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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当当上上小小报报童童 担担起起责责任任心心
周末按时领报卖报，从坚持中锻炼自身的责任意识

本报7月21日讯(见习记者 孙
鲁) 小报童王羿衡家住在桓台县，
他从15日开始就坚持每天早晨5时
起床，5时15分从家里出发到张店领
报纸卖。

周末，王羿衡不仅没选择休息，
周六开始还从每天卖70份报纸涨到
了150份。王羿衡的妈妈还跟记者讲
了一段插曲，卖报第二天，王羿衡在
淄博商厦附近卖报，因为下大雨，到
下午还剩十几份报纸没有卖出去。
回到桓台的他坐立不安，非得把所
有报纸卖完。随后他又跑到了桓台
银座、惠仟佳卖报纸，直到下午5点，
当他坚持把所有报纸都卖完的时
候，才露出了笑脸。

“通过这次小报童活动，孩子懂
得了什么是坚持，意志也得到了锻
炼，明年的小报童活动我们还参
加。”王羿衡的妈妈说。

张店转战桓台

卖完报才露笑脸

本报7月21日讯(见习记者 孙
鲁) 21日，是小报童卖报活动的第
7天。在刚刚开始的短短5分钟内，小
报童崔爽君就被拒绝了10次，但她
依然微笑着坚持卖报。

谈及一天卖报纸下来会被拒绝
多少次，崔爽君笑道：“N次。叔叔阿
姨不买可能是因为确实不需要。”每
位小报童都会遭到很多次拒绝，而
崔爽君仍然都会坚持微笑卖报。“因
为微笑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你只
有尊重别人，别人才会买你的报
纸。”崔爽君说。

“小姑娘，就冲着你的笑脸我也
非买你一份报纸不可。”市民姜女士
说：“我刚才看到这个孩子被拒绝了
很多次，但还能微笑着坚持，确实很
不容易，大人都很难做到这点，得支
持小报童锻炼自己的意志啊。”

20日早上，天空下起了小雨，
小报童王梦杰一早就带着两百
多份报纸来到张店义乌小商品
城附近开始卖报。一会的时间王
梦杰衣服就有些湿了，她的额头
上也沾满了雨滴。

“淋点雨没关系，趁着早上人
多，多卖点。”王梦杰说。由于下
雨，地面上有积水，半小时不到，
王梦杰的鞋子已经湿透，但是这
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卖报的热情。

上午11点左右，雨越下越大，但王
梦杰仍坚持撑着伞，在雨中卖报，

“到了下午就不好卖了，上午一定
要卖完。”王梦杰说。

小报童的坚持，感动了许多
市民，一些市民纷纷购买报纸，支
持小报童的工作。“这么小的孩
子，下这么大的雨还出来卖报很
不容易，我买了两份。”一市民说。
有的市民甚至多掏出些钱给小报
童，但都被小报童们拒绝了。

小报童雨中坚持 感动很多市民

20日早上，分好报纸后，小报
童王铭哲、于佰奥和刘雪三人打
算继续去淄川服装城卖报。由于
每人订了80份报纸，任务艰巨，三
人不敢耽误冒雨出发。

经过一周的坚持和努力，王
铭哲已经积累了二三十位“老主
顾”，每天都等着买他的报纸。王
铭哲怕把报纸淋湿，还给报纸穿
了“雨衣”，又塞到自己雨衣里。

“淋湿了我没事，淋湿了报纸我
就没法卖了，还有好多人等着我
呢。”王铭哲边走边说。

“呀，下着雨你还来呀，真
够坚持的。”服装城四号厅的刘
女士说。“对，说好的每天都来
给您送的，下雨也不怕。”王铭
哲从怀里抽出一份报纸递给刘
女士。刘女士告诉记者，本以为
今天是周六，又下雨，这个小报
童可能不来了，没想到一到9点
还是准时到了。

王铭哲说：“这一星期虽然
有点累，但想着每天有那么多人
等着买我的报纸，再累也要坚持
去。”

给”老主顾“送报 下雨也要坚持去

本是放假休息的日子，但对
于小报童孟庆云来说，卖报却是
第一位的。在张店华光路一处公
交站牌前，小报童孟庆云告诉记
者，想快点把今天的卖报任务完
成，然后跟家人一起出去玩。

“今天爸妈都休班，本来全
家人要去鲁山玩，但他们都等着
我把今天的报纸卖完了再去，所
以我得快点卖。”孟庆云告诉记
者，全家人商量着放暑假出去玩
已经很长时间了，她也很期待这
次全家旅游。“但是最近一直坚持
卖报，不能中途中断了。所以就打
算把今天的报纸卖完之后再

去。”孟庆云说，今天领了45份报
纸，卖完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她能做出这种先卖报再出
去玩的决定，我觉得挺吃惊。孩
子现在长大了能分出事情的轻
重缓急，并且有这种坚持的精
神，我挺高兴的。”孟庆云的妈妈
对记者说，“我们会等着孩子把
报纸卖完，然后带着她一块去。”

跟孟庆云一样把卖报放在
第一位的还有李欣然。李欣然告
诉记者，打算卖到九点，然后去
参加竹笛培训课。“如果卖不完
的话，我就下了课再回来接着
卖。”李欣然说。

周末先卖报 再跟爸妈出去玩

20日上午10时许，天空下起了雨，小报童王梦杰雨中依然坚持卖报。 本报记者 李超 摄

本报记者 崔洋洋 李超 见习记者 盛鑫甜 王欣

5分钟被拒10次

依然微笑卖报

20日是齐鲁晚报“SM淄博淄川城市广场杯”小报童暑期营销秀的第6天。在过去的一周，雨、热交加的天气，陌
生人的拒绝和体力上的巨大消耗非但没有成为阻挡小报童前进的“拦路虎”，反而让他们从中学会了坚强，担起了
小报童的责任。虽然是周末，而且天还下起了雨，但小报童们没有放弃，依然坚持上岗。“当上小报童，就要担起责任任
心”，小报童王智超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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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报，咱有专业装备
小报童王岩扩音器放歌引顾客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超 ) “啦啦啦，啦啦啦，我
是卖报的小行家……”每天早
上，这两天张店健康街上都会
响起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卖
报歌》，这是从小报童王岩的
扩音器传出来的，为了卖出更
多的报纸，她用上了专业装
备。

为了提高效率，小报童王
岩在活动开始的第二天就特
意购买了一个扩音器，然后放
上耳熟能详的卖报歌，沿着健
康街叫卖报纸。“很管用啊，放
上音乐，就能吸引别人的注
意，很多人都是听到歌声后过
来买报纸的。”王岩说。

王岩的爸爸告诉记者，王
岩有点内向，第一天卖报的时
候，不好意思开口，报纸卖得
不好，晚上回家，他们爷俩商
量后决定专门买个扩音器，放

点音乐吸引注意。
“花了40元钱买的，别说

还真管用，一是给孩子壮壮
胆，再一个还能吸引人。”王岩
的爸爸说。王岩刚开始还不大
好意思，但是经过两天的适
应，现在已经习惯了。

由于王岩每天都在健康
街卖报纸，街上的很多摊主都
认识了她，每天都会买她的报
纸。“小女孩出来锻炼也不容
易，我每天都买一份支持一下
这个小女孩吧。”做凉席生意
的张先生说。

“这条街上有二十多家都
是老主顾了，每天早上过来先
给他们送下再卖。”王岩的爸
爸说。有一家豆腐摊，主动要
求留下10份报纸，帮着王岩卖。

“小女孩抱着一大摞报纸挺累
的，放我这里一些，有买的就
帮她卖几份。”摊主说。

杨浩泽 1403 张店凯瑞小学

徐圣杰 1180 傅家镇大徐小学

陈俊钊 1080 高青实验小学

王梦杰 1070 张店凯瑞小学

王梓萌 670 周村中心小学

张皓程 670 临淄实验小学

王苑莉 660 周村实验小学

王羿衡 510 桓台第二小学

王岩 490 张店兴学街小学

徐昊坤 410 张店柳泉艺术小学

王铭哲 395 淄川般阳路小学

赵玮琳 390 张店第七中学

于正泽 390 桓台第二小学

李庆淼 385 张店和平小学

姜恒轩 370 张店西六路小学

王雨梦 369 临淄雪宫小学

于佰奥 365 淄川般阳路小学

刘雪 360 淄川般阳路小学

孟悦冉 350 桓台第二小学

于雅婷 340 桓台实验学校

15—21日小报童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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