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0日， 我和几位好朋友一

起参加了卖报活动。 领到了报纸，我

和李博婷、李博宇结伴卖报纸。

我们觉得宜北町的人多应该好

卖报，结果到了门口一看，里面没几

个人。 两个小伙伴都有点害羞，都不

敢进去卖，互相推着。 我也不知道哪

里来的勇气，第一个冲进了宜北町。

我四处寻找， 找了一个最合适的阿

姨，她坐在宜北町靠玻璃墙的那里，

一个人在那里玩手机。 我赶紧上前

去，彬彬有礼地对阿姨说：“阿姨，您

好，我是贵阳晚报的小记者，我们在

做公益活动， 为贫困山区的小朋友

捐款，您能买一份报纸吗？ ” 阿姨放

下手机， 抬起头笑眯眯地对我说：

“我买一份报纸吧。 ” 阿姨掏出一块

钱给我。 居然这么顺利，我成功地卖

出了第一份报纸。 我拿着一块钱，欢

天喜地地跑了出来， 高兴地对小伙

伴们喊：“你们看， 我卖得了一块

钱！” 小伙伴们也跟着我一块儿激动

起来，纷纷问我怎么得来的？ 我给他

们说要勇敢！ 经过努力，我们的报纸

很快卖完了。

虽然今天很热， 但通过卖报的

这个活动，让我收获了勇气和智慧，

同时对山区小朋友献出了一点爱

心，我也体会到了挣钱不容易，因此

花钱要谨慎。 爸爸妈妈挣的每一分

钱都是辛苦得来的， 我们不能乱花

钱。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我还会继续

参加的。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

小行家……” 7 月 20 日， 我参加了

“小小卖报童” 的活动，非常有趣。

参与活动的人可真多！ 有好几

十个呢！ 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要把

卖报得到的钱，捐给山区的孩子，这

是做公益活动。 ” 等我们拿到报纸

后，我就和父母一起出发，我负责卖

报，父母远远地关注我，保证我的安

全。 刚开始的时候，我十分兴奋，左

蹦右跳，信心十足，仿佛变成了一只

快乐的小兔子。我拿着报纸，一看见

人就热情地迎上去，大胆推销，一下

子就卖出去了四五份报纸。 我感到

十分开心， 走起路来口袋里的硬币

一跳一跳的，仿佛在给我加油打气。

卖报进行得很顺利，很快，我就

卖完了十份报纸。 通过亲身体验卖

报活动，我学会了与人沟通，也变得

更加自信。

7 月 20 日，朝霞映照，我们一群孩

子变成了“小小卖报童” ，走上街头进

行公益卖报纸活动。活动所卖报纸的收

入都将捐献给贫困山区小朋友，帮助他

们购买新书籍和学习用品。

刚开始卖报时，面对川流不息过往

的人群，老师教的介绍词、昨晚和爸爸

预演的“台词” 全部忘得一干二净。 我

根本没有信心向陌生人开口，也不知道

怎么推销我手中的报纸。看到同学们纷

纷卖出了报纸，又羞又急的我，声音小

的跟蚊子似的，殊不知，听不清是沟通

的“大忌” ，我遭遇了很多次拒绝。时间

在一分一秒流逝，我手中的报纸没有卖

出一份。 正午骄阳似火，我的信心也在

备受煎熬，好在爸爸、妈妈及时上前鼓

励我：“礼貌、自信、找准对象，谁最有

可能买你的报纸？ 公益即是快乐！ 加

油！！ ” 爸爸妈妈的话，让我一下子冷静

了下来，我明白了，我们的行为是帮助

他人，但是付出也要有方法。 我开始仔

细观察身边的人群，比如，早餐店老板、

路边收停车费的叔叔，他们有时间看报

纸，身上也肯定有零钱，迎面走来买菜

的中年叔叔阿姨，戴着眼镜的他们一定

会支持公益。我开始信心满满地向叔叔

阿姨们介绍“公益卖报” ，还真是功夫

不负有心人，10 份报纸一会儿就卖完

了。满头大汗的我一路小跑，和爸爸、妈

妈来了次开心的拥抱。

通过这次爱心公益卖报活动，不仅

锻炼了我与陌生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还

学会了遇到问题要冷静思考，积极想办

法解决问题。也让我深切体会到了挣钱

的不容易，即便是一份小小卖报纸的工

作也有着别样的艰辛。同时我真心期盼

本次小记者们募集到的爱心卖报捐款，

能插上翅膀， 尽快飞到山区同学那里，

变成一本本崭新的图书，一件件学习用

品， 更希望它能变成一颗颗 “爱心种

子” ，撒向人间每一处角落，绽放出最

美丽的花朵。

饶钰琰在卖报成功后总结道：当她

捧着报纸，信心满满地走向第一位叔叔

时，遭到了拒绝，这令她备受打击。幸得

爸爸不断鼓励，她很快抖擞精神，重新

迈出了脚步。 令人欣喜的是，第二位叔

叔爽快地购买了三份报纸。通过这次活

动，除了让她体会到爸爸妈妈挣钱的不

易， 也让她明白了做事坚持的意义：只

有坚持，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买我报纸最多的是一位带

小孩的阿姨， 她不仅买了我的报纸，还

对她的孩子说， 也要像这个哥哥学习，

这样勇敢。 ”就读苗苗实验学校二（8）

班的张昊彦在分享心得时表示，卖出第

一份报纸时特别激动，被拒绝时有点难

过，当全部报纸卖完后，觉得非常有成

就感。这次的卖报体验，令他收获满满。

回忆这次卖报体验，王素晗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的温度：在得知她卖报是做

公益后，绝大多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都慷慨解囊，让她备感温暖。

“在没有掌握技巧前，报纸很难卖

出去。在一次次失败中，我总结、摸索出

了技巧，很快报纸就卖完了。 ” 黄明慧

用行动证明， 行行出状元就是要用巧

劲，不能傻干、蛮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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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卖报 个个都厉害

有的卖萌、有的自带明星范。 在本

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晚报小记者们展现

了“花式” 卖报。

“伯伯您好，我是贵阳晚报的小记

者，在参加卖报公益活动，卖报所得我

们将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谢谢你

的支持和配合。 ” 长得萌萌哒，说话却

异常老练， 小记者袁静娴的卖报吆喝，

简直无法让人拒绝。

虽然略显羞涩，但是长得娇俏可爱

的小记者张雯清一开口，就让人挪不动

脚步。 花钱买一份算什么，一位老爷爷

直接掏出 5块钱，报纸还没拿走。

穿上代表身份的小记者服，戴上一

副墨镜， 小记者李昀谦卖出报纸后，还

不忘与买报人合影。 那气场，怎么感觉

像是路人与明星合影呢？

刚开始连续遭遇被拒，但没灰心气

馁，越挫越勇的晚报小记者袁俊康在卖

出 10 份报纸，挑战成功后露出了笑脸，

生动地诠释了：坚持是成功的开始。

另外， 记者发现了一个新的亮点：

相较以往的小记者多是在小十字报业

大厦周边卖报，至多走到恒峰步行街或

者甲秀楼，此次在爸爸妈妈的陪伴和支

持下，小记者的足迹已经留在了“花果

园” 、观山湖区。

分享体验 收获都很多

小

记者作品

卖报的感想

朱涵睿 北京芳草地学校贵阳校区四（2）班

7 月 20 日， 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

一天，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走上大街卖报

纸、第一次主动大方地与陌生人交流。

活动开始时，我领到 10 份报纸，信

心满满地走到广场， 拿起一份报纸，锁

定目标， 慢慢走向一位老爷爷身边，微

笑着询问他是否要买报纸。当爷爷往裤

兜里掏钱时，我心里暗想：马上就要成

功了，还挺容易的嘛！我接过爷爷的钱，

递给他一份报纸，看着那平时我看不起

的一块钱，我心里居然觉得像吃了蜜一

样甜。

可正当我心里美滋滋的时候，一朵

乌云出现在我的头顶。就在我得意地走

向下一个“目标” 时，一位年轻的小姐

姐拒绝了我，我受到了打击，可爸爸妈

妈一直鼓励着我，看到爸爸妈妈充满希

望的眼神，我决定勇往直前，把这剩下

的报纸卖出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只卖出了几份

报纸，而且还累得汗流浃背，可我不会

放弃！过了好久，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

于把剩下的报纸卖完了，特别是卖的最

后一份报纸让我刻骨铭心。正当我为最

后一份报纸卖不出去而焦头烂额的时

候，一位哥哥叫停了我的脚步，我回头

一看， 他居然主动向我们了一份报纸！

这让我真的很感动!

����经过了这次的卖报社会实践活动，

我真正体会到了挣钱的不易，我们这挣

的还是普普通通的一元，都已经累得不

行， 而我们还不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不珍惜爸爸妈妈的劳动成果，还大肆花

钱，却不知道这钱是多么来之不易。 我

们应当在往后的生活中， 做到节约、不

乱花钱，学会为爸爸妈妈分担！

7 月 20 日， 带我参加了由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组织的义卖报纸活动，所得

的钱将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

从第一次对陌生人的不敢开口，到好不

容易鼓起勇气向路人开口卖报，结果路

人们对我一次次地摇头摆手拒绝，我的

心情慢慢跌落谷底，退缩和难堪在心里

此起彼伏地交替着。可我还是咬咬牙坚

持着，当第一位爷爷在听到我是义卖报

纸的时候，爽快地买了一份报纸，顿时

我的心里好像喝到了蜂蜜水一样。

可是接下来的卖报仍然不顺利，我

遭到了很多人的拒绝，他们甚至都不愿

意听我说完话就拒绝！看着别的同学都

卖了很多， 我彻底像一只泄了气的皮

球，告诉妈妈我不想卖了！

妈妈微笑着搂着我的肩膀， 叫我

休息一下再去卖！ 最后在妈妈的鼓励

下，我调整了心态，找出了自己失败的

原因， 在傍晚的时候再一次上街义卖！

这一次我不再羞涩，我认真地告诉别人

我们的活动目的，结果 9 份报纸在半个

小时里就卖光了！并且得到了很多爷爷

奶奶的肯定和鼓励，其中一位爷爷告诉

我要勇敢大胆一点，多做一些这样有意

义的事情！ 另外一位爷爷听说是义卖，

一下子就买了两份！还有一位叔叔因为

没有零钱，当我放弃的时候，他让他的

孩子带着零花钱追上了我们。

看着手里用报纸换来的一张张纸

币， 就像看到人们一张张真诚的笑脸！

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

义卖报纸

陈卓欣 会展二小三（1）班

我是卖报小行家

雷步晟 苗苗实验学校二（1）班

卖报不容易

李昀谦 环西小学三年级

卖报体验

蔡静涵 枫丹白露小学二（2）班

合影

小记者和顾客合影

小记者在地铁上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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