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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意志和品质，收获友谊和快乐

“报童营销秀”首批名单将确定
本报聊城 6 月 19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现在还
能报名吗，我马上交照
片。”周末， 20 多名学生
现场报名。目前，报名人
数已有 120 人，“暑期营
销秀”第一期名单将确
定。

“报童营销秀”活动
启动以来，城区中小学生
报名踊跃。“哇，报了这

么多，还有好多我的同学
呢。”在报名现场，不少
同学不用家长代劳，自己
带着照片来。他们除了锻
炼自己的独立能力，还想
看看报名的有没有“熟
人”。“知己知彼，才能
打胜仗嘛。”文轩中学初
一学生小旭仔细看了一遍
报名表，找到三四个同
学。“他们几个比我内

向 ， 肯 定 不 如 我 卖 得
多。”他自信地说。

2011 “报童营销秀”
招募以来报名火热，短短
几天已达 120 人。多数已
经提交照片，正式确认。
本周，第一批参加活动的
名单将确定，请未交照片
的同学及时来到本报确
认。(由于报名人数太多，
未及时交照片确认的，将

不能参加活动。)
根据活动安排，报名

须持户口本和两张一寸彩
色照片来现场，报名须登记
姓名、性别、年龄、学校、出
生年月日和身高。报名及咨
询电话：8451234 8277092
咨询 QQ ：912818216 QQ
516833290 。报社地址：兴华
路与向阳路交叉口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

孩子暑期安全，当心！再当心！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暑假临近，孩子们即将迎来快乐的时
光，然而对于家长来说，暑期又是个让人担
忧的时期。回顾往年，溺水、交通事故、火灾
等事故成为学生的头号杀手。本报提醒，学
校和家长要高度重视孩子安全，加强以下
几方面的教育和监管。

不要擅自下河游泳

案例：2010 年 7 月 21 日下午，东昌府
区许营乡，一名 9 岁男童小林(化名)和同伴
去河中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2010 年 8 月 11 日下午，东昌府区湖西
街道办事处，一名 14 岁的女孩小洁(化名)
在河岸边捉鱼时滑入河中溺亡，11 位村民
在三米深的河水中搜寻半小时才把小洁打
捞上岸。

2010 年 8 月 21 日下午，临清市金赫庄
乡发生一起惨剧，两名不到十岁的男孩在
下河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提醒：学生游泳千万不要擅自去
江、河、溪、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或戏水，不要
到无人看管的水域去游泳，特别不要单独
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应选择安全的游泳
场所，最好带上救生用具，并在有会游泳的
成年人陪伴。另外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不
要私自到野外游玩，发现孩子不在家，要及
时寻找。

危险药品远离儿童

案例：2011 年 6 月 15 日早晨，临清市
八岔路镇，一名 5 岁男童在玩耍时，误吃下
多粒拌过农药的玉米粒，经医生洗胃治疗，

男孩脱离生命
危险。

提醒：家
长要经常告诫
孩子，不要随
便服用药物、
野果等。平时
要将药物等危
险品放置在孩
子不容易拿到
的地方。一旦
发现孩子误服
了药物，要尽
快弄清孩子在
什么时间误服
了什么药物和
大概的剂量，并找出药物的包装，为就医时
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如果发现早，孩子暂
时没有什么症状，可给孩子少量饮用温开
水，然后用筷子压住其舌后部，引起呕吐，
排出部分药物后再送医院。

孩子在家要有人看护

案例：2010 年 7 月 11 日早晨 6 点多，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一小区内，由于父母外
出忙生意，一名独自在家的 3 岁男童爬上
窗台，不慎从五楼摔下受重伤，经医院抢救
无效身亡。

提醒：家长由于工作繁忙，孩子暑期大
部分时间单独在家，对此，家长要及时做
好、做细家庭安全教育，要教孩子学会安全
使用家中电器、燃气等设施，掌握安全防火
知识；要教育孩子对陌生人，不轻易开门；

家长在离家时要检查用水、用电、用气的安
全，防止发生意外。年龄小的孩子在家，要
有专人陪护，窗户上要安装防盗窗，防止儿
童攀爬出现意外。

更要看好农村娃

案例：2011 年 6 月 17 日上午，聊城市
经济开发区韩集乡发生一起惨剧，家长带
孩子到地里干农活，一辆联合收割机离合
失控，旋转的滚筒绞住一名四岁男孩，男孩
的姥姥伸手救援时被卷进去受重伤，男孩
不治身亡。

提醒：放了暑假，农村学生很多下地帮
父母干活，对孩子们的监管重任，绝大部分
转移到了家庭，但学校在暑假前对农村孩
子的安全教育也至关重要。

近日，临清市潘庄镇中学全体同学在
教学楼前广场集合，接受假期中的安全教

育。在会上，教师们就遵规守纪、防溺水、
饮食卫生、火灾预防、用电安全等方面耐
心细致地给学生作了一次安全教育课，学
校宣传处印发一份“家长告知书”，提醒
家长加大假期中对孩子的看护和教育。

引导孩子别沉迷网络

案例：去年暑假，记者走访市区主要路
段的 13 家网吧发现，大部分网吧均有未成
人在里面玩游戏。甚至有的未成年偷家长
的钱去网吧。

提醒：孩子整天沉溺于网络游戏、聊天
等，耽误暑假自学、影响视力，甚至受不良
信息的误导，走上犯罪道路。对此，除了相
关部门要加强对网吧的综合治理外，家长
的教育和看管也很重要，可引导孩子多参
加社会实践、辅导班和体育运动。

6 名同学组团报名
本报聊城 6 月 19 日

讯(记者 陈洋洋) 19 日
下午，6 名同学到现场报
名，他们 6 人是朋友，卖
报时也打算组团。

张云坤是文轩中学
的学生，今年上初一，
他带着几个同学一起来
报名。其他人也现场交
照片报了名。张云坤
说，他们一起报名的一
共 6 个人，年龄差不
多，家也离得很近，卖
报的时候正好做个伴

儿。
“小孩子爱扎堆，几

个人一起参加，互相鼓励
更容易坚持下来。”荆雷
的妈妈说，现在的孩子都
是独生子，在家里比较娇
惯，怕夏天天热，孩子“孤
军作战”遇到挫折容易退
缩，就和几个家长商量
着让孩子组团报名。
“给孩子锻炼下挺好，
反正暑假也得参加社会
实践，卖报实践更有意
义。”她说。

活动于 7 月中旬启
动，营销周期为 15 天左
右。参与活动的报童每
人可免费获得 30 份《齐
鲁晚报》，价值 15 元，作
为启动资金。主办方为
每名报童免费提供 T
恤衫、太阳帽和雨伞。30
份报纸卖完后，报童根
据自己的能力再购买

《齐鲁晚报》销售，卖报
收入归报童所有。

活动启动前，主办
方聘请市场营销专家，
对参赛报童进行专业培
训讲座。活动期间每天
统计报童的卖报数量，
并排出名次。活动结束

后，根据报童卖报数量
和其它表现，共评出营
销金奖、银奖、铜奖若
干，并颁发证书。同时设
立“齐鲁晚报营销明星”
若干名，并酌情发奖金。

为宣传与弘扬“卖
报童子军”在卖报过程
中吃苦耐劳、勤奋自强
的精神，本报将开设专
栏或专版，对表现优异
的学生进行重点报道。
同时本报还将组织报童
征文活动，卖报少年可
以写出自己卖报的所感
所想，本报将择优在报
纸上予以刊登。

(陈洋洋)

格活动流程

青少年擅
自下河游泳，
这样很危险。

（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2010 年暑假， 6 名小学生在参加“报童营销秀”体验卖报。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