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春娟C08

今日泰山

7月11日肥城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鹿京立 60

1 侯昱栋 60

1 赵浩宇 60

4 赵宗庆 40

4 颜艺林 40

4 刘一名 40

4 李小冰 40

8 张家驹 35

9 王程熹 32

10 李禾家彬 30

10 高筱涵 30

10 曹瑞源 30

10 韩丰泽 30

10 房鑫盛 30

10 尹凯毅 30

10 肖云滨 30

7月11日泰安市区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朱丛文 250
2 周玉凡 200
3 侯彦楠 110
4 杨岱霖 90
5 刘国慧 80
6 许 鑫 70
6 李益娴 70
6 陈苏扬 70
9 朱芙瑶 60
9 李佳怡 60
9 徐蓬辉 60
9 武文哲 60
9 于欣悦 60
9 陈佳音 60
15 徐文琛 55
16 王泽华 50
16 李天骄 50
16 宋锡真 50
16 徐佳玄 50
16 王 嵩 50
16 李庆坤 50
16 李文景 50
16 罗慧敏 50
16 徐子博 50
16 王兴禹 50
16 张维尚 50
16 毕福临 50
16 曹 莹 50
16 张文泽 50
16 赵子骏 50

小报童，你和队友们都熟悉了吗？

“单打独斗”不如四人“报团”

7月11日新泰排名
名次 姓名 销量
1 陈俊瑶 350
2 高正一 210
3 尹玉玺 150
3 王可瑞 150
5 李想 100
5 王西域 100
7 张世瑞 80
8 胡心宇 70
9 杨茹婷 60
10 杨琪斌 50
10 王子怡 50
12 李云廷 40
12 牛文治 40
12 肖雅轩 40
12 王瑞娇 40
12 王卓贤 40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记者
白雪) 本报联合天平湖壹号举
办第一期报童营销秀活动进入
第五天，本次活动首设周团队
奖，四个孩子一组拼协作能力。
不少报童团队意识很强，常凑到
一起卖报、商量策略。而有的却
悄悄脱离团体，与队友没再联系
过。

11日，记者在傲徕峰路碰到
报童郝若昆和周盛隆，两个孩子
距离10多米分头卖报。“我们团
队的四个队员住在一个家属院，

平时都结伴一起领报，她有点小
胆，我得照顾她，每天帮她卖完
剩下的，再一起回家。另外两个
队友一起卖报，我们晚上碰头。”

郝若昆说，周盛隆一直帮
她，要是她自己单独行动，估计
更小胆。“我们每天都会凑在一
起谈谈卖报故事和经验，过得特
别快乐。”

相比这一组，也有的报童和队
友没再联系，在泰山火车站广场独
自一人卖报的生学扬，跑来跑去找
客户，提起队友，她皱皱眉头。她现

在只能记起两个人的名字，另外一
个忘记了。“不知道队友们有没有
坚持下来，只有一个队友的电话，
另外两个没留电话。”

生学扬的爸爸说，现在的孩
子团队意识比较差，该好好培养
一下，家长可能只想单独锻炼自
己的孩子，而忘记培养孩子们团
队协作的能力。“她们几个领报
纸的时间不一样，不常碰到，联
系慢慢就少了。”

生学扬说，她也希望能和队
友们一起奋斗，重新组合起来，

“我以后早点到领报点，争取等
到队友们，大家一起卖报有个
伴，会更快乐，碰到点事还能互
相帮助，一个人确实有点寂寞。”

11日，报童牛牛在没和队友
商量的情况下，已退出卖报队
伍，他的妈妈说，孩子觉得太累，

实在坚持不下来，就参加了三
天。牛牛不打招呼退出，让他的
队友们很生气，“我们是一个团
队，有事可以商量，不声不响就
走了，太没团队观念了。”

本报提醒各位小报童，暑期
报童营销秀活动今年首设团队
奖，除锻炼胆量，更重要的是锻
炼孩子们学会融入集体、融入社
会的能力，学会互帮互助。每个
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汲取别人
的优点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岂
不是更好？

现在，重新去找你的伙伴
吧，如果失去联系方式，可打
6982110咨询。此外，报童们还要
尽快选出小组队长，由队长打电
话确定领报时间再相聚，为团队
起一个响亮的队名，下个星期，
大家牵手一起走。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记者
赵苏炜) 11日一早，“巧乐滋队”
的邱嘉璇和邱家宁早早地来到火
车站领报点，帮助队友领走报纸。
他们在约好地点一起卖报，期间
邱家宁身体不适，三名队友一起
照顾他。

早上7点，在市中心医院附
近，“巧乐滋队”的四位小报童，一
会分散卖报，一会两人组合。上
午，邱家宁感冒了，依然坚持卖
报，其他三人帮他卖了几份，让他
赶紧回家休息。

邱家宁感动地说：“我们四
个来自两个不同的学校，他们
都是文化路小学的，我在仓库
路小学。通过卖报活动相处得

很融洽，大家一起卖报很开心，
不想因为自己身体不舒服而放
弃。”

邱家宁和邱嘉璇的家离领报
点比较近，他俩帮刘志堃和王展
翔领了报纸，并且插好，四人约好
在市中心医院附近一起卖报。邱
嘉璇是队长，队名是她起的，她是
队里唯一的女生。

邱嘉璇说：“邱家宁生病了还
能坚持来卖报，我们都感到内心
鼓舞，我们几个卖完报都还有学
习任务，所以预定的报纸不是很
多，预计上午九点能卖完，大家在
一起卖报非常开心，期间遇到很
多事情，都是说不完且记忆深刻
的故事。”

一名队员感冒,三人都来帮他
一点点小关怀都让孩子感到温暖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贾锦锦) 在报童培训时，因
没确定好谁当队长，一名男孩生
了气，现在已脱离他的团队。三
个小伙伴很想让她们回来，她们

每天在大润发站牌前卖报，等待
这个男孩来。

“我这有零钱，帮你换开
吧！”11日早上7点多，11岁小报童
刘鑫和许鑫在火车站广场推销

手中的报纸时，刘鑫发现手里没
有5毛零钱，她的队友许鑫赶紧
拿出两个5毛钱给她换开。

“我们两个是一个队的，每
天都在一起，没有零钱了对方可
以帮忙换，报纸卖得慢灰心时互
相鼓励一下，精神头立马就上
来。”刘鑫说，从第一天开始她们
两个一直在一起，有队友在不会
感到害怕，也不会觉得孤独。

“我们队还有两个队友，培
训活动时，另外两个人一直在争
究竟谁当队长最合适，看他们争
得厉害，我就说要不自己来当队
长好了，你们别吵了。那个男孩
可能是生气了，他说要自己领自
己卖，不跟我们一起，还有一个
队友在自己家附近，每天晚上会

通过电话沟通卖报情况。”
许鑫说，作为队长，她特别

希望四个队友能够一起，通过这
几天的体验。她和刘鑫，每天11

点多就能把手里的报纸全部卖
完，而另外两个各自为战的队友
有时候下午还得出去。

许鑫说，团队的名字至今也没
有起，她希望大家能真正聚在一
起，想一个代表他们团队的敞亮名
号，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任务。那天
和他说过，会一直在大润发站牌这
边等他来，他一直没有过来。

“我们现在不会轻易换地
点，就是因为想在这里碰到他，
怕他找不到我们。谁当队长不重
要，重要的是大家的心要凝聚在
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刘鑫说。

周日去看电影

为让小报童度过愉快的周
末，7月14日（本周日）组织小报
童去圣大影城(卜蜂莲花超市北
门)免费看3D电影《赛尔号3》，请
小报童们在上午8点45分准时到
达，迟到的小报童不允许再进
场。

加QQ群联系队友

现在开通QQ群方便小报
童交流，群号:275543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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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队友。

第二期继续报名

很多没来得及参加的孩
子，看到其他报童上街卖报很

“眼馋”，不少家长咨询如何报
名，不要着急，想参加的可报名
第二期，第二期活动7月29日开
始。

报名地址

市区

报名电话:6982106；地址:
泰安市望岳东路中七里服务中
心4楼，齐鲁晚报·今日泰山编
辑部。

报 名 电 话 ：8 9 7 7 6 6 6 、
8978666；地址：泰安天平湖东
南侧(公交46路、29路直达)，天
平湖壹号售楼处。

新泰
新泰文鼎印务，报名电话：

6321356，新泰市银河路南首路
东121号。

新泰市邮政局，报名电话:
7223921，地址:府前街邮政局零

售营业厅。
晓雯音乐学校新泰分校，

报名电话:0538-2177772；地址：
新泰市平阳小区北区机关幼儿
园南20米对面。

肥城
肥城市邮政局，报名电话:

3213263，地址:肥城市邮政局院
内零售公司。

晓雯音乐学校肥城分校，
报名电话:0538-6336555；肥城
市阳光舜花园东门北工商银行
三楼。

本报记者 白雪

““巧巧乐乐滋滋队队””天天天天一一起起卖卖报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苏苏炜炜 摄摄

“没来的队友，我们一直在等你”

◎小贴士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记者 白
雪) 报童侯忠华10日早晨捡到一串
钥匙，为了不让失主着急，他临时放
弃卖报，拿着钥匙询问了三条街的
人，但仍没有找到失主。他希望丢钥
匙的人能尽快和他联系。

10日，报童侯忠华在通天街附近
一家馅饼店卖报，在通天街上捡到三
把钥匙，钥匙很新。

“我问了附近的人，他们都不清
楚是谁掉的，为了能找到失主，我先
暂时不卖报，连续问了三条街的人，
但都没找到失主。”

侯忠华说，丢钥匙的人一定很着
急，他现在把钥匙放在泰安市邮政局
灵山邮政支局零售营业厅，失主可去
那里领取。

捡到一串钥匙
转三条街找失主

营销秀龙虎榜

刘鑫(左)和许鑫结伴卖报，等队友。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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