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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童营销秀

小冬智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

让让妈妈妈妈多多睡睡会会,,他他主主动动做做早早饭饭

本报泰安7月23日讯(记者 白
雪) 报童陈冬智是个坚强又勤快的
男孩，6岁时已学会做饭。参加营销
秀活动以来，他坚持每天凌晨4点半
起床，第一个到火车站邮局领报点。

“心疼妈妈每天陪我早起，这两天主
动早起给妈妈做饭。”12岁的陈东智
说。

23日，在泰山火车站附近，报童
陈冬智拿着几份报纸，戴着帽子低

头跑来跑去，他依旧有些羞涩，见到
人问是否买报，声音也很小。“您要
报纸吗？”

“我是泰安人，最喜欢看《齐鲁
晚报》，来一份。”一位路人买报时
说。陈冬智高兴地冲妈妈挥手说；

“还剩一份，卖完咱俩都能歇歇了。”
妈妈陈洁说，儿子12岁上五年

级，性格有些内向，现在敢张口挨
个问，她很满意。这些年她一人照
顾孩子，孩子懂事又勤快，6岁已学
会做饭，只是不太善于和陌生人交
流。

陈洁回忆起孩子第一次做饭，
“那时他只有6岁，我外出打工，孩子
一人在家。有一天下班，我发现桌子

上居然摆着三道菜。”陈洁说，看着
小小的儿子，她感动地想流泪，赶忙
拉过孩子问，有没有被油烫到。

“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怎么会
被烫到，我可小心了’。原来，我每次
做饭他在旁边看，偷偷学会了，后来
经常做面条、炒菜，味道真挺不错。”

陈冬智说，“起得早卖得快，活
动开始后，妈妈每天凌晨3点半就起
来做饭，就为能早点到领报点，早卖
完早让我休息。妈妈不容易，我让她
这几天别早起，我做好饭再叫她。”

陈冬智的懂事，让不少报童家
长称赞，报童许志浩的家长宋绪玲
说，现在城里孩子能主动为爸妈做
饭的太少了，这个小家伙真能干。

本报泰安7月23日讯(记者 白雪)

今年首期报童营销秀活动接近尾
声，本周日上午，本报将组织报童在
天平湖壹号售楼处做素质拓展游戏。
火龙果素质教育训练营老师会组织
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周日。

“啥时候去天平湖壹号做素质
拓展训练？”不少家长和报童再三询
问，本周日上午，本报将组织孩子们
去天平湖壹号售楼处举行活动。游
戏可以引导报童体验团体合作的力

量，享受团体合作的快乐，在活动中
还可体会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关系。

“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合群？变成人见
人爱的小明星。本周日，游戏时孩子
会有所启发。”火龙果素质教育训练
营运营主管韩勇老师说。

本次活动所设游戏分为四个，
每个活动时间在30分钟左右。热身
游戏是“说句奉承话”，主要为增进
组员间的熟悉程度。通过对别人优
点的赞扬，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此外，还有“心有千千结”、“突出重
围”、“学动物叫”三个游戏，想知道
游戏内容就去参加吧。

本报小报童和小记者均可参
与，孩子们需和家长一起在28日8点
50分前到达天平湖壹号售楼处，地
址在泰安天平湖东南侧，可乘公交
46路、K29路直达或自驾车前往。

活动时间：28日上午9点到11点
半。

报名电话：6982110。

周周日日去去做做素素质质拓拓展展训训练练
本报报童和小记者均可报名参加

本报泰安7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贾锦锦 )

“现在80份报纸，9点多就
能卖完。”小报童张维尚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记录当天卖报数量和经
过地点，画出线路，总结
哪条线收获多。

两周多的锻炼，报童
张维尚变化不小，由最初
不敢开口的内向男孩，变
为现在主动询问，独立完
成卖报任务的“小大人”。

“刚开始卖 3 0份报纸发
愁，不知道怎么才能卖出
去，现在80份都觉得很轻
松。”张维尚说，多问、勤
问、多跑腿，总结经验，就

会有收获。
不上辅导班时，张维

尚总是领80多份报，上辅
导班时领30份，不管领多
还是领少，他每天都自信
满满。两周多的时间，他每
天坚持记录卖报数量和路
线，分析原因。第二天，直
奔平时收获多的地方。

“开始老是让我跟
着，还让我告诉他去哪、
问谁。为让他尽快适应，
我鼓励他勇敢地问。”张
维尚的爸爸说，孩子像变
了个人一样，由原来的被
动，到现在主动询问，自
己挑选地点，独立完成任
务，他感到很欣慰。

本报泰安7月23日讯
(记者 白雪) 因各自的
队友退出比赛，报童许志
浩和张维尚决定组成一
队，俩人搂着肩膀说，“我
俩天天‘抢顾客’，不介意
谁卖多卖少。”

“妈妈，刚刚有3个叔
叔说要买报，俺俩都跑过
去，结果他们都买我的。”
23日，报童许志浩拉着妈
妈，炫耀着“战绩”。

张维尚说，一会儿咱

再比试比试，看看谁卖得
快，两个男孩笑着说。他
们的爸妈在一旁笑着看，
俩孩子原来不认识，卖报
过程中碰到一起，不知不
觉就好成了好朋友。

“我俩的队友因为各
种情况，大多没坚持下
来，现在我俩就是一队，
再找上几个和我们情况
一样的，一起冲击周冠
军。要是有想入伙的，和
我们联系。”许志浩说。

心里有张地图
卖报不到处乱跑

两个小报童
寻找新队友

本报泰安7月23日讯
(记者 白雪) 报童周盛
隆这两天感冒了，他减少
了订报量，但一直坚持。
23日卖完报，他去医院打
点滴。妈妈很心疼他，也
被他的坚强打动。

23日，在傲徕峰路，
报童周盛隆的妈妈骑着
电动车带着他。“刚刚下
雨太大，回家避了会雨，

天气潮，孩子稍微有点感
冒，本不想让他再出来，
他坚持要把15份卖完。”

周盛隆生病不愿说
话，一直匆匆地找顾客。
不到20分钟，他卖完所有
报纸。

“真挺心疼他，孩子
参加活动确实变开朗不
少，生病还一直坚持，这
认真劲让我也佩服。”

孩子的坚持
让妈妈佩服

陈冬智成功卖出一份报。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7 . 24影讯

先锋影城

《惊天危机》片长135分 票价50

元 09:40 10:40 12:30 13:30 14:30
15:40 16:40 18:00 19:20 20:10

《大明猩》3D 片长135分 票
价60元 10:20 12:50 17:20 19:50

《重返地球》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1:00 13:10 17:10 19:00 20:50

《天台爱情》片长117分 票价
50元 10:00 12:10 15:00 20:30

《笔仙Ⅱ》片长94分 票价50元
11:20 14:00 16:10 18:40 21:00

《火焰山历险记》
片长84分 票价50元 18:20

《赛尔号3战神联盟》3D

片长100分 票价60元 15:20

地址：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大明猩》3D
11:40 14:30 16:00 18:10 20:20

★《笔仙2》
10:10 13:30 15:30 19:20 21:20

★《惊天危机》 09:50 11:20 12:
20 13:50 14:50 17:20 19:40 20:40

★《火焰山历险记》12:00 17:40

★《追踪长尾豹马修》10:40

★《重返地球》
12:40 14:10 16:20 18:30

★《天台爱情》09:10 17:00

★《赛尔号大电影3之战神联
盟》3D 09:30:19:10

★《功夫侠》 21:00

◆欢乐暑假尽在奥莱影城！即
日起到8月31日，凡是学生持
2013年6-8月印有学生票样的
火车票以及本人学生证，可到
奥莱影城前台兑换限时观影
券一张。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七乐彩 第2013Q084期 02 03 05 08 15 18 26/30
23选5 第2013W197期 04 10 12 15 22
3D第 2013D197期 115

双色球 第2013S085期 02 08 12 14 16 32/16 (孙思荣)

排列三 第13197期 2 8 0

排列五 第13197期 2 8 0 4 1

七星彩 第13085期 4 6 6 1 4 3 1

（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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