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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互动

冒大雨，顶烈日，卖报热情高

小小报报童童有有了了““回回头头客客””

今天我终于当上小报童了。从很小的时
候就听过卖报歌，就觉得非常神秘，也好想
体验一下。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拿着30份报纸，兴奋，担心，羞涩，各种
心情一起全涌了上来。当我拿着第一份报纸
走向第一个买家的时候，妈妈叫我回去，因
为妈妈觉得那个人不会买。我没听妈妈的，
勇敢得走上去，我说了声：“阿姨您好，一元
钱买份报纸，献个爱心。”阿姨什么也没说就
给了我一元钱。我高兴得给阿姨鞠了个躬。

最让我兴奋的是在振兴广场那里，坐了
一排叔叔。我低着头走了过去，第一个叔叔
没买，第二和第三个叔叔也没买，我冒汗了。
接下来第四个叔叔买了，随后每个叔叔没等
我到他们面前，就那出钱在等着我，不一会
就卖了10多份。

30份报纸在好心的叔叔阿姨的帮助下，
不到一个小时顺利卖完了。虽然脸被晒黑
了，衣服被淋湿了。可是晒不掉我胜利的喜
悦，淋不湿我的劳动成果。

我的卖报之旅

昨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要卖
报了，而且卖的还是齐鲁晚报，这让我信心
十足。

因为是第一次卖报，我难免有点紧张。
我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在爸爸的陪同下去
取报纸。

我去了很多地方卖报，先去的是东关市
场。在这附近我卖出十份报纸，许多人都问
我为何出来卖报，我回答说是齐鲁晚报办的
暑假实践活动，卖报钱可以资助一名失聪儿
童，我想帮帮他。

学完萨克斯后我接着去实验二中公交
站牌那里找寻我的“客户”。过了一会儿，一
位叔叔走过来，我迎上前去说：“叔叔，买份
报纸吧！”叔叔回答了我一句“NO”，我在心
里打气：“再接再厉！”没想到过了一会，一位
哥哥和刚才的叔叔一齐向我走来，他们各买
了一份报纸，我开心极了。

下午3点半雨停后，我又鼓足干劲出发
卖报。我在海曲中路一家家商店挨个进行销
售，尽管有很多人不买报甚至赶我走，但我
并没有沮丧。很快我就把所有的齐鲁晚报都
卖完了。我飞快地跑到在利群等我的爸爸身
边，和他打出胜利的击掌。

卖完所有报纸的喜悦和艰辛，只有亲自
体验才会知道。

卖报的喜悦
体验了知道

父母心

“保姆式服务”助

中南部铁路大通道一路畅通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为山西中南部铁路
大通道提供“保姆式服务”，建设开辟“绿色
通道”，超前做好与铁路通道建设相矛盾的
供电线路的迁移工作，有效保证中南部铁
路大通道项目快速有序推进。

(焦见亮 吕文民)

7月份以来，国网日照供电公司突出
“严、细、实”，把抓细节作为排查着力点，明
确责任人和量、质、期的要求，确保逐线、逐
杆、逐台区地开展排查，确保细致入微、没
有遗漏，深入推进汛期用电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 (刘栋 任鲁飞)

“严细实”推进汛期

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强化现场巡视

确保音乐节供电

7 月 19 日，中国日照
国际海洋音乐节在太阳广
场拉开帷幕，国网日照供
电公司提前谋划，组织召
开音乐节保电工作调度
会，安排部署保电措施，设
立现场带班及值班人员，
加强现场巡视，保障海洋
节稳定供电。

(卢小璇 林为宏)

7 月 17 日，国网日照供电
公司配网自动化终端投运总
数 1776 台，实时在线终端总
数 1714 台，在线率达 96 . 83%，
高于国网要求的终端在线率
不低于 95% 的指标，在山东省
各地市供电公司中排名第一，
也为下一步配网自动化实用
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林西玲 郁章伟)

配网自动化终端

在线率全省排名第一

7 月 17 日，在 220 千
伏莒水线现场，国网日照
供电公司组织带电作业
团队成功进行了等电位
带电作业修补导线工作，
标志着日照供电公司带
电作业水平进一步提升，
将有效避免迎峰度夏期
间由线路检修引起的停
电。 (魏延杰 李宜阳)

带电作业
水平进一步提升

□杨文娟

儿子这个暑假参加了齐鲁晚
报的小记者营销秀活动，这几天
陪着孩子卖报纸。让他看行行色
色的人，体会到不同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我自己也是感触多多，收
获多多。

因为路上车多，儿子又没有
同伴，所以我不放心，远远地跟
着，看儿子孤单地适应着这个多
彩的世界。

当他蹦蹦跳跳的，我知道他
的销路还好，看他耷拉着脑袋，踢
着路边的石子，我知道，有些小挫
折。小小的孩子，心里装了好大的

爱心。这么辛苦，是为了能帮一帮
那个失聪的儿童。看炎炎烈日下，
儿子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地一遍
遍说着：“叔叔，献份爱心，买份报
纸吧！阿姨，就一元钱，献份爱心
吧！”

虽然心疼孩子，可我的心里
却暖暖的，很感动。有很多人，平
时并不看报纸，可为了一份爱
心，买了；有的人，家里已经订了
报纸，因为爱，也买了；有许多开
三轮的出租车司机，一听说献爱
心，都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

当然也有冷眼、白眼，也有拒
绝、嫌弃。在他们面前，儿子显得
那么无助，小脸委屈得能下一场

雨。被一位拒绝买报的阿姨呵斥
后，儿子站在那儿，好久没动，我
想过去把孩子拉走，可想想，我还
是选择了观望。

这也是一种教育，让孩子知
道，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宽
容的人，带给人的是舒心；有狭隘
的人，带给人的是闹心；有慷慨的
人，带给人的是宽心，有吝啬的
人，带给人的是禁锢。

卖报回来，儿子虽然很累，
却也很快乐。他对我说：“妈妈，
还是好人多啊！有一位阿姨，看
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又一听说是
献 爱 心 ，一 下 子 要 了 我 8 份 报
纸！”看儿子兴奋的样子，看来负

面的情绪并没有影响他。我释
然：孩子，生活中并不都是阳光，
学会接受，学会淡然，学会宽容
和包容，这，也是一种收获，不是
吗？

真的感谢齐鲁晚报组织的
第二届暑期营销秀活动，让孩子
接触社会，走向社会，认识社会；
让孩子知道，钱也是要靠劳动来
赚取，赚钱的过程会有白眼，有
拒绝，有挫折。也让孩子明白，赚
钱，也需要智慧和勇气。

儿子，为了那个失聪的小伙
伴，加油吧！妈妈支持你，更多的
人也会支持你！
（作者系小报童郑天赫的妈妈）

““小小报报童童””生生活活让让儿儿子子认认识识社社会会

□杨丰恺

本报 7 月 23 日讯(记者 张萍)

本报联合宜生集团举办的“宜生·
齐鲁晚报第二届暑期营销秀”已进
行了3天，虽然遭遇了大雨和高温日
晒等天气，但小报童们却“累并快乐
着”。不少市民听说小报童们卖报是
为帮夜摊“鱿鱼哥”的儿子治疗耳
朵，纷纷伸出援手。一位市民用200

元买了一份报纸。

不惧皮肤晒伤

小报童坚持卖完

小报童金添在卖报时，皮肤被
烈日灼伤，晒得发红疼痛，但是金添
却始终坚持将剩余的报纸卖完；小
报童高英杰闹肚子，一上午跑了四
次厕所，但为了征集爱心款依然忍
着疼痛坚持卖报，最终卖出了75份
报纸；小报童孙宇腼腆害羞，张不开
口，被拒绝5次依然没有放弃，最终
成功地卖出第一份报纸；小报童张
睿想吃雪糕却忍着不买，想把一天
的所得给付博文“治耳朵”……

连日来的天气变化不定，时而
下雨，时而又烈日当头，然而这并没
有阻挡住报童们卖报的脚步。“献份
爱心，买份报纸吧！”一声声稚嫩的
呼唤是孩子们内心纯真可爱的写
照。第一次被拒绝，第一次受到冷
漠，第一次不知所措……这很多的
第一次，频频让小报童受挫，但同时
也让小报童意识到遇到困难，更需
要自己去面对。

市民纷纷献爱心

报童让家长佩服

在听说卖报钱是为了捐助给付

博文治疗耳朵后，孩子们的举动赢
得了很多热心人的认可，他们纷纷
对孩子们伸出援手。

一位市民直接拿出200元钱买
了一份报纸；也有市民买下一位小
报童所有剩余的报纸；还有市民看
完报纸后，又还给小报童，说还能
多卖一次；也有市民成了报童的长
期客户，每天买小报童一份报纸，
将爱心坚持到底。

看到孩子们的表现，不少家长
在心疼的同时，也感到无比喜悦。

“孩子很坚强，如果换作是我，我不
一定比她做得好。”家长周女士说，

“虽然很累，但我们会一直陪着孩
子，和她一起成长。”另一位家长说。

第二期卖报活动

开始接受报名

第二届暑期营销秀第一期将于
本周五落下帷幕，还剩最后3天，第
二期将于本周日启动，目前开始接
受报名。第一期的小报童也可继续
报名参与第二期卖报活动，冲刺本
届小冠军。本届暑期营销秀活动结
束后，本报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不仅有丰厚的奖品，还将奖励现金。

报名须提供孩子的姓名、性别、
年龄、学校以及身份证号码。凡是报
名的孩子，本报均将免费赠送印有
统一Logo的T恤和太阳帽，并为其
购买意外保险。

了解活动详情，还可加入齐鲁
晚报日照妈妈群，群号为230817037。
报名可致电18663392870。报名地点：
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 (位于日照市
住建委东侧，丽城花园西门沿街 19

号楼 105 房间)。

7月22日排行榜

宿潇珈 90份 潘俊林 90份 路凯源 75份
张家齐 60份 高英杰 60份 朱琴乐 60份
高尚 60份 邢一鸣 60份 王熙然 60份
孙同乐 60份 王誉筱 60份

7月23日排行榜

宿潇珈 120份 张家齐 90份 金添 90份
高英杰 75份 王誉筱 60份 王越 60份
邢一鸣 60份 孙坤 60份 丁珩珉 60份
藤凯 60份 孙同乐 60份 谭俊林 60份

▲三名小报童携
手共同卖报。
本报记者 张萍 摄

□金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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