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报童自发开会交流卖报经验，晒自己的“生意经”

学会分享合作才能卖得更好
本报记者 崔洋洋 罗静 谭文佳

姐姐卖报，三岁弟弟帮忙收钱
可爱小姐弟获市民支持，不少人主动买报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超)

姐姐在前面卖报纸，弟弟在后面
用帽子收钱，17日的卖报队伍中，
刘雪和刘洋姐弟俩吸引了市民的
注意。

刘雪今年9岁，在三天的卖报
中，表现优异，报纸早早就能卖完。
17日早上，刘雪带着弟弟一起出去
卖报纸，姐姐负责卖报，弟弟负责
收钱，虽然弟弟年龄还小，但是一
家人也想让弟弟跟着姐姐锻炼一
下，等明年也一起参加小报童。

“弟弟，别忘了收钱，收完钱别
忘了说‘谢谢’。”姐姐刘雪不断提

醒弟弟刘洋。弟弟刘洋虽然只有三
岁多，但是足够机灵，看到姐姐在
前面卖了报纸，接着上去收钱，钱
放在手里拿不过来，刘洋干脆摘下
帽子，把钱放到帽子里，而且还把
帽子放到胸前，生怕钱被人抢走。
每次收完钱，还不忘姐姐的叮嘱，
对买报纸的叔叔阿姨说声“谢谢”。

活泼可爱的小姐弟获得了市
民的称赞，“孩子这么小就出来锻
炼，真不错，我买两份表示支持，你
们要继续加油啊。”淄川服装城一
摊主买完小姐弟俩的报纸后，还不
忘鼓励一下两个人。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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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是齐鲁晚报“SM淄

博淄川城市广场杯”小报童

暑期营销秀活动的第三天，

许多小报童都已经总结出了

许多卖报经验，很多人都有

了自己的一本生意经：或是

选址菜市场、或是沿街高声

叫 卖 、或 是 用 微 笑 当 法

宝……为了卖出更多的报

纸，小报童们还开起了交流

会，分享各自的卖报经验。

除了卖萌还要会选址

“其实，我不光会卖萌，还会选
址。”17日，在临淄利群购物广场门
口，11岁的小报童王雨梦在向“小同
行”们讲述自己的卖报经验。

有了前三天的卖报经历，临淄
区的小报童们都总结出了自己的
卖报诀窍，孙维烨像个小大人似地
笑着告诉记者：“卖报首先要有个
好的心态，你笑着向别人推销报
纸，大多数人就会很开心地买你
的，开心可以传染，卖出一份报纸，
其实就是卖出一份快乐。”邵思敏
说，为抢得卖报的“先机”，她没吃
早饭就匆匆出门了，选择了东泰广

场作为卖报地点，因为在超市门口
卖报纸有个好处，可以把那些拿不
动的报纸寄存在超市的寄存柜里，
这样既方便又轻松。“挑那些看上
去好说话的叔叔阿姨卖能好点。”
小报童李佩然说道。

卖报要大方不害羞

“我觉得应该大胆一点，不能
脸红，卖报就得脸皮厚一点。”“应
该适当卖萌害羞一点，大人才喜
欢。”17日，高青县的7个小报童聚集
在一起分享卖报经验。

上午卖完报纸后，高青县的7

个小报童连午饭都没吃就坐在一
起讨论起明天如何卖出更多的报

纸了。当问及为何要开这个会时，
小报童陈俊浩说：“要学会分享，学
会合作，那样明天报纸才能卖得更
多。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卖报纸一定要大方一点，不
能害羞。”1 2岁的陈俊浩说道。小
俊浩刚说完就得到了哥哥陈俊钊
的积极响应。“嗯，对！我之前问一
位阿姨买不买报纸的时候，就很
小声，阿姨正好走路没听见。我大
声再说了一遍后，阿姨就买我报
纸了。”陈俊浩话音刚落。陈俊泽
就迫不及待地举手要求发言。“我
认为对客人一定要委婉，说话的
时候不能着急，要慢慢说。一开始
我卖报纸心里很慌，说话就很快，
顾客听不清楚，就不愿意买我的

报纸。现在我说话慢了，报纸也好
卖 了 。你 们 一 定 得 吸 取 我 的 教
训。”陈俊泽一副小大人的模样教
育其他的小伙伴，欢声笑语溢满了
整个房间。

分享就是共赢

一连三天都全程陪同卖报纸
的陈俊钊的母亲说：“三天来，这几
个孩子真的成长了很多。前两天都
还在各自摸索着怎么能卖出报纸，
今天就知道交流、分享成功的经验
了。从这个活动中，他们学会了合
作与分享，他们也在分享中实现共
赢。而且看着他们这么开心，乐在
其中，我们做家长的都很欣慰。”

高青的7名小报童自
发组成“疯报”小虎队，分享
卖报经验，合作共赢。

本报记者 罗静 摄

小报童李庆淼卖报之前自己先认真看报纸

喊出新闻，报纸更受欢迎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孙慧瑶

见习记者 孙鲁) 为更快地将
报纸卖出去，11岁的小报童李庆淼
想出了新的营销手段，卖报前先自
己学习，将吸引人的重要新闻在叫
卖中读出来，来吸引读者前来购
买。

17日，记者在张店西六路附近
的体坛小区见到了小报童李庆淼，
一早上的卖报工作让他头上的汗
水已经将衣领打湿了一圈，小伙子

头顶大太阳，胳膊上搭着一叠厚厚
的报纸，边推销报纸边向周围的市
民介绍当日的重要新闻。“叔叔，买
份报纸吧，山东首例H7N9患者完全
恢复健康，我省部分水系可能发大
洪水。”小报童李庆淼煞有介事的
向市民解说到。

在路边一个商铺里，记者看到
小报童李庆淼通过介绍当日重点
新闻，顺利卖出了一份报纸。“我卖
报之前先仔细阅读了报纸，在卖报

的过程中告诉叔叔阿姨们当日的
重点新闻，引起他们对重点新闻的
好奇，我的报纸就更加好卖。”李庆
淼兴奋的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卖报
心得。

“一开始孩子卖的不是很顺
利，渐渐通过自己总结经验，报纸
销量逐渐增加，卖报的时间上也在
缩短。”李庆淼的妈妈非常欣慰地
告诉记者。

在随后的交谈中，记者得知李

庆淼的表弟也加入了小报童的行
列中，“是我把他拉进来的，我觉得
卖报活动很好，我也想让他和我一
样得到锻炼。”李庆淼对记者说到。
李庆淼的表弟今年9岁的刘金泽在
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就卖了十几份
报纸，并且高兴地告诉记者，卖报
的钱他要奖励自己，购买自己愿意
吃的旺仔仙贝，“用自己的钱买东
西我还是第一次呢。”满足而幸福
的表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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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销售大王”

想当营销冠军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王欣) 小报童徐圣杰
选择在张店宝沣路的一处物
流园内卖报纸。徐圣杰告诉
记者，今天拿了150份报纸，
半个小时已经卖出50份了，

“我在学校经常参加卖书活
动，每次我都是第一名。今年
是我第一次当小报童，我也
想当小报童第一名。”

徐圣杰说，前两天卖报
纸的时候认识了很多老顾
客，今天刚一来很多份报纸
就被买走了。“本来以为会
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卖的很
好，也有自信了。明天打算
卖掉200份，我觉得不是问
题。”徐圣杰告诉记者，既然
选择做一件事情，就要努力
做到最好，也把自己最好的
一面展现出来；另外，还要
有所突破，“今天能卖1 5 0

份，那明天肯定还能卖更
多，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200份。”

同班同学齐报名

暑假这样有意义

本报7月17日讯 (见习
记者 孙鲁 本报记者

孙慧瑶) 17号是小报童
孟悦冉和李颖卖报的第二
天，早晨她们手牵手来领报
纸，都穿着小报童的衣服，
而且还穿着一样的花边袜，
看上去像是两姐妹，记者一
问才知道，原来两个人是同
桌，“我们跟王羿衡和王鑫
淼都是同班同学。”孟悦冉
笑着告诉记者。

除了孟悦冉、李颖、王
羿衡和王鑫淼是同班同学
之外，小报童中的杨浩泽和
王梦杰也是同学，“我们一
起参加小报童，也好有个
伴，而且，这样的暑假过起
来才更有意义。”小报童王
梦杰说道。

坚强小报童

生病不放弃

本报7月17日讯 (见习
记者 王欣 ) 16日，下午
还因为发烧在医院打针，17

日，却早早地出现在小报童
的队伍里。在过去的两天
里，坚强的小报童张可心，
虽然生病却仍然坚持卖报。

张可心的爸爸对记者
说，张可心已经发烧好几天
了，前两天比较严重的时
候，烧到39℃，现在好多了，
但是还要继续打针。“不让
她来卖还不愿意。今早不到
六点就拉着我来陪她领报
纸了。”张爸爸说，看到女儿
即使生病也不轻言放弃的
精神，觉得很欣慰。

记者在张可心卖报的
过程中发现，当卖报遇到小
困难的时候，张可心总是会
很小声地对自己说：“没关
系，加油”，然后再跑到别处
问。张可心对记者说，这是
种自我激励的方式，遇到困
难的时候不能放弃，要继续
加油，报纸才能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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