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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售报份数

1 王宜豪 2330

2 王文慧 1830

3 宋朋 1480

4 林熹 1390

5 刘甫廷 1230

6 邵锐 1140

7 王怡丹 1090

8 李鉴宝 1050

9 魏雨潼 1040

10 孔祥麟 590

10 刘记伟 590

12 戴明坤 540

13 金梦圆 530

14 盛文喆 510

15 田略均 500

16 张翰月 490

17 于仕林 480

17 娄维博 480

19 姜悦 470

20 车亚楠 420

21 黄传钦 390

22 王晓宇 320

23 刘乙秀 280

24 张广尧 275

25 田丰 270

25 闫利玮 270

27 林衍宏 260

28 王海润 250

29 付羽平 190

30 孙明慧 180

30 赵航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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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读者/星空

挨挨个个敲敲门门，，培培养养了了一一批批““老老客客户户””
小报童林熹卖报琢磨出不少经验，他准备给妈妈买个生日礼物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王伟
平) “阿姨，买份报纸吧。持续的
高温和雨水天气，导致海参养殖
遭难。32位海外华商有意牵手烟
企……”在福山区永安街家家悦
商场门口，今年12岁的林熹正在
卖劲地吆喝，不时有市民前去买
报纸。

谈到卖报活动，林熹说，刚开
始，是爸妈逼着他来的，他非常不
愿意。上次活动参加得晚，没几天
就结束了。这次得知小报童活动开
启后，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现在
非常喜欢这个活动”。

林熹笑着说，他家在德胜商
城附近住。之前，他都和小朋友
在振华量贩里过假期，三四个小
朋友就一起玩电玩、看电影、逛
商场……一个假期下来，能花上
五六千元。

林熹的爸爸是龙口一所小学
的教师，妈妈则是福山区张格庄完
小的老师。林熹说：“爸爸每天要坐
好长时间的公交车，妈妈放学后，
就开车去接爸爸，他们一般都是晚
上7点左右回家。之前还埋怨他们
回来晚呢。”

自从第一次参加齐鲁晚报
小报童活动后，他便体会到了爸
妈的不易，开始努力地卖报，自
己还找出了一个小诀窍。“刚开
始，我5点多起床，跟着报纸卖得
比较好的王晓宇，学他卖报的经
验。”林熹说，“为了更好地卖报，
我还挨个敲门，在自己的小区里
培养了 1 3个固定客户。”这些固
定客户，一次交5天的报纸钱。另
外，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又在附
近联系了 1 0 个固定客户。林熹
说，通过学习他人，他每天卖报
前都把主要消息浏览一遍，并大
声吆喝来招揽买主。

记者采访得知，林熹在8月21

日售报200份，22日售报300分，并
计划在8月23日内售报400分。“爸
妈挣钱不容易，我要好好努力，妈
妈的生日临近了，我准备给妈妈买
个礼物。”

本报小报童 侯宇翀

快乐的暑假开始了。为
了体验爸爸妈妈上班的辛
苦，锻炼我的自立能力，爸爸
给我报名参加了齐鲁晚报小
报童营销秀活动。

我每天6点多起床，然后
和妈妈到发行站取报纸。刚开

始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开
口，只是站在那里。妈妈鼓励
我说：“儿子，勇敢上去问，这
样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即使
被拒绝也没有关系，要学会宽
容。”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下，
我勇敢地走上前去对叔叔说：

“叔叔您好。我是齐鲁晚报的
小报童，请问您看报纸吗？”叔

叔被我的真诚打动了，很爽快
地买了报纸，这给我很大的动
力。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我始
终用真诚的微笑和甜甜的嘴
巴打动每一位路人。越来越多
的人支持我，我还在小区发展
了好几个固定的客户呢。在这
里我要向买我报纸和给我支
持的人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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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Q 群 ：
329025971，参与互动。

第一期小报童来稿

向向给给我我支支持持的的人人说说声声““谢谢谢谢””

我们约你来写稿，分享一路上的收获

征集令

林熹拎着装满报纸的书包，吆喝着当天的重要新闻招揽“客户”。 本报记者 王伟平 摄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于
涛) 2013年，继2012年演唱会
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动力
火车”组合跟随新专辑重新启
动，满载着关于青春的气息歌
驶向本次的目的地烟台。在
2013动力火车“莫忘初衷·继续
转动”巡回演唱会中，这支老
牌音乐组合将在烟台大剧院
为港城人民献上经典老歌和
最新单曲。

9月22日，2013年动力火车
“莫忘初衷·继续转动”巡回演
唱会将在烟台大剧院上演。从
第一站乌兰恰特开始，烟台的
这次演唱会是动力火车今年
演唱会的第五站。

2000年之后，动力火车以
演唱会的方式进军中国大陆，
同时他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等地也相当受欢迎。直到现
在，很多人去KTV里都会点上
一曲《当》，然后带动包间里的
大合唱。

十多年的时间已经足够
让很多组合解散，可是动力火
车却一直走到了今天，他们对
音乐这条路的坚持让人钦佩。
主唱尤秋兴和颜志琳总是说，
他们和这世界说话的方式，就
是音乐。少了音乐，他们就变
成哑吧，也只有在音乐的世界
中，才能让他们的想法及心
事，让听众接收得到。

所以他们的歌曲情感才
会丰富得令人感同身受，在专
辑介绍中，他们称动力火车

“能够把伤心唱得潮势如虹，
能够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能
够把浪漫唱得苍凉悲怆。”

虽然动力火车已经有4年
没有推出新单曲，但他们仍然
活跃在舞台之上。2010年，出道
13年的他们首次登上大银幕，
在电影《钢琴木马》中出演杀
手的角色。而从2000年至今，动
力火车的演唱会已经超过220

场，在流行歌坛已占有一席之
地。

虽然动力火车还有许多
令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

《忠孝东路走九遍》、《明天的
明天的明天》、《那就这样吧》、

《第一滴泪》、《酒醉的探戈
2001》、《你把我灌醉》等等，每
一首都是可以引发全场大合
唱的经典，但对经历过《还珠
格格》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去
听一次现场演唱的《当》足以
值回票价。

1996 PUB 音雄会合辑
1997 《无情的情书》
1 9 9 8 《明天的明天的

明天》
1998 《台北“LIVE 风

暴演唱会”》现场演唱专辑发
行

1999 《背叛情歌》
1999 《台北“末世纪狂

摇滚演唱会”》现场演唱专辑
行

2000 《再见我的爱人》
2001 《忠孝东路走九遍》
2002 《UPS 不断电》
2002 《MAN》
2003 偶像剧《蔷薇之恋》

电视原声带
2 0 0 4 《就是红》新歌+

精选
2005 电视剧《仙剑奇侠

传》电视原声带
2005 偶像剧《真命天女》

电视原声带
2006 《白色巨塔》电视原

声带
2008 《不死心还在》
2009 《继续转动》

动力火车唱片汇总

““动动力力火火车车””下下月月开开进进大大剧剧院院
“莫忘初衷·继续转动”巡回演唱会9月22日走进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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