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姓名 份数

第1名 田国凯 1840

第2名 辛天翔 960

第3名 刘梓洋 920

第4名 李盈萱 770

第5名 张芮豪 720

第6名 邵佳昕 700

第6名 宁靖茹 700

第8名 孙瑞晨 690

第9名 董佳琪 670

第10名 董佳昕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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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容容传传热热情情，，报报童童与与顾顾客客成成朋朋友友
活泼可爱、善良坚强的小报童卖报同时将快乐带给市民

小报童英雄榜

清晨，伴随着鸟儿的鸣叫，我和
爸爸一起出发了。

我插完报纸，同爸爸一起来到
了早市，不一会就卖出了10份， 我
开心的不得了，吃过早饭，我又来到
张店义乌小商品城卖报。我在一楼
问了好几个叔叔阿姨，可都没有卖
出去，我并没有气馁，又来到了二
楼。“叔叔，您买报纸吗？五毛钱一
份。”“你们这是一个活动吗？”“我们
这是齐鲁晚报小报童暑期营销秀活
动。”“好，我支持你一下，来一份
吧！”不一会儿我就把剩下的20份报
纸也卖完了。

通过今天卖报纸，我发现叔叔
比阿姨买的可能性大，最好是把报
纸卖给那些生意不忙的人，我相信
我明天一定会卖出更多的报纸。

张店第八中学初一七班 年书璇

最好把报纸卖给

那些不忙的人

“鸭蛋叔叔，这是您今天的
报纸。”在张店八大局早市上小
报童吕芸汐给一位卖咸鸭蛋的
摊主送报纸，早市上有不少摊主
是她的老主顾，由于记不住名
字，她便以昵称代替，“鸭蛋叔
叔、水果阿姨、酥饼叔叔……”这
些称呼令人捧腹。

每天早上吕芸汐都会留一
份报纸去给自己的“老朋友”送
去。这个“老朋友”的年龄跟5岁
的吕芸汐比起来，是她年龄的十
几倍。“奶奶，小燕子刚刚出生为
什么不会飞啊！”“因为它羽毛还
没有长丰满。”“那它掉下来会不
会摔死啊？”“不会啊，燕子妈妈
会保护它。”“燕子妈妈真好。”

“世界上每一位妈妈都会像燕子

妈妈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的。”
吕芸汐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自己
的妈妈。像这样的聊天每天都会
进行20分钟。“她问的好多问题
很有意思，每天跟她聊天我很开
心，如果她不卖报了，我还真不
知道早上干点什么好呢。”跟芸
汐聊天的这位女士说。

吕芸汐的萌宠可爱逗乐了
买报的市民，而她也在和顾客的
交流中，获得了更多乐趣。“这个
活动中，芸汐的报纸数量不是最
多的，但她却获得了很多快乐，
收获了很多人的爱心。我们已经
满足了。”吕芸汐的妈妈说，孩子
天性中活泼善良的一面也在众
人的呵护下得到了成长，这是最
宝贵的财富。

经历风雨考验，小报童坚持到底，本报第二期营销秀今日落幕

营营销销秀秀酸酸甜甜苦苦辣辣中中收收获获成成长长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刘

光斌) 7日，本报2015年第二期
小报童暑期营销秀将落下帷
幕。近200名小报童在经历了烈
日、阵雨的考验之后，最初的羞
涩已经退却，代之而来的是耐
心、毅力以及热情。“有了营销
秀，这个夏天更有意义。”小报
童田国凯说。

6日早，张店城区的连续降
雨并未没有削弱小报童们的卖
报热情。小报童们在父母的陪
伴下准时来到取报点领取当天
的报纸。“今天可能要卖到下午
了。”小报童田国凯知道下雨天
会对卖报速度造成影响，但对
已经历两次雨中卖报的他来
说，这已经不算什么。“关键是
不能把报纸淋湿了。”

像田国凯一样，从7月27日
开始，参加第二期营销秀的200

余名小报童便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挑战，先是连续的高温考验，
后来便是多场暴雨、阵雨的干
扰。小报童们在实践中摸索出
了适合自己的策略，并逐渐成
长为一个个营销小能手。

小报童刘子涵、刘默涵姐
妹在活动中完成了一次巨大的

蜕变。活动之初，两人因为屡次
被拒绝甚至吞声哭泣。在家人
的支持和鼓励下，两姐妹每天
的卖报份数逐渐增加。“经过活
动的磨练，她们的羞涩渐渐没
了，越来越放得开了。”两姐妹
的舅舅说。

“对孩子来说，卖报是一件
看似简单，实际上有很多困难需
要克服的事情。这个暑假，孩子
们因为营销秀而变的充实。家长
市民的支持，营销秀的酸甜苦
辣，都会转化为他们成长的新动
力、新养分，相信小报童们有了

这份经历，便能够更加坚强地面
对以后所遇到得挫折和困难。”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心理学教
授刘海鹰鼓励小报童，在敢于迈
出第一步之后，要保留这份坚持
到底的精神，将其融汇到生活学
习的其他方面，从而茁壮成长。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实习生 周一 胡明 胡泉

卖完报纸后，和“老朋友”聊20分钟

每天给顾客讲新闻，成了顾客开心果

小报童顾鸿锋在张店西
二路农贸市场上推销报纸。他
用自己的“秘密武器”每天不
到1个小时就能将手中的报纸
都卖完。而且在农贸市场里许
多店铺的老板也记住了这个
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每天卖报前，顾鸿锋会让
父母给他讲当天报纸上有哪
些有意思的新闻，且牢牢记在
心里。等到了农贸市场，他看
见哪一家店铺开门了，便站到
老板面前用稚嫩的口气说：

“叔叔，今天报纸上说红莲湖
里跑进了一只鳄鱼，我这里有
详细的报道，您要不要看看。”
老板听了问他：“你知道鳄鱼
长什么样吗？”顾鸿锋便用两
只手比划着鳄鱼的嘴一开一

合，对老板说：“你看就是这
样。”老板被顾鸿锋可爱的样
子逗得合不拢嘴，边从抽屉中
拿钱边说：“明天你一定要来，
再给我讲讲新闻。”

一来二去顾鸿锋成了这
些客户们的开心果。农贸市场
的一位老板说：“这孩子很有
意思，这几天他天天来，我们
都很开心，要是有一天他不来
了，我们还不适应呢。”

顾鸿锋的妈妈说：“孩子
喜欢和人说话，但见到陌生人
有时会腼腆，因为以前在家里
他只能和我们与他爷爷奶奶
说。现在参加活动后，他更开
朗了，见到陌生人也不羞怯
了，他真的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一次。”

(截至8月6日)

打开电脑，切换出输入法，开始打
字，心中却是五味杂陈。向那远去的12

天挥手告别，心中竟有些许不舍……
回首这12天，风雨兼程，我努力迈

出每一步，卖出每一份报纸。
4时30分，闹钟会先叫醒母亲，接

着母亲就开始揉着惺忪的睡眼开始
给我做早餐。10分钟后，母亲便会把我
叫起来，洗漱之后吃饭。而就在我吃饭
时，母亲通常会小憩一会儿，因为凌晨
这么早起，她实在是吃不消。为了能让
母亲多睡一会儿，我通常都会细嚼慢
咽，尽量拖延时间。大约5时15分，母亲
用自行车带着我赶往报社。和我一起
插完报，她经常会累得直不起腰来，我
看见了，暗暗攥了攥拳头，心中暗想：
母亲，我一定会努力卖报，让您欣慰！

接下来，就是我漫长的卖报时间
了。上午天气很好，但不一会细密的汗
珠就顺着脖子流了下来。我用手背稍
稍地擦了擦，再看向手拉车里，还剩一
大半报纸。顿时，一股失落感从心底油
然而生：卖了两三个小时，才卖出这一
点，如何不让人叹息？于是我给母亲打
了个电话。她听说我卖不出去，急忙从
家里赶过来，用最温柔的语言安慰我，
并提议回家先休息休息。但越是劝我
回家，心中的自尊心却暗中作祟，我不
知怎的，竟选择不回家休息，一定坚持
卖完手拉车里的报纸才行。于是，我向
妈妈挥了挥手。

时间临近中午，但我还有将近
10份报纸没有卖完。我心中就像有
一团火焰正在燃烧一般，灼得我焦
急万分。我想放弃，而心中那个美好
的梦却一直支持着我，让我坚持下
去。终于，提着空空的手拉车的我站
在了家门口。看着熟悉的家，熟悉的
人，再回首这12天的坚持，风雨无
阻，心中的不舍更被放大……

张店新元学校初三一班田国凯

努力迈出每一步

流过汗方知不舍

十余天的小报童营销秀落下帷幕，活动中处处可以见
到小报童们热情、活泼、充满正能量的身影。他们收获了成
长，同时也把欢乐留给了顾客，有的小报童甚至与顾客成了
好朋友。营销秀的顺利进行，与市民的支持分不开，而小报
童们则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着一份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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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报童邵佳昕每天早上领完报纸首先给固定客户送去。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范迎新向市民推销自己的报纸。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和羊奶吧老板互相照顾生意

孙瑞晨一直在张店和平
路上卖报，他能跑爱问，只要
遇到行人，他就会蹦蹦跳跳地
冲过去。“我有一点儿经验，脸
上要保持笑容，笑就有人来
买。”孙瑞晨总结着自己的心
得。他的笑容传递着热情，哪
怕被拒绝了，脸上的笑容也不
会因此减少半分。很多市民受
到了感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
活泼开朗的小男孩。

马路上凡遇到门头店，孙
瑞晨都要走进去问问。时间一
长，那一带的不少商家都认识
了他。孙瑞晨的主动大方，赢得
了不少老主顾。

“和平路上有一家羊奶
吧，孙瑞晨每天都会给老板送
一份报纸过去。老板看见他就
会笑着调侃，‘你又来让我出
钱买你的报纸了’。”妈妈说。
有一次，妈妈和儿子一起走进
羊奶吧买奶，老板一眼就认出
了每天来卖报的孙瑞晨，笑着
和孙妈妈“唠扯”：“这是你的
儿子啊？这么小就这么能闯，
真是个好孩子。你们在哪里给
孩子发现的这个活动？挺有意
义的。”一来二去，孙瑞晨和对
方混得熟了，也时常买这家羊
奶吧的奶喝。两个人彼此“照
顾”生意，成了互相的客户。

报童·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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