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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330000余余名名小小报报童童3300天天售售报报2266万万份份
429人次获评各类奖项，下周陆续发放奖金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刘
洁) 截至8月19日，为期30天的
营销秀活动华丽收官。据统计，
第一期和第二期报名参与营销
秀的小报童300多人，30天时间
内，他们共售报26万余份，比去
年营销秀售报总数多2万份，共
有429人次获评本届营销秀各类
奖项。

30天的时间里，小报童们在
烈日下挥洒汗水，坚持卖报，成
就了威海城区今年夏天最美的
一道风景线。小报童们每天早上
五六点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

一个个比活动前都晒黑了不少，
但是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考验。首
期营销秀，在大世界站点卖报的
小报童刘霖，还是个因卖报被拒
绝就哭鼻子的卖报新手。在第一
期营销秀售报过程中，他从羞于
开口到主动与路人搭话，从需要
家人陪护到独立售报。再后来，
他还带出了一个卖报小“实习
生”，主动教授小伙伴儿经验。两
期营销秀下来，内向的他已然换
了一个人，变得热情大方，据不
少家长反映，像刘霖这样变化的
孩子并不是个例，他们的孩子都

有所成长。
卖报过程中，小报童们收获

了成长，也创造了斐然的成绩。
参加首期活动中小报童售报
134597份，第二期小报童们再接
再厉，继续创造佳绩，300多名小
报童售报达130334份，两期共售
报264931份。为了向自己心中的
目标冲击，营销秀后期，小报童
们增加了订报量，加大卖报力
度，辛苦程度也随之增加。如今，
到了小报童收获的季节，奋斗了
一个月的小报童们向自己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为两期营

销秀划上圆满的句号，共有429
人次获评各类奖项。

按照奖励政策，段佳林、王
沐恩等10名两期售报总数位列
前十名的小报童获赠免费大连
两日游。两期金银铜奖获奖者共
计60人次，此外还有89人次获得
了全勤奖，270人次获赠了本次
营销秀小礼品纪念奖，本届营销
秀共有429人次获评各类奖项。
金奖、银奖的奖金发放，将由本
报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下周陆续
发放，请各获奖报童、家长保持
联系。

领领奖奖
19日，第二期暑期营销秀最

后一天，在汽车站售报站点，小报
童在领取小礼品纪念奖。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卖报让我学会战胜困难

今年这个暑假与以前的都
不相同，因为我赚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桶金，虽不多，对我而言，却
非常珍贵。

我赚钱的方式是卖报纸，
八 月 的 第 一 天 ，我 五 点 起 了
床，做好一切准备，来到了环
翠楼公园，开始了一天的卖报
生活。突然，一种恐惧感涌了
上来，让我的脑子里不得不想
那些不好的事：“如果熟人看
见我在卖报纸他(她)一定会笑
话我的”，“报纸卖不出去，我
多没面子呀”……我不敢再走
了。

忽然，一个人从我身后开口
说：“小朋友，你的报纸卖吗？”突
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转身发
现是个大个子叔叔，正低头冲我

微笑，我胆怯的回了声“嗯”。他
拿出钱买了一份，我高兴得手舞
足蹈。是那位叔叔给了我力量，
我鼓起勇气在公园里转了几圈，
很快又卖出了两份。后来，我顺
利将报纸卖完。看来那些担心都
是不必要的，我的心里像吃了蜜
一样甜。

之后的几天里，我报纸卖
得越来越好。这次卖报给了我
战胜困难的勇气。在以后的学
习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在
困难面前我要发扬这次卖报纸
中战胜困难的精神，勇敢面对，
勇于克服困难，做一个勇敢的
少年。

实验小学四年级一班 王昱力
记者 王帅 整理

坚持卖报，我为自己骄傲

今年夏天，我度过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假期，因为我参加
了《齐鲁晚报》卖报活动，用自
己的双手挣得了“第一桶金”，
也真正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卖报第一天，不到6点半我
就起床了，我的卖报生涯便开
始了。我先去了环翠楼公园的
东门。第一次开口，我既兴奋、
又害怕，既紧张又高兴。后来，
我终于鼓足勇气走向一个正在
散步的叔叔，他看了我一眼，摇
了摇头。第一次出师不利，我很
沮丧。后来半个多小时一份报
纸也没卖出去，我很气馁，真有
点不想干了。

后来转念一想，转场吧。于
是我转战到了幸福门，果然顺
利卖出了第一份报纸！我强迫

自己掩饰住心中无法形容的喜
悦，一溜烟跑到旁边一个没有
人的小树林里，偷偷对自己做
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并告诉自
己再接再厉。紧接着，可能是因
为信心足了的缘故，我顺利地
卖完了报纸。

在接下来的10天里，我凭
着经验，每天用不到1个小时时
间卖掉10份报纸，共卖出了105

份，足足赚了52元5角钱。
通过卖报，我明白，困难其

实并不可怕，“办法总比困难
多”，关键在于坚持，我为自己
坚持了11天而感到骄傲，我为
自己能够顶住压力不退缩而感
到骄傲。

实验小学四年二班 王一帆
记者 王帅 整理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刘洁)
2014年的第五届营销秀圆满落

幕，按照今年营销秀活动策划，所
有获奖报童除了能获得奖金或
2015年《齐鲁晚报》外，两期10名
金奖报童可免费获赠大连二日
游，本周四(21日)傍晚，10名小报
童将启程一同游大连。

经过不懈努力，段佳林、王沐
恩、刘栋生、周晓冬、梁凯、王钰
涵、姜佳妤、程鸣翔、姜书腾、纪昊
十位小报童，成功跻身两期营销
秀总排行榜前十名，获赠免费大
连两日游。本周四(21日)傍晚，获
赠大连游的10名小报童，将一同
坐船开赴大连，游览时间定为本
周五至周六(22日—23日)。在大
连，小报童将可游览老虎滩、海洋
公园等相关景区，游览所需的各
项交通费、景区门票费、导游费、
食宿费用均由本报承担。22日晚，
小报童们将住美丽的大连，23日
上午所有报童将一同坐船返程，
23日当天即可抵达威海。

集合时间、地点等详细未尽
事宜，本报工作人员将与获奖报
童电话联系，请各获奖报童保持
联系。

8899名名小小报报童童获获全全勤勤奖奖
周五畅游塔山，免费送2015年《齐鲁晚报》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许
君丽) 19日，本报暑期营销秀
活动正式收官。在这紧张刺激
的30天，小报童们经历了风吹
雨打，汗水与喜悦，也收获了很
多经验和感受。本报活动奖励
也将于近期兑现，除了售报数
量靠前的小报童，最让人感动
的还有一直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获得全勤奖的小报童。他们
将获得周五烟台塔山免费一日
游奖励，还将获赠本报2015年
报纸一年。

2014年度本报营销秀，按

售报总量，从高到低评选金、
银、铜奖，每期评选一次。其中，
金奖5名，奖励人民币500元；银
奖10名，奖励人民币300元；铜
奖15名，奖励2015年全年《齐鲁
晚报》一份，并自动成为本报
2015年小记者。

两期活动全部参加，从未
缺席，且每天订报数量不少于
10份的小报童获评全勤奖，奖
励2015年全年《齐鲁晚报》一
份，并自动成为本报2015年小
记者。

经过统计，共有89名小报

童获得全勤奖，他们很多虽然
卖的报纸份数不是最多的，但
一直在坚持，小脸上有着坚毅
的表情。

其中，利群21人，汽车站
29人，大润发15人，华联15人，
大世界9人。根据奖励规则，8
月22日(本周五)，获得全勤奖
的小报童将于金银铜获得者一
起前往烟台塔山公园游玩，报
纸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投递。

全勤奖人员名单详情请查
看 本 报 微 信 公 众 账 号 ：
qlwbjrwh。

小报童作文

10名小报童
周五大连游

营销秀第二期

记者 许君丽 整理

名次 姓名 份数

1 段佳林 3773

2 王沐恩 2525

3 谷卓恒 2490

4 周晓冬 2350

5 刘栋生 1893

6 姜书腾 1750

7 梁 凯 1580

8 王宇轩 1522

9 于智超 1512

10 纪 昊 1480

11 安骏豪 1451

12 姜佳妤 1447

13 王钰涵 1368

14 郭威秀 1290

15 房 韩 1270

16 程鸣翔 1260

17 孙丽 1160

18 潘留飞 1130

19 徐 东 870

20 杨 淼 780

21 孙士林 720

22 初玉龙 708

23 张淼淼 680

23 宫梓玮 680

25 李 毅 670

26 何世昌 652

27 宫瑞洁 640

28 李建智 620

29 刘家诚 610

30 吕 洲 580

30 宋子健 580

名次 姓名 份数

1 段佳林 6439
2 王沐恩 4361
3 刘栋生 4016
4 周晓冬 3885
5 梁 凯 3020
6 王钰涵 2814
7 姜佳妤 2759
8 程鸣翔 2730
9 姜书腾 2480

10 纪 昊 2270

本次营销秀活动中，售报总
数前十名，将奖励大连二日游。

记者 许君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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