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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今年报童营销秀成长体验设计更贴心———

五五姐姐妹妹组组团团报报名名要要夺夺““读读书书奖奖””
本报泰安6月26日讯(记者 白雪)

本报举办的第五届报童营销秀在
泰城、新泰、肥城在三地启动报名，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卖一份好报、读
一本好书、做一件好事”。赵嘉雯去
年参加活动，今年又带着四个伙伴
来参加，专门瞄上了“读书奖”。

泰山学院附中初一学生赵嘉雯带
着四名好朋友的信息来泰城报名点报
名，她说，去年参加报童，她和四名队
友都很团结，获得“团结友爱”奖。今年
设立的“读书奖”，是她们几个的强项，
必须得再来参加。

赵嘉雯说，她喜欢看小清新类
的图书，最喜欢看伍美珍的书，伍美
珍被称为“阳光姐姐”，专为小读者
排忧解难。她最喜欢看《拥抱幸福的
小熊》，她向小报童们推荐《外号像
颗怪味豆》、《我的同桌是班长》这两
本书。

“伍美珍很细腻，她走进了我世
界，她写得小说十分好玩好看，不止孩

子，大人读了也会很有感触的。这个暑
期我会拉着我四个好朋友一起卖报，
还会一起做些好事，争取能得一个读
书奖。”

周盛隆、于学则、李雅博、李东翰
是她的好朋友也是同学，每人都有喜
爱的书籍。李东翰喜欢看科普类的，是
她班的学霸，每次考试都在前三名，于
学则喜欢玄幻类小说……他们平时都
会互相交流，给对方推荐一些好书。

赵嘉雯在报童营销秀里变得更
自信，她说，“有同学问我卖报会不
会耽误上辅导班，我卖报那会六点
半取报七点半就能卖完5 0份，上课
完全来得及，他们都愿意来参加这
次活动，不止卖报还能看报多长知
识”。

想在暑期参与的泰城儿童，可在
本周日前，在临时设立的大润发超市
门口和中百大厦报名。

周六、周日各报名点有人值班，可
正常报名。

1、怎么报名?

家长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一寸照片一
张(用于制作报童胸卡)到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
四楼齐鲁晚报今日泰山编辑部报名。首期报名7

月4日结束。
2、怎么培训?

泰城、新泰在7月6日举行启动仪式,去听营
销讲座,聘请大学教授讲授营销知识、医院医生
讲防暑避暑知识、交警讲授交通安全知识、拓展
训练营老师讲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肥城7月5日
举行讲座。
3、怎么保证安全?

为每一个参与报童购买安全保险 ,建议去
安全的商业区和小区内卖报 ,参保需提供身份
证号码。
4、怎么保证公平?

每天的报纸不退,一经发现作弊行为,取消
报童资格。
5、怎么领报纸?

每位参加该活动的青年或学生可在活动第
一天免费获得30份齐鲁晚报,价值15元,作为启动
资金。第二天起开始自己订报,每份报纸进价0 . 4

元,卖0 .5元,差价是报童收入。
6、如何每天订报?

孩子们可在7点前去邮局领报,周一到周四,

参赛者取报时必须向邮局上报自己第二天所能
承受的销售数量 ,第一天不能按时报数的第二
天不能取报。周五取报时上报自己周六、周一两
天每天所能承受的销售数量。前一天报数,第二
天早晨交钱取报。报纸售出 ,不退报。家长可把
押金放在邮局,等活动结束后,按照进报量退款。
7、还有什么活动?

卖报期间除正常报道外,还会组织读书会、
拓展训练等活动。
8、如何联系其他小报童?

现在开通QQ群方便小报童交流。小报童们
加入时请注明自己的名字、学校和身份证号,否
则不予加入。家长和孩子可以通过QQ联系我
们。
9、想连续参加两期活动怎么办?

参加第一期活动的报童如想继续参加第二
期活动,请给所在地区报名点打电话。
10、如何投稿参与评奖?

每名参赛的孩子和家长都可以就卖报经历
或做好事的过程向报社投稿 ,稿件一经使用将
作为评选“好少年”奖项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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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4日,活动时间7

月7日到7月26日；第二期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25

日，活动时间7月28日到8月16日。
每位参加该活动的青年或学生可在活动第

一天免费获得30份齐鲁晚报,价值15元，作为启
动资金。第二天起开始自己订报，每份报纸进价
0 . 4元，卖0 . 5元,差价是报童收入。

本次活动设期冠军奖、周冠军奖、“爱读书”
奖、“好少年”奖 ,每个奖项均有现金奖励。每期
活动后,可获社会实践证书。

格报童须知

格你问我答

泰城 :今日泰山编辑部(中
七里社区服务中心四楼)；咨询
电话6982106、18653881019；
QQ群2 7 5 5 4 3 1 7 8；投稿邮箱
330447994@qq.com。

新泰 :今日泰山新泰工作
站(新泰市府前大街1号市委大
楼10楼)；新泰市邮政局报刊零
售点 (联通公司对面 )；咨询电
话 1 8 6 5 3 8 8 1 0 3 6 ；Q Q 群
286164930。

肥城 :今日泰山肥城工作
站 (肥城汽车站东银泰隆写字
楼六楼 )；咨询电话3280110；
1 8 6 5 3 8 8 1 0 7 8 ；Q Q 群
2 9 8 1 3 4 2 0 3 。投 稿 邮 箱
805004309@qq.com。

报名地址

本报泰安6月26日讯(见习记者
刘真) 26日，第五届报童营销活动
报名第二天，济宁梁山县的庞女士
给自己9岁大的女儿报上名。

庞女士介绍，来泰安是为了陪读
今年参加高考的大儿子，又赶上报童
营销活动，想让小女儿参加活动锻炼
一下。“我女儿非常喜欢读书。”庞女
士说。

庞女士的女儿今年上三年级，
喜欢看一些儿童读物，今年刚读完
四大名著。“和爱读书的小朋友在一
起，可以交流下读后感，还能互相推

荐好书。”庞女士说。
除了培养女儿的读书兴趣，庞女

士还希望通过活动，增加女儿的自信
心以及培养与人交流的能力，让女儿
产生“我能行”的自信心。“平时女儿
碰到陌生人有些胆怯，让女儿问路，
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庞女士说。

本次报童营销活动还增加了做
好事任务，正巧庞女士的女儿在家
里非常勤快，时常帮助自己的爸爸
妈妈做家务，庞女士希望将女儿的
实际行动记录下来，给女儿留下一
段美好的记忆。

姜毅飞的妈妈填写报名表。
本报记者 李亚宁 摄

9岁女孩读完四大名著

想体验卖报练练胆

儿子外甥女都报名

姐弟俩一块挑战

本报泰安6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尹成明) 26日，陈女士来到
大润发报名点，给儿子和新泰的
外甥女一块儿报了名，让姐弟俩
组团儿卖报。

“我有读报纸的习惯，儿子
从小就喜欢让我给他讲故事，
我就把报纸上有趣的事儿讲给
他听。”陈女士说，儿子赵子豪
今年 6岁，在实验幼儿园上学，
平时喜欢看故事书，喜欢练练
武术。“小孩性格挺外向，喜欢
跟别人打交道，我跟他说了这
个活动后，他觉得可以通过自
己的努力得到收入，还能与同
龄小朋友一起培训很有意思，
我就过来给他报上。”

陈女士说，考虑到儿子年
龄较小，自己平时上班没时间
陪同，宋女士有点不放心。“外
甥女比我儿子大3岁，今年已经
上三年级，正好她放假后要到
我们家来住一段时间。一块儿
报上名，让他们姐弟俩做个伴
儿，一起锻炼一下。”

陈女士说，除了卖报以外，读
书会能让儿子和外甥女与其他小
朋友交流，做好事这个主题能让
他们学着去做有意义的事。

随着夏季到来，生活用电负荷不断增
大，使用劣质电线可能导致火灾频发。消费
者在购买电线时要擦亮眼睛，从外观、铜芯
等5个方面辨别。

外表是否光滑。看绝缘皮是否有破损、
厚度是否均匀，线芯包裹得是否紧密。正规
厂家生产的电线外表光滑圆整，色泽明亮，
绝缘体外径均匀，无颗粒、无黑焦物、无疙
瘩或竹节变形。

铜芯是否优良。截取一段绝缘层，看电
线铜芯的横断面，优等品紫铜颜色光亮、色
泽柔和，铜芯黄中偏红，表明所用的铜材质
量较好，而黄中发白则是低质铜材的反映。
还要看其线芯是否位于绝缘层的正中，不居
中的是由于工艺不高而造成的偏芯现象，在
使用时如果功率小还能相安无事，一旦用电
量大，较薄一面很可能会被电流击穿。

柔韧性是否良好。取一根电线头用手
反复弯曲，质量上乘的电线手感柔软耐弯
折，弯折数十次以上也不会轻易折断，这样
的电线抗疲劳强度好，使用寿命长；差的电
线弯折几次就容易会断裂。另外，弯曲多次
绝缘体上无明显裂痕的电线也是优等品。

尺寸是否达标。注意检查电线的导体尺
寸和绝缘厚度是否符合行业标准，看电线的
长度是否符合每卷100米(计量误差不能大于
0 .5%)，假冒伪劣产品往往长度不足。

标识是否齐全。正规企业生产的电线
产品包装规范，一般都会在电线包装上标
有产品合格证、电线长度、厂名地址、售后
服务电话以及质量承诺卡等。目前市场上
出现很多假冒知名品牌电线产品，仿真度
比较高，消费者可以从产品合格证背面的
标签来辨别真伪。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保障安全、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是泰安质监部门的工作宗旨和
目标。市民遇到质量、计量、特种设备、标准化
等相关问题，可拨打质监热线12365反映，质
监部门将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张伟 王鹤)

注意5个细节辨别优劣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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