凯瑞小学 290

3 徐圣杰 傅家镇大徐小学 280

4 张皓程 临淄实验小学 270

5 陈俊钊 高青实验小学 270

6 王苑莉 周村实验小学 230

7 王梓萌 周村中心小学 190

8 王雨梦 临淄雪宫小学 168

9 赵玮琳 张店第七中学 150

10 李庆淼 张店和平小学 140

11 王嘉炜 临淄雪宫小学 140

12 于正泽 桓台第二小学 140

13 陈楚明昊 淄川洪山镇松龄小学 135

14 姜恒轩 张店西六路小学 130

15 孟庆云 张店科苑小学 130

16 王岩 张店兴学街小学 130

17 徐昊坤 张店柳泉艺术小学 120

18 王铭哲 淄川般阳路小学 115

19 孔维烨 临淄稷下小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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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小报童在卖报中学会挑战自我

突破“第一次”，收获会更多
本报记者 罗静 崔洋洋 见习记者 罗旭军 盛鑫甜

第一次主动向陌生人开口，第一次因为被拒绝而落
泪，第一次拿到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在我们的小报
童暑期营销秀活动中，这些可爱的孩子，经历了一个又一
个的人生“第一次”，有苦也有乐，但他们也在这一个个的

“第一次”中逐渐成长、进步。

在第一天卖报纸时还需要
妹妹帮自己“开道”的小报童陈
俊浩，今天已经能敢独立在人
群密集处卖报纸了。

小俊浩是个害羞、内向的
孩子，在跟记者谈话时，都会害
羞脸红，“第一天在汽车站我看
到人多就想跑，什么话也说不
出来。我就叫着我妹妹，她在前
面卖，我就在后面看着。”谈起
自己前两天卖报纸的情况，小

俊浩很不好意思地说。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今

天独自去车站卖报纸了。”小俊
浩很自豪地说。说起自己的转
变，小俊浩说因为自己有群好

“哥们”，不时教自己怎么卖报。
“我们7个小报童组成了‘疯报’
小虎队——— 我们要疯狂地卖报
纸！我的好哥们天天帮助我，还
教给我一些诀窍。我就越卖越
多，也不羞涩了。”

>>男孩第一次独自卖报

>>羞涩女孩首开“金口”

今年14岁的邵思敏遇到生
人就会怯生生地不敢大声说
话，所以报纸卖得相对较慢。

“我孩子有些腼腆，看到生
人都不敢大声说话，所以看到
报社征集小报童时，我就给她
报上了名，想让她突破一下自
己。”邵思敏的妈妈对记者说。

当记者跟随邵思敏卖报
时，她几乎不会主动跟过往的
行人推销自己的报纸，而当被

人问起时，她也不敢高声回答，
而且当卖报遭到拒绝时，她会
不自然地低下头。

后来在朋友的鼓励支持
下，邵思敏终于开始尝试着“开
金口”，慢慢的胆子大了起来，
在跑遍了几条街巷后，终于将
自己的报纸全部推销出去，虽
然比朋友们卖完报纸要晚一个
多小时，但面对自己的成功，邵
思敏仍然很开心。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罗
静 见习记者 罗旭君) 在小
报童卖报纸的过程中，不少市
民看到后觉得很能锻炼孩子，
也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暑
期营销秀中来。

17日上午，高青县实验小学
的李涵硕在询问沿街铺面店主
是否买报纸时，市民王女士当
即一口气买了下李涵硕剩余的3

份报纸。“这些孩子跟我儿子一
样大，看到他们就想到我儿子。
他们在外面卖报纸也不容易，
能帮点算一点。”

此外，王女士还表示要让
自己的儿子也参与到小报童暑
期营销秀中。“这个活动不错，
挺锻炼孩子的。我家孩子也很
害羞，我希望他能从这个活动
中变得开朗外向一点。”

受小报童感染

不少市民要给孩子报名

>>售报遇挫折，哭完接着卖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罗静
见习记者 罗旭君) “孩子，你

钱掉了。”17日，高青县的小报童李
志轩在卖给经营五金电器产品店
主报纸后，店主追着给李志轩掉落
的报纸钱。

原来小志轩在给店主找零钱
的时候，把钱给掏掉了。店主一看，
赶紧追了出来把钱还给他。

小志轩赶紧又掏出口袋里的
钱数了起来。“一元、两元……”正在
数着的时候，店主又拿着五毛钱跑
了出来。原来小志轩竟然一下掉了
两张钱。小志轩的妈妈笑着说，孩子
对于钱还没有概念，卖了报纸后，随
手就把钱一团，放在了口袋里。

经历了这次掉钱风波后，小志
轩把卖报纸的钱一一整理好。“我
得把钱收好了，以后就不乱放了。”

卖报同时学自理

从此不做马大哈

本报7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王欣 ) 对小报童刘衍泽来

说，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
因为今天是他第一次把手中的
报纸全部卖完，也是第一次在没
有家长的陪同下独立卖报。

“现在才8点10分，我的20份
报纸就已经全都卖完了，真的很
高兴。前两天都是剩下5份报纸
卖不出去，今天我都卖完了。”刘
衍泽兴奋地对记者说。

刘衍泽把卖报的地点选择
在位于张店西五路的一处小巷
内，刘衍泽说，这个小巷子里有
很多摆小摊卖东西的人，也有很
多人从这里路过，肯定会有想买
报纸的人。“今天奶奶也没来，心
里都没底儿，还以为今天的20份
卖不出去呢，没想到一会就这么
顺利地卖完了，我对自己有信心
了。”

买刘衍泽报纸的摊主刘先
生对记者说，这三天每天都能看
见刘衍泽来卖报纸，从刚开始还
害羞地不敢说话，到现在能主动
跟别人交流了，看到孩子的变
化，他也很高兴。“这个活动挺好
的，能给这些平时内向、不爱说
话的孩子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
让他们在体验生活中学到知识，
我们看着也很开心。”

看到孩子的成长

买报读者也很开心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盛鑫甜) 在淄川小报童队伍里，
有这样一个小男孩，在参加小报
童活动前，就当过一次小报童，家
长为了锻炼他与人交往的能力，
自己给他批发了一些报纸让他来
卖，但是效果却不是很成功。

原来，淄川区洪山镇松龄小
学五年级的陈楚明昊是一个性格
比较内向的孩子，为了改变孩子
的性格，陈楚明昊的家长和其他
几个孩子情况比较类似的家长一
起，在今年五一的时候自发给孩
子们组织了一次卖报活动，以期
望孩子得到一些锻炼。

据陈楚明昊的妈妈说：“我们
几个家长先去邮局批发了些报
纸，每个孩子二三十份，然后到车
站去卖报。”但陈楚明昊的妈妈告
诉记者，那次陈楚明昊卖的并不
成功，由于害羞，在车站嘈杂的坏
境下，很多人都听不清他在讲什
么，更谈不上销量了；一上午下
来，孩子累的满头大汗，嘴唇发
白，情绪也很沮丧。

在得知我们要举办小报童暑
期营销秀活动后，陈楚明昊主动
要求妈妈给他报名，想要再体验
一把当报童的苦与乐。参加活动
后，陈楚明昊找到了很多“知己”，

在大家的相互帮助和家长的鼓励
下，这次卖报，陈楚明昊的表现有
了巨大的进步。卖报的第二天，陈
楚明昊只用半个小时就将手里的30

份报纸全都卖完了。今天，陈楚明
昊一下子订了60份报纸，却没想到
遭遇了“滑铁卢”，他还一度怕报纸
卖不出去而急哭了，但陈楚明昊最
终也没有放弃，学会了坚持，在转
了三个地方之后终于把所有的报
纸都卖了出去。

陈楚明昊的妈妈对儿子的表
现非常满意，她说没想到儿子这
次的表现能这么好，孩子不仅变
得外向，而且学会了勇敢坚持。

“通过这次卖报，我发现孩子
真的变了，首先是不害怕跟陌生
人说话了，之前要他去和别人说
个话、打听个事，孩子总觉得说不
出口，但卖报之后，他变得主动
了很多；再就是懂礼貌了，经过
这几天的锻炼，现在他嘴巴可甜
了；还有就是，儿子通过卖报之
后，知道赚钱不容易了，有时候
回家还会跟我说‘妈妈，你每天
工作真是太累了。最重要的是，
通过今天孩子的表现，我真的很
感动，孩子长大了，学会了勇敢和
坚持，我真的很开心。”陈楚明昊
的妈妈高兴地说。

为改善孩子性格，淄川一家长曾自发组织孩子卖报，但效果欠佳

当起小报童，卖报就是快

▲小报童邵思敏向市民推销报纸。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李志轩将钱交给妈妈保管。 本报记者 罗静 摄

15—17日小报童英雄榜

16日，卖报比较成功的陈楚
明昊，却遭遇了挫折，他还一度
怕报纸卖不出去而急哭了。

陈楚明昊当天继续选择人多
的服装市场作为销售点，可他从
一楼到三楼来回跑了两趟才卖出
15份报纸。辗转三个地方卖报，陈
楚明昊更是体会到被人多次拒绝
的滋味。快到11点，手里还剩下十
几份报纸怎么也卖不出去，陈楚
明昊忍不住哭了起来。

当妈妈问他要不要放弃时，
他边抹眼泪边摇头：“不行，我说
好了要卖出去就一定要卖完，不
能半途而废。”经过一会儿的休

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又卖出
十几份，还剩最后一份报纸。

“齐鲁晚报，最后一份了，阿
姨你要吗？”“叔叔，你要吗？”小
明昊在商场里连走两大圈，可还
没人买。“要不，你卖给我吧，行
吗？”身后的妈妈心疼地说。“不
行，我得把最后一份卖出去。”

最终，陈楚明昊的认真和执
着感动了旁边的一位商户，买下
了他手中的最后一份报纸。

尽管今天被拒绝了很多次，
也吃了很多苦头，可这丝毫没有
影响陈楚明昊卖报的信心。“明
天我还要继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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