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排名(截止到6日12时)

排名 姓名 票数

1 杨一冉 1230

2 刘一诺 860

3 张祥烁 850

4 刘若晨 684

5 韩明泽 647

6 贾睿喆 541

7 田浩田 522

8 李佳怡 418

9 贠若晴 400

10 丁玮业 377

11 闫承宇 336

12 王婧怡 328

13 侯荣靖 311

13 侯万丰 311

15 付昊宇 266

16 孙振波 247

17 郭昭阳 239

18 朱学聪 237

19 万浩然 235

20 赵英博 229

21 胡艺霏 213

22 朱学涛 182

23 田欣茹 172

卖报排名

1 杨一冉 730

2 王亚欣 430

3 刘传肖 400

4 田浩田 390

5 许静雯 330

6 郭正 250

7 孙振波 180

8 苗益萌 160

9 万浩然 150

10 贠若晴 140

10 朱魏琪 140

10 朱学聪 140

10 张祥烁 140

14 朱学涛 130

14 付昊宇 130

14 刘若晨 130

17 田宝硕 120

17 庞文硕 120

19 肖雅慧 110

19 闫承宇 110

19 胡艺菲 110

19 魏佳轩 110

19 魏佳琪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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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修线路 工作时间 检修原因 停电区域

1 10kV顾庄线

8月14日

7:30-14:30

更换10kV顾庄线

02开关进线PT

东风一队、双庙鱼池、东风面粉
厂、东风低温库、东风恒温库、顾
庄、顾庄村、道口铺街道办事处
中心敬老院、东风、顾庄南、顾庄
北、黄瓜园、王海贯、王庄、双庙
南、双庙北、四李东、四李西

2

10kV建设东Ⅱ线

武警支线武警分

支线王屯窑厂(472

#公变)

8月18日

7:30-17:30

更换10kV顾庄线

02开关进线PT
王屯窑厂

3 杜庄台区
8月20日

7:30-30日19:00
杜庄低压
台区改造

杜庄

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

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公告如下：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
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聊城供电公司 2015年8月6日

经历过烈日当头、大雨瓢泼，经历过开口艰难、多次被拒……

小小报报童童不不怕怕受受挫挫，，擦擦干干眼眼泪泪再再来来
本报聊城8月6日讯 打着哈

欠强迫自己早起领报纸、下再大
雨也要坚持把报纸卖完……第二
期“小报童”上街以来，孩子成长
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

“早上不到6点就醒了，嚷嚷
着要早点来卖报。”6日早上6点
多，在邮局大厅内，一位小报童打
着哈欠领报纸。家长称，孩子对小
报童营销秀的热情很高，每天起
床比平时上学还早，上午卖完报
纸，下午还积极地去上辅导班，社
会实践和学习两不误。不到7点，
小报童集合完毕后，邮局工作人
员和本报工作人员为小报童们分
发报纸。小报童数报纸、抽报纸、
叠报纸。每位小报童动作都很熟
练，就像是专业的发行人员。“才
几天功夫，孩子们变化真大，熟练
了很多。”

很多报童第一次卖报时，声
音特别小，不太敢向路人开口，喊
出第一声卖报时，脸都红了。虽然
很努力地尝试，但卖出一份报纸
总感觉艰难。

小报童们也总结了很多卖报
经验，比如：早上，早餐店等地方
的人多，而且都有零钱，卖得比较
快；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卖报时
都要面带笑容，保持热情态度；看
到你的热情和亲切，大多数人都
会买份报纸。

前几天大雨，杨一冉当天订
了200份报纸，“卖不完不回家，坚
决不带一份报纸回家。”孩子的坚
持令成年人动容，大雨中，很多市
民买她的报纸。类似的故事有很
多很多。卖报的过程中，腼腆的孩
子变得越来越大胆，跟人交流明
显熟练多了。虽然所有的小报童
都曾经在第一天卖报受到多次

“被拒绝”的打击，家长们都有点
担心孩子会放弃，但没想到，乐观
的孩子持续坚持着，腼腆的孩子
有些哭过之后，继续卖报。

很多小报童表示，和小伙伴
一起卖报比自己在家更开心，他
想继续，也要向小伙伴多学习点
经验。

小报童暑期营销秀中,常常
可以见到爸爸妈妈的身影,他们
在活动中对孩子的陪伴和鼓励,
让孩子在挫折中能够迅速找到方
向。而小报童们也通过坚持卖报,
从汗水和泪水中懂得了父母的
爱,为妈妈买早饭、为父亲擦汗,点
滴细节反映着孩子的成长,也映
衬出一个家庭的幸福。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公益育儿讲坛受欢迎
关注宝宝未来，育儿讲坛免费授课

8月1日上午，东昌府区
妇幼保健院第三期大型公
益育儿讲坛如期而至，区
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孙来
信主任以《高危儿早期识
别与神经运动发育异常的
处理》为题进行授课。孙来
信主任深入浅出，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家长讲解，
吸引了近百名家长听取讲
座，讲座受到家长们的欢
迎。

据了解，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于7月份启动公
益育儿讲坛，每周六上午
面向社会公开授课，医院
资历较深、临床经验丰富
的儿科专家团队担任讲
师。

初为父母，大都没有
系统科学的育儿观念。怎
样做才能让孩子身心全面
健康地成长？生病的宝宝
该如何照顾？如何给宝宝
挑选疫苗？围绕孩子的N多
问题，如何做好孩子身边
的健康管家，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立足公益，围绕
身边现实问题，面向社会
开设公益育儿讲堂。

育儿讲堂授课内容涉
及孩子从出生到整个儿童
期，从“教、育、养、疗”四大
主题，“生命之初”、“科学
喂养”、“健康呵护”、“早期
教育”四大阶段入手，设计
课程，以父母、家庭为核
心，提供生长发育监护、

疗、养、咨询四大板块连续
服务，全面助力孩子健康
成长。

8月8日 (周六 )上午9
时，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
育儿讲坛将围绕新生儿早
期疾病的识别展开论述，
届时家长们可按时到医院
听取讲座。

(王兴美 李婷婷)

儿童康复中心孙来信
主任给家长授课。

腼腆男孩陈志硕：

只要鼓起勇气，就做得很棒

本报聊城8月6日讯 安
安静静地站在路边，抱着一
摞报纸，瘦瘦弱弱，腼腆踌
躇，这是陈志硕给人的第一
印象。

今年的他八岁，但是却
没有同龄孩子那样健壮，站
在路口的他，很容易就被人
群所淹没，穿梭在人流中，他
只是安静地站在路人面前，
害羞胆怯，有时来买报的路
人会不禁疑惑地问道：“孩
子，你怎么不说话呀？”。这种
情况下的陈志硕，会显得有
些不知所措，卖出一份报纸
后就快速地跑向妈妈，希望
可以获得更多的勇气。

瘦弱的陈志硕，很容易

激起阿姨叔叔的爱心，所以
他的报纸销量并没有因为他
的腼腆而受到影响，这对于
陈志硕的卖报成绩来说或许
是一件好事，但是在陈志硕
的妈妈看来并不是这样，她
坦言说：“我并不想让孩子追
求成绩，只要他得到锻炼就
好，起初孩子想报这个活动，
我不同意，我心疼他啊，他长
得那么瘦，身体也不是很好，
怕影响他健康，本来全家人
都让他放弃，但他很坚持，最
后拗不过他，想想这个活动
也是很锻炼人，就随他了，现
在就每天陪着他，给他鼓励，
其他方面也能照顾着，这样
我也放心。”

卖报小明星杨一冉：

每天第一个到，卖报上了瘾

本报聊城8月6日讯
6日一大早，小报童杨一冉
成为第一个前来领报的小
报童。她自从参加卖报以
来，再也不睡懒觉了，每天
很早起床去领报纸。她说，
卖报让自己收获满满，对
卖报已经上瘾了。

杨一冉的妈妈曾经不
太 希 望 孩 子 参 加 今 年 卖
报，担心需要陪伴杨一冉，
而 没 时 间 照 顾 更 小 的 儿
子 。可 杨 一 冉 因为去年没
能拿到第一，今年一定要争
第一。

伴着鸣笛声，墨绿色的
运报车缓缓而至，杨一冉立
马站在领报处领取当天的
报纸，只见她脸上始终挂着
微笑，乐观开朗又爱聊天的
她说，大雨那天卖报最困难
了。那天，她询问了很多人，

走了很长的路，才把所有的
报纸卖出去。“就是坚定一
点：卖不完不进家门。”

确定了“争第一”的目
标，杨一冉每天都早早起
床，背上背包和妈妈一起领
报纸，商场、路口、早餐店、
银行、车站、沿街商铺都留
下了她卖报的足迹，这让她
很有成就感，用杨一冉妈妈
的话来说就是对卖报纸“着
了魔”。

当天，合完报纸后，杨
一冉早早地兴匆匆地出发
了，劲头十足。杨一冉说，每
卖出一份报纸，都给了她一
份鼓励，现在走在路边上有
些老主顾都能认出她来，当
别 人 称 呼 她 为“ 小 报 童 ”
时，她感到非常“荣耀”。不
光卖报第一，她的微信投
票排名也位居榜首。

公园门口，小报童胡艺霏、陈志硕、庞文硕在比赛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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