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见习记者
王瑞超) 阳光小学一年级学生韩

安冉，今年只有8岁，这是她第一次靠
自己的努力赚钱。小安冉虽然年龄
小，但有很多做法值得大家学习。

她每次去推销报纸前，都提前
拿出5毛钱，这样节省不少时间；尤其
对骑自行车、电动车等红灯的市民
这一做法特别受欢迎。“这个小姑娘
一手拿零钱，一手拿报纸，这样我们
买起来也快。”一位刚买了小安冉报
纸的市民说。。

小安冉的包有两个拉链小包，
一个用来放5角的钱，一个放其它面
值的。每卖一份她都把不同面值的
钱放到相应的小包，给人找零钱时
也去相应的小包。这样分门别类，节
省不少时间，这也是她卖完最快的
制胜法宝之一。

零钱分开准备
省时间又方便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见习记者
王瑞超) 报童中最小的王艺霖只

有7岁，起初不敢上街，刚分完报纸后
大报童都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小艺
霖还在犹豫，看着孩子想哭的样子
家长也很心疼。

后来爸爸妈妈不断鼓励引导
她，最后她卖完30份后又追加了20
份，表现特别好。“刚开始她在前面
卖，我在后面跟着，很不放心，孩子
从来没这么单独行动过。”艺霖妈妈
说，后来孩子胆量越来越大。

另一报童家长说：“孩子卖报不
仅锻炼了自己还完成了暑假作业
呢，俺得好好支持孩子。”据这位家
长介绍，他们孩子在阳光小学就读，
今年的暑期作业就是让家长陪孩子
上街卖东西，孩子自己算账找钱。

卖报锻炼自己
还完成了作业

不耽误学习，还要卖好报

卖报第一天吗，我早早地
起床，早早地领到报纸。精神抖
擞、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阿姨，要份报纸吗？”“不
要。”“叔叔，要份报纸吗？”“不
要。”爷爷要吗？奶奶要吗？都不
要。这是怎么了？报纸不好卖
吗？我坐在路边直叹气。

“太好了！”我想到齐惠良
姐姐说的话，这不正是锻炼我
的坚强和意志吗？遇到困难和
挫折是理所当然的。我要加油、
加油、再加油。我又鼓足勇气，
加入到卖报的人群中。

快8点了，上补习班的时间
到了，报纸还没卖完，怎么办？
我想放弃上学继续卖报。妈妈
说：“好孩子，你已经尽力了，先

上学，放学后再卖好吗？妈妈相
信你是最棒的。”我上午的卖报
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无巧不成
书，下午我还有课要上，这可把
我急坏了。报纸什么时候卖完
呢？什么时候体会到报纸全卖
完的感受呢？不耽误学习，还要
卖好报。有了，按时上学，放学
后卖报。就这么定了。

下午5点放学后，我又鼓足
勇气，投入到卖报的生活中。虽
说是下午但我感觉阳光还是很
灿烂的。当夜幕降临时，我的报
纸全卖完了。

这就是我的卖报第一天，
充实并快乐着。我坚信：有付
出，就有收获。为明天加油！

(64号小报童 路正昊)

拒绝先吃早饭 一定先去卖报

7月20日是报童正式上街的
第一天，为了在6点钟到达指定
的分发报纸地点，儿子乐乐的
小闹钟被他早早地定到5点半，
并且为了早起，晚上没去打乒
乓球，和楼下小朋友玩耍了不
一会，就主动回家冲澡睡觉了，
从前他都是玩到最后才回家。

闹铃响后，我先喊了乐乐，
他没有醒的意思，我把报童的
行头放在床边便去做早饭了。
再喊孩子时，他已经穿戴整齐
了！卖报这件事在他心里的分
量从行动上就能看出来。

到达指定地点领完报纸
后，乐乐合报纸笨拙的动作让
我产生想帮忙的冲动，最终理
性站了上风，没有越俎代庖。

合完报纸后，孩子拒绝我
先吃饭的建议，要马上去卖报
纸。在途经百大、专院的十字路
口时，让他观察一下稀少的人
流，劝说先吃饭，他不为所动，
一心想早点开始，这30份报纸对
孩子来说是一种考验，压力不
小哇！

“晚报，晚报，齐鲁晚报！”
听着儿子喊出第一声，一阵酸

楚涌上我心头。最初推销的4个
目标都没有买报纸，10米外的娇
小身躯猛的矮了一下，估计是
有些泄气了，随即他又跑去离
我更远的目标20米外，终于有一
位中年男士买下他第一份报
纸，我纠结的心放下了一半，真
想去跟那位男士说声“谢谢”。

孩子离开我的视线，在原
地等的时间一分一秒都在煎
熬，不知此时此刻他在干什么，
一小时后，孩子出现在我眼前，
手中的报纸全卖光了：回家的
路上听他娓娓讲来，谁买了他
报纸，什么样的人不买，又在一
眨眼间卖出5份报纸……

听着孩子的讲诉，望着他
那兴奋的神态，五味涌上心头，
是该为孩子的成长高兴还是为
孩子的辛苦担心，不过作为家
长，对首日晚报组织者的工作
非常满意，他们尽心组织，细心
核对，耐心引导，安排的时间也
充分体现关爱孩童的精神，有
幸参加这一期的报童营销秀活
动，希望孩子在这次活动中真
正得到锻炼。
(28号小报童刘原睿的妈妈)

你也想当报童？今年还有机会

暑暑期期营营销销秀秀第第二二期期继继续续招招募募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 第一期小报童已
经上街卖报，小报童们穿梭在
街上的身影，让很多小朋友非
常羡慕，也想当一名小报童。别
急！还有机会，今年第二期小报
童仍在招募，欢迎报名。

“小报童还能报名吗？看到
街上的小报童，孩子也闹着要
参加。”第一期小报童上街两天
了，红色的T恤、红色的帽子，
抱着报纸穿梭在街头的小身影
让其他小朋友们非常羡慕，纷

纷央求父母也要当一回小报
童。想当报童还有机会哦！今年
暑期营销秀第二期的卖报时间
是8月4日至8月18日。8月4日
前，想当一回“齐鲁晚报小报
童”的小朋友均可报名参加，第
二期报童活动在等你哦。

参与活动的小报童每人可
免费获得30份齐鲁晚报(价值
15元)作为启动资金。主办方为
每名小报童免费提供T恤衫、
太阳帽和雨伞等物品。30份报
纸卖完后，小报童根据自己的

能力再批发齐鲁晚报销售，卖
报收入归自己所有。

报童营销秀招募采取自愿
报名的方式，为保证参赛学生
的人身安全及信息真实，报名
确认时需携带户口本或复印
件，同时还需确认参加此次活
动已征得了父母同意。

活动结束后，根据报童卖
报数量和其它表现评出营销
金、银、铜奖若干名，给予获奖
者丰厚奖金并颁发证书。同时，
还将设立“齐鲁晚报营销明星”

若干名、每期评选出一组团队
奖。另外，只要能15天坚持每天
都能卖报的小报童都将获得一
份荣誉证书。

报名需携带两张一寸彩色
照片、个人户口页复印件，符合
条件的学生可致电本报报名咨
询，咨询电话：8277092。报名时
间：周一至周四每天8：30至18：
00；周五8：30至11：00，周日14：
30至18：00。报名地址：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编辑部(兴华西路
古楼街道办事处2楼)。

团结互助
值得大家学习

排名 编号 姓名 学校 销量

1 13014 韩安冉 阳光小学 240

2 13002 李旺昕 阳光小学 230

3 13010 白柯飞 民主小学 200

4 13017 黄守鹏 北顺小学 180

4 13044 路静雯 文轩中学 180

4 13050 刘文妍 东关小学 180

7 13064 路正昊 兴华路小学 170

8 13015 王 鲁 实验小学 130

9 13038 王艺霖 实验小学 120

10 13001 李家逊 兴华路小学 110

11 13026 王鸣宇 新区小学 100

12 13005 王天阔 东昌路小学 90

12 13027 刘青华 阳光小学 90

12 13049 马建政 东关小学 90

12 13051 高佳愉 兴华路小学 90

12 13052 王鑫鑫 兴华路小学 90

12 13053 姜唯一 聊城二中附小 90

13 13011 于清亮 光明小学 80

13 13022 刘翔宇 振兴路小学 80

13 13025 李玖荣 北顺小学 80

13 13029 孟海晓 新区小学 80

13 13031 安荣嘉 东昌路小学 80

13 13034 程子凡 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80

13 13042 张登飞 东昌路小学 80

13 13043 饶吉喆 阳光小学 80

13 13057 秦浩淼 北顺小学 80

14 13018 钟久宇 北顺小学 70

14 13020 刘培恒 兴华路小学 70

14 13021 刘天琪 振兴路小学 70

14 13045 张欣悦 文轩中学 70

14 13058 张淼鑫 东关小学 70

15 13028 刘原睿 外国语小学 64

备注：以上为20-21日卖报总量，总量相同名次并列。

2013暑期营销秀明星榜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见习记者
窦晴) 在前两天的卖报活动中，

李旺昕俨然成了卖报小明星，不仅
仅是因为李旺昕的报纸卖得快，更
在于他表现出的团结精神，值得每
一个小报童学习。

去年参加过活动的李旺昕，今
年已经算是“老报童”了，他一口气
要了50份报纸，穿梭在十字路口等
交通信号灯的人群中，礼貌地询问
着每一位行人。就在这时，与他相隔
一条马路的另一名小报童王翔宇的
报纸不慎撒落一地，李旺昕看见了，
立即穿越人群走过来，帮着把报纸
一份份捡起来，并且规整好，才返回
去重新卖自己的报纸。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出现，21日
上午，李旺昕要了80份报纸，很快就
卖完了。和他在一个街口的赵欣冉
今年8岁，性格十分腼腆害羞。李旺
昕过去告诉他卖报的小秘诀：“你得
用‘请’字，这样才礼貌；还有你一定
要说咱们的报纸5毛钱一份啊。”赵
欣冉在大家共同的鼓励中，把报纸
都卖完了。

李旺昕的叔叔李勇，看到李旺
昕的行为后非常赞同，“这才是真正
的收获。虽然他们是‘竞争对手’，但
是李旺昕从小就学会用阳光的心态
对待朋友，知道团结知道互助，以后
孩子也不会走歪路。”

20日起，本报2013暑期营销
秀首批报童已经上街了，成为
水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提
高孩子们的写作能力，分享卖
报故事，本报面向所有的报童
和家长征集卖报故事。

亲爱的报童们，你在卖报
过程中是否遭到了拒绝？面对

拒绝你是怎么做的？你有什么
卖报高招？作为全程陪护孩子
的家长，你是否为孩子的成长
感到骄傲和激动？

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发给我
们吧。我们将择优刊登在报纸
上，这也将作为营销小明星奖
的评选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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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在东昌路上，王婷婷、王琪璇两人向路人推销报纸。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写下你的卖报故事，发给我们吧

榜样力量

征文启事

感悟成长 分享快乐

征文信箱：3170820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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