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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身边

去去围围棋棋班班路路上上报报名名本本报报营营销销秀秀
齐鲁晚报暑期营销秀第二期报名受热捧，报名时间仅剩5天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曲
彦霖 实习生 牛俊梅) “我
想给孩子报名。”23日，在开发
区彩云城站牌旁，本来要带着
儿子参加围棋班的宋女士被一
群热闹开朗的小报童吸引，停
下脚步。

宋女士的儿子孙绎栋今年
11岁了，看到本报小报童穿着
统一服装忙活着卖报时，眼睛
里满是羡慕。当宋女士询问他
是否想报名小报童时，孙绎栋
一个劲儿地点头，“我想卖报。”
宋女士当即找到记者为孙绎栋
报名第二期活动，“主要想锻炼
锻炼他。”

当天除了宋女士，一位姓
耿的女士刚买了一份报纸又拿
着手机给本报小报童拍照。交
谈中记者得知，耿女士带着儿
子远道从上海来到烟台避暑，
同时走亲访友。目睹了本报小
报童的风采后，她也想让孩子
参加，“可惜我们明天要走了，
我们可不可以预约明年的活
动？”

正在卖报的小男孩崔锦
旸也一头大汗地从汽车站跑
来，推荐自己的小伙伴参加

第二期活动。“我想带她锻炼
锻炼。”崔锦旸用着“过来人”
的语气说。

自15日活动开始以来，本
报暑期营销秀活动和小报童受
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第二期
报名正在进行中，共面向烟台
市区招募200名小报童，报名时
间截至7月28日，活动报名咨询
电话：15563860622，18653587193，
6272328；短信报名方式：编辑
姓名+年龄+住址+性别+身高
发送到报名手机电话。另外，您
也可以选择到8处报名点现场
报名，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期上街售报时间暂定
于7月30日，为期15天。主办方
将提前通知小报童参加培训，
向每位小报童免费发放服装及
太阳帽，每天免费提供一瓶烟
台山泉瓶装水，售报首日免费
提供30份《齐鲁晚报》。

活动结束后，主办方会评
出营销金奖2名，银奖8名，铜奖
20名。金奖得主每人将有500元
奖金，银奖每人300元，铜奖获
赠一份全年《齐鲁晚报》。同时，
所有获奖小报童均可参加一次
免费旅游！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员
司旭光 记者 苑菲菲) 摘又摘不
得，打也打不走，开发区牡丹江路红
旗置业公司门口的马蜂窝，可把公司
的人给愁坏了。23日，该公司求助消
防官兵，终于将这个蜇伤多人的马蜂
窝给摘了。

23日中午12点半，烟台市公安消
防支队泰山路中队接到红旗置业公
司的报警求助后，迅速赶往现场。到
达现场后消防官兵发现，马蜂窝位于
1楼左侧，在窗口左上角。蜂窝约巴掌
大小，里面马蜂特别多。报警人说，很
多公司员工都被蜇伤过。

消防官兵喷了大半天药，终于将
蜂窝连带着马蜂装进方便袋拿走。

马蜂在窗外筑窝
愁坏一公司人

1 .《齐鲁晚报》烟台记者站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方式：

6272328，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楼1606

室；
2 .芝罘东工作站 联系

人 ：魏 主 任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88，地址：进德路付15

号(进德老年公寓西15米)；
3 .芝罘南工作站 联系

人 ：张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11，地址：青年南路
115号内3号(烟台三中分校东
50米路南)；

4 .芝罘西工作站 联系
人 ：刘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08，地址：环海路23号

(国家电网与石油库夹道直走
广播电视台印刷厂院内)；

5 .凤凰台工作站 联系
人 ：宋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79，地址：珠玑中路宏
润装饰材料市场2区7号；

6 . 莱 山 工 作 站 联 系
人 ：王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00，地址：莱山区澳
柯玛大街 3号东宝产业站点

下车，东海驾校路口里走200

米；
7 .西部(开发区、福山)工作

站 联系人：李站长，联系方
式：15563860770，地址：开发区
珠江路金城小区25号；

8 .牟平高新工作站 联系
人 ：孙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673，地址：宁海大街
657号东巷内(百盛烧烤旁)。

现场报名点如下：

“卖报，卖报！”22日晚上，
睡着的董翊诺忽然间喊了起
来，董妈妈上前一看，孩子没有
睁开眼，便轻轻地拍打着她，安
慰她，“你卖完啦。”董翊诺似乎

听见了，呢喃着，“呵呵……卖
完啦！”接着沉睡过去……

董翊诺是个活泼勤奋的小
姑娘，暑期有围棋课和游泳课，
但每天还是坚持卖90份报纸。

勤奋之星
董翊诺(8岁) 开发区实验小学

妈妈今年 7月份给我报
了《齐鲁晚报》的“小报童营
销秀”活动，妈妈说是让我去
卖报纸锻炼一下，我很高兴
地答应了。

活动的第一天，早上6点
多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去卖
报纸。

啊！第一天卖报纸我好

紧张。碰见一个面目慈祥的
老奶奶，我好不容易张开口
问：“奶奶，买份今天的晚报
吧！”奶奶笑着看着我：“好！
小姑娘，真好，暑假出来卖报
纸，勤工俭学，我买一份吧！”
我心里美滋滋的。

就这样，我看见阿姨、叔
叔、爷爷、奶奶都这样问一

下，很快几十份报纸就卖完
了。不过，我的腿好累啊！我
想：哎呀！卖报纸真辛苦，赚
钱真辛苦。但我的心里还是
很美的。

我希望广大的小朋友们
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告诉你
这个活动很有趣哦！
张睿芃 葡萄山小学五年级

活动很有趣哦

“阿姨，买份报纸吧！”清
脆响亮的声音，13岁的孙亚慧
是个小班长，有着股干净利落
劲儿。

每天早上，工作站的工作
人员都会看到她一个人骑自
行车去领报纸，把小车筐塞得
满满的，工作人员怕她累着，
她反倒觉得遗憾，“我一个人
没法多拿，去年每天都没低于
60份，最多的时候能拿到120份
呢。”一开始只能拿40份的孙
亚慧有点儿郁闷。

现在慢慢地，她已经增加
到了每天拿60份、70份，穿着橘
黄色小报童服装的孙亚慧穿
梭在牟平商业大厦附近的商
场、超市里外，十分显眼，“我
发现穿着这个衣服更好卖。”

孙亚慧去年得过铜奖，说这是
她的经验之谈，“这衣服比较
显眼，还有字，大家一看就知

道是怎么回事了。”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实

习生 牛俊梅

穿小报童服装更容易卖报纸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
艳艳) 23日，滨州市民通过本报给烟
台警方送去一面锦旗和感谢信。近
日，滨州信阳县15岁的男孩赵亮(化
名)给父母留下一个字条，就独自来
到烟台见网友。烟台警方全力寻找男
孩下落，一天后终于在蓬莱市找到赵
亮。

“爸妈，烟台有个网友要给我找
工作，我走了，你们不要担心我。”6月
30日，滨州信阳县15岁的初二男孩赵
亮留下一个字条后，离家出走了。一
家人忧心忡忡时，赵亮的同学收到的
一条短信为家人寻找提供了方向，赵
亮在短信中说：我去蓬莱打工了，下
午就走。

得到这一线索，孩子的父亲赵和
平立即打车从滨州向烟台追赶，同
时，拨打110向烟台警方求助。

“我怀疑是被传销团伙骗了。”尽
管儿子说是来打工，赵和平还是想到
了最坏的一面。

烟台110报警指挥中心立即联系
芝罘区西大街派出所和开发区警方
留意抵烟车辆。可是民警和赵和平并
没在长途车站等到孩子。

7月1日，在蓬莱警方的协助下，
赵和平和赶到的妻子来到蓬莱市寻
找儿子。就在众人焦急时，赵亮给父
亲打来电话称，他没见到网友，现在
害怕了想回家。1日中午，赵亮和父母
汇合赶回了滨州。

“感谢烟台警察的帮助，民警们
热情执法令我们全家很感动。”23日，
赵和平特意委托本报记者给烟台市
公安局110指挥中心送来锦旗和一封
感谢信。

多地警方联动
找回见网友男孩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邱蕾 刘宁 ) 2 2

日深夜，一名满脸是血的司机跑到
荣乌高速公路蓬莱管理处龙口收
费站寻求帮助，声称自己在高速路
口撞上了路边的护栏，起因竟是因
为一只野鸡。

原来，22日晚上，司机陈师傅开
车经过龙口收费站附近时，突然有一
个黑乎乎的东西飞到路上，直冲着陈
师傅挡风玻璃而来。陈师傅本能地猛
打方向盘，结果不但没有躲开还撞上
了路边的护栏，致使陈师傅的额头受
了伤。

停车后，陈师傅下车一看，撞上
车前挡风玻璃的竟然是一只野鸡，可
能是因为看见车灯的缘故才飞了上
来。

工作人员连忙取来急救箱，帮陈
师傅包扎额头，并拨打了120。

野鸡飞上高速路
造成车损人伤

名次 姓名 售报份数

1 宋朋 1750

2 聂广北 1710

3 于知鑫 1600

4 王文慧 1530

5 牟智达 1510

6 王子豪 1410

7 宋怡林 1380

8 郑小彤 1260

9 王晓宇 1010

10 刘安泰 980

10 刘绍彬 980

12 曲俊杰 960

13 杨金龙 930

14 孙雯卉 850

15 滕铭宣 840

16 姜凯文 810

17 冷承霖 740

18 董翊诺 590

19 吴佳宜 580

20 牟一祺 545

21 赵天 520

22 张恩豪 510

23 初子琳 490

24 曹馨心 480

25 孙亚慧 470

25 纪翔曦 470

27 尚颖 465

28 梁昕炜 460

29 栾嘉一 440

30 刘皓男 430

30 朱浩楠 430

30 许润生 430

孙绎栋和妈妈在去围棋班的路上向记者报名参加第二期活
动。 实习生 牛俊梅 摄

孙亚慧的身影每天穿梭在各个街头。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

本报“来玉杯”

小报童营销秀排行榜

（15日至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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