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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卖完可拨打15106456961，争夺首日“销售之星”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曲彦
霖 ) 14日，本报“来玉杯”小报童
暑期营销秀第三期的小报童将每
人携带本报免费提供的30份报纸
走上街头，挣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卖 完 手 中 的 报 纸 后 可 拨 打
15106456961，用时最短的小报童可

荣获第一天的“销售之星”称号。
今天将有近200名小报童上街

售报，按照活动规则，每期小报童
上街售报首日都将获得主办方免
费提供的30份《齐鲁晚报》，卖报所
得作为他们的启动资金。

30份报纸对于有的小报童来

说可能很快就会全部卖完，也许还
会有小报童会觉得卖得不尽兴，那
不妨来场高手之间的小比赛，看看
谁将是速度最快的那一个。

前提是公平公正竞争，凭小
报童个人的能力销售完毕，不得
有旁人帮忙，不得随意调改价格

或利用其他便利途径销售，先售
完的小报童可拨打15106456961，
本报工作人员将对您的成绩进
行登记，最终主办方将根据登记
者用时长短来判定谁是第三期
首日的“销售之星”。

如果您是新手也不要气馁，活

动将推出“每日之星”评选，只要您
有特长，有特点均有可能获评“每
日之星”，欢迎自荐或推荐身边的
优秀小报童，用照片或文字记录他
们 的 故 事 ，来 稿 发 送 至 邮 箱
quyanlin88@126 .com，请标注姓名、
年龄、学校和联系方式。

清早，记者在牟平新华书
店门口碰到了已经开工了的小
报童王远，他开心地冲记者笑
了笑，并有礼貌地打了招呼。

王远在父母和同学眼中是
个十足的阳光大男孩。乐观开
朗、乐于助人和同学相处融洽。
只是父母老师会经常抱怨他是
个“坐不住”的孩子。这个“缺
点”在卖报中却成了他的优势。

当记者得知王远经常从卖
报点(牟平新华书店门口)步行
走到中医院时，对他竖起了大
拇指，王远说：“这没什么，走着
走着就到了。”

王远笑着说：“既锻炼了身
体，还把报纸也卖了！多好哇！”
其实，这段路程并不短，沿路要
过三个红绿灯，走一趟要二十
多分钟的路程，从王远口中说

出来却显得如此轻松。
记者一路随着他来到了早

市，他为了去追一个阿姨买他
的报纸，连蹚过了早市门前一
湾浑水都丝毫不知，事后记者
提醒他，他笑笑说没什么。他的
阳光形象和笑容也给了他很大
的优势，很多行人都愿意停下
来买报。再加上他自己总结的
要识趣的“卖报经”，让他30份
报纸很快就卖完了。尽管有时
也会碰到很冷漠的路人，他感
叹道：“社会上什么人都有，还
好我有强大的内心！”

参加活动以来，王远不像
其他小朋友有家长在身边陪
同，他一直自己自食其力。“我
以后不会乱花钱了，挣了钱以
后我要买书看。” 记者 曲彦
霖 实习生 牟玺陆

小报童们，每天卖报过程中，
相信你们都会有不同的见闻，不管
你今天遇到的是趣事儿、囧事儿、
开心事儿、好人好事，还是分享卖
报经验和一路上的收获，都欢迎你
们写下来告诉我们，与大家一起分
享你的故事。对于家长们，看着孩
子卖报中经历的大事、小事也会有
不同的感受，您也想帮孩子记录他
们的成长过程吗？本报开通“一起
售，一起show”专版，这里就是你
们交流的天地，发挥的空间，欢迎
来稿。

来信请注明姓名、联系方式，
稿件可发送至邮箱：quyanlin88@
126 .com。另外，小报童及家长可以
加入咱们的卖报小行家QQ群：
329025971，参与互动。

我们约你来写稿，

分享一路上的收获

一、安全要把关。过马路要等
红绿灯、走斑马线，尽量避开车道。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因为太
专注于寻找顾客，而忘记了留意关
注身边的交通状况。

二、小报童们不要过分贪凉，
也不要贪吃冷饮。尤其是不要卖完
报回家把空调度数开得很低。小报
童们多吃西瓜、黄瓜、桃、苦瓜、番
茄等瓜果。最好的解暑饮品是白开
水和绿豆汤。夏季儿童最常见的疾
病是腹泻，家长可为小报童准备好
绿豆汤解暑。一旦发现孩子不适，
紧急就医。

三、装报纸的书包和袋子。30

份报纸的重量对于孩子来说并不
轻松，有个能装下报纸的背包和手
提袋是最好的。

四、方便携带的小包。最好是
小腰包，这样即能腾出手来卖报又
方便将钱整理好。

五、当有人拿着10元以上的整
钱买报纸时，要注意查看钞票真
伪。

六、帽子必备，请所有小报童
不要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合理安
排时间、地点，错开高温时段。

第第二二期期小小报报童童共共售售出出1144余余万万份份报报纸纸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曲彦

霖 ) 连续的高温天气让第二期
的小报童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桑拿天”的闷晒。尽管如此，大部
分参加活动的小报童们还是一天
也没有落下，坚持到最后。据统
计，第二期共近300人次小报童参
与到活动中，半月时间售报14余

万份。
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让室

外变得像个大烤炉，置身其中，
有种被高温蒸烤的感觉，而小报
童们有时一呆就是一整天。沿着
孩子们发梢滴下的汗水让陌路
人也动了恻隐之心，纷纷停下脚
步支持他们，小报童们感慨，“感

谢一路上遇到的好心人。”让他
们能早些回家喝口水，凉快凉
快。

最终，陈俊良以5630份的成
绩遥遥领先，荣登第二期小报童
获奖名单榜首，“要做就做最好
的！挣来的钱我要捐一部分给需
要的人。”怀着感恩的心，小报童

们不忘回馈社会。
据了解，活动开始后仍有

不少孩子想参加本报小报童暑
期营销秀锻炼自己，他们壮大
了小报童队伍，至第二期活动
结束共计近300名小报童参与，
但其中没有参加完整期活动的
小报童自动放弃了评奖资格。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第二
期小报童共售报 1 4万余份。其
中30名成绩优异的小报童本报
已 经 为 他 们 准 备 了 丰 厚 的 奖
品，营销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获得 5 0 0元、3 0 0元和一份全年

《齐鲁晚报》，此外他们还将获
得免费旅游的机会！

小记者 张广尧

早晨六点半妈妈跟往常一
样带着我领了报纸，我就开始
卖了，今天也卖了二十份，卖得
很快，卖完了才七点十四分，我
们一块去吃早餐，我看到一位
老奶奶坐在餐厅门口，老奶奶
很瘦，头发很白，挎着个包袱，
拄着拐杖。

妈妈着急上班，好像没在
意，急急忙忙的地招呼我进来吃
饭。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老奶奶
进来餐厅跟服务员说了几句话
又出去了。她是不是没有钱买饭
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
妈，妈妈说我说得对，于是，我们

就买了一些包子出来了，可是老
奶奶已经不在餐厅门口，我们在
附近找到了老奶奶，妈妈叫我把
包子给了老奶奶，这时我有点
渴，就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喝了
一口，我突然想起来老奶奶也会
想喝水，于是我又去买了一瓶矿
泉水给老奶奶。老奶奶说谢谢
我。然后我们就去妈妈公司了，
公司的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
都夸奖我是个有爱心的好孩子，
并讨论了该不该把老奶奶送到
救助站的事。

今天我用卖报纸的钱加上
妈妈的钱帮助了老奶奶，我觉得
很开心！我长大了一定努力多赚
钱，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卖报纸的早晨
小记者 朱科颖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
的小行家……”放假期间，妈妈
给我报了小报童营销秀活动。

虽然我以前也卖过报纸，但
跟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次我真正地体会到了挣钱的
辛苦，其他孩子还在睡梦里的时
候，我就起来去卖报，开始了新
的一天的工作。

烈日炎炎，我在太阳底下来
回奔波，用了一上午，才把报纸
卖完。回到家，脚底早已磨起了
泡。这时，心里突然间委屈了，我
想要退缩了。而当我把想法说出
来时，妈妈的一席话转变了我的
想法：“得不得奖不重要，重在参
与。重要的是你能坚持到底，那
样，你就是妈妈心中的冠军。”于
是，我又重新振奋了士气，一咬

牙，一狠心，继续往前冲。
“叔叔，买份报纸吧！”我将

眼光投向经过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次次的拒绝，当然也换来了一
次次的欣然接受。但不管是接受
也好，拒绝也好，妈妈告诉我不
要放弃，面对辛酸苦闷要一笑而
过，不要抱怨。

在这里，我要对所有买我报
纸的人说声“谢谢”，他们每每经
过，都会说一句：“加油，小同
学！”

15天的报童活动结束了。这
半个月来，我不但用自己的努力
换来了应有的报酬，还交到了很
多很多的好朋友，更懂得了如何
与人交流、相处。虽然这次活动
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我以后一定
会多多参与这类的活动。感谢齐
鲁晚报给我这次锻炼自己的机
会。

我是一个小报童

一、提前准备好零钱，五毛的
必不可少。可别因为找不开钱而丢
生意哦。

二、统一的着装。不少曾参加
过活动的小报童都称穿着小报童
服装更好卖。

三、上下班时间卖得好，人流
多的地儿销量高，但一定要注意安
全，拿好钱包。

四、见人就问，嘴甜点。

“坐不住”成了他的卖报优势
获得奖项 姓名 售报份数 奖励

金奖
★陈俊良 5630 500元
★王晓宇（西部） 2460 500元

银奖

★丁佳琪 2050 300元
★贺圣文 1930 300元
★姜家辉 1770 300元
★张堡深 1730 300元
★杨金龙 1700 300元
★贺业林 1662 300元
★孙绎栋 1620 300元
★刘晟辰 1610 300元

铜奖

★王佳璐 1490 全年齐鲁晚报
★朱科颖 1150 全年齐鲁晚报
★李晨旭 1045 全年齐鲁晚报
★鲁俊丞 950 全年齐鲁晚报
★栾诗钰 940 全年齐鲁晚报
★金小婷 940 全年齐鲁晚报
★栾嘉一 900 全年齐鲁晚报
★邵锐 900 全年齐鲁晚报
★孔祥麟 900 全年齐鲁晚报
★刘记伟 900 全年齐鲁晚报
★冯子洋 800 全年齐鲁晚报
★亓静怡 790 全年齐鲁晚报
★王晓宇（芝罘西）780 全年齐鲁晚报
★于馥坤 760 全年齐鲁晚报
★刘统誉 700 全年齐鲁晚报
★张翰月 640 全年齐鲁晚报
★常旭平 580 全年齐鲁晚报
★王俊淋 570 全年齐鲁晚报
★刘震瑜 560 全年齐鲁晚报
★林瀚文 480 全年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来玉杯”

第二期小报童营销秀获奖名单

制图：武春虎

征集令

提醒

支招

“大姨，找您五毛钱。”王远早早就备好了零钱。实习生 牟玺
陆 摄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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