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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卖报记

栏目主持 奶茶姐姐

“一块、二块、五块……”小记者们在仔细地数着自己的劳动成

果。5月13日，60名小记者来到东吴公园，体验卖报活动。他们顶着

炎炎烈日，四处奔波，面对陌生人，鼓起勇气上前尝试售卖报纸。在

分享会时，小记者们纷纷举手发言，总结经验。在这次活动中，他们

品尝到了成功卖出一份报纸的喜悦感；体会到了父母赚钱的不易；在

遭遇了陌生人的拒绝和各种难题的时候，懂得了不能轻易放弃。让

我们一起从“卖报小行家”的文字中发现他们的成长。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小记者
团举行了一次“我是卖报童”活动。我
们将用这次活动挣来的钱为妈妈买一
份有意义的母亲节礼物。

今天的天气可真热呀，太阳把小记
者的脸晒得通红。尽管天气炎热，但还
是抵挡不住我们小记者的热情。我们
先拿出自己的十五元启动资金，批发了
十份报纸，统一参加卖报培训后，就正
式开始卖报纸啦。

我先找到了一位叔叔，我对他说：
“叔叔，您好！买一份报纸吧！”可没等
我说完，那位叔叔，理都没理我就走

了。接着我又把目标锁定了一位带宝
宝的阿姨，我对她说：“阿姨，您好！您
要买报纸吗？我想买母亲节礼物给妈
妈，您能支持我一下吗？”阿姨看着我，
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没拿钱。”接
连受挫，我好失望啊，真担心自己一份
报纸也卖不出去。就在这时，一位姐姐
朝我走来，她问我：“小妹妹，你的报纸
卖吗？几块钱呀？”听了姐姐的话，我连
忙兴奋地说：“四元一份！”姐姐给了我
五元钱，我正要找她钱时，那位姐姐说：

“你这么辛苦，别找啦！”我怀着感激的
心情谢过姐姐，继续卖报，这回我一连
卖了好几份呢！不一会儿，我就轻松地
把十份报纸都卖完了。

我坐在公园的地上开始数钱，一
元，五元，哇，竟有35元钱呢！爸爸看着
我的模样，笑着说：“你真是一个小财
迷。”拿着辛辛苦苦赚的35元钱，我和爸
爸来到了超市，看着超市里琳琅满目的
商品，我一时也不知道选什么。我想起
妈妈最近嗓子不好，于是，我给妈妈买
了几个又甜又香的大梨，准备回去给妈
妈煮梨汤喝。我相信妈妈喝了我煮的
梨汤一定会很开心的，嗓子也会好起
来。

今天我虽然很累，但是我用辛勤劳
动为妈妈换来了一份母亲节礼物，真的
好开心啊！

用劳动换来的母亲节礼物 富春四小 三（1）班吴依朵 指导教师：何丹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
家，不等天明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
……”一大早，我哼着卖报歌，怀着期待
的心情来到东吴公园参加“我是卖报
童”活动，开启我的第一次卖报体验。

熊猫哥哥笑容满面、憨态可掬地介

绍了活动注意事项后，终于开始卖报
啦。我看着公园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紧
张极了，似乎有一只小兔在“咚咚咚”地
乱跳，始终不敢上前吆喝。这时我看见
别的小记者很有礼貌地向陌生人打招
呼，并顺利地卖出手中的报纸。我心里
急了，不知哪来的劲儿，鼓起勇气向一位
大姐姐走去，小心翼翼地问：“姐姐，你需
要报纸吗？”大姐姐犹豫了一会儿说：“不
用了，谢谢！”我一听，像个泄了气的皮
球，无精打采地对妈妈说：“为什么别人
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报纸销售出去，而
我千辛万苦也没卖出一份。”妈妈连忙笑
呵呵地说：“你才招呼了一个顾客就泄气
了？做事不能半途而废，遇到困难不能
退缩。”我一听，又重新鼓足勇气，去寻找
下一个目标。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背着

钓鱼竿、玩着手机的伯伯，我赶紧跑上前
去问他是否要买份报纸，没想到他把我
当空气一般，与我擦肩而过。再次面对
失败，我又不知所措了，可当想起妈妈鼓
励我的话时，我又提起勇气、恢复自信继
续前进。这时，我遇见一位戴墨镜的叔
叔，我很有礼貌地说：“叔叔，请您买一份
报纸吧！”那位叔叔笑眯眯地说：“多少
钱？”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连忙说：“很
便宜的，2元钱。”我收了钱，给了报纸，心
里自信满满。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了这
一次的成功，我满血“复活”，5分钟、10
分钟、15分钟……十份报纸20分钟内顺
利卖完了。

第一次卖报纸的经历我永远不会
忘记，它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艰
辛，并让我懂得了要学会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 富春四小 二（3）班 孙浩城 指导老师：廖冬兰

有首童谣叫《卖报歌》，我今天也
当了一回卖报童，虽然不像歌里唱得
那样艰辛，但也体会到了赚钱的辛苦。

下午1点，这可是一天中最热的时
候，足以考验我们的卖报热情。随着奶
茶姐姐一声令下，我们四散开去。我的
第一份报纸卖给了一位正在搭帐篷的
叔叔。我走上前去推销报纸，他说没有
零钱，我表示可以找零，就这样，叔叔付
了十元，找回七元，我的第一份报纸成
功卖出。不过，叔叔说我卖得有点贵。
我想我是不是该调整价格，正想着，我
看到一位外国友人和一位阿姨正坐在
草地上聊天，其他小记者显然都不敢过
去推销，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为了卖出

报纸，豁出去了，我勇敢地上前一步：
“阿姨，您要买报纸吗？”“哦，多少钱一
份啊？”“两元吧！”阿姨这就要拿钱给
我，但在包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零钱，
只能给我十块让我找零。我和妈妈翻
遍角角落落总算找到八个硬币，递给阿
姨时，阿姨问我有没有纸币，我和妈妈
都很为难，正打算再想办法时，旁边的
外国叔叔微笑着用生硬的中文对我说：

“不要紧，这些都给你！”我简直不敢相
信，问他真的要用十块钱买我一份报纸
吗？阿姨也表示不解，可叔叔很坚定。
真感谢这位外国叔叔这么支持我，让我
信心倍增呢！

有了这两次成功的经验，我渐渐

放松下来，跟“客户”交流起来不会像
一开始那么拘谨了。妈妈还夸我对于

“客户”的询价，会察言观色，还答得非
常幽默。有的阿姨直夸我长得帅，说
二年级就这么能干，我想我该说得俏
皮一点。公园里虽然游人少，但喝茶
的人挺多，在这人口聚集的地方，我又
顺利卖出了好几份报纸。后来我碰到
了同班同学的妈妈，她们把我剩下的
报纸都买了，就像做梦一样！

十份报纸卖完，也差不多到了该
集合的时间，这时候，我已经汗流浃
背，油光满面，赚钱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儿啊！

一次不寻常的卖报体验 富春七小二（1）班邵允昊

星期六的上午，小记者团在东吴
公园举行了卖报活动。

我紧张又兴奋地一路小跑到集合
地点，用十五元买了十份报纸。熊猫
哥哥刚说完开始，我就像一支离弦的
箭第一个跑了出去，我遇到了一位戴
眼镜的叔叔，向他卖出了第一份报纸，
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由于卖报时间
有限，我加紧脚步，一路上问了许多
人，他们都委婉拒绝了。有些路人因
为没带零钱，我们的小记者便推荐用

支付宝或微信转账，真是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啊！更让我惊讶的是，有些小
记者去买了冰棍解暑，他们已经在享
受劳动成果了。而我，只有可怜的两
元钱。

集合时间到了，有的人卖了七八
份报纸，有的人已经全部卖完了，而我
只卖了一份报纸，我不禁感叹，赚钱太
难了，爸爸妈妈真不容易啊。我又想
到了卖报歌里唱的：“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满街跑，

走不好摔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
回家的路上，我失望地对爸爸说：

“爸爸，我今天只卖了一份报纸。”爸爸
笑了笑说：“没关系的，关键重在参与，
你有了这次经历，就会多了很多感悟，
会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啊，相信你以后
会做得更出色的。”

爸爸的话让我如释重负，这一天
的卖报经历让我收获很多。我想，长
大以后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需要坚
持和努力，不能轻易放弃。

劳动最光荣 富春八小 二（1）班 鲁明楷

今天下午，太阳高照，天气非常热，可
是仍然阻挡不了我出门的脚步。因为我要
去参加小记者活动——“我是卖报童”。

来到东吴公园，领好报纸，便迫不及待
地出发了。太阳很大，公园里的人很少，我
去卖给谁呢？这时，我看到几米之外有个
抱小孩的叔叔坐在树荫下。我连忙跑过去
说：“叔叔您好，买份报纸吧！”叔叔很爽快
的买了一份。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想不
到这么容易就卖出了第一份报纸！我看看
妈妈，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妈妈微笑
着不说话，示意我继续。我谢过叔叔又搜
索着下一个目标。这时，我看到一对穿着
靓丽的叔叔阿姨正向我走来。叔叔很帅
气，阿姨也很漂亮，两个人亲密交谈着，有
说有笑。我连忙迎上去说：“叔叔阿姨，买
份报纸吧！”叔叔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连

连摇头。那个阿姨脸上也失去了笑容，拉
着叔叔加快了脚步。只留下我尴尬地站在
那儿，不知所措。妈妈看到了，连忙走过来
鼓励我：“没关系，可能叔叔阿姨有急事，我
们再找找别人看，不要灰心。”“继续加油！”
我暗暗给自己打气，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天气越来越热，我满脸通红，汗流浃
背，可是我一点也没有灰心。经过半个多
小时的努力，我终于把十份报纸都卖完
了。这当中有拒绝也有温暖，最让我感动
的是一位姐姐，买了一份报纸，还给了我一
个大大的拥抱，鼓励我说：“小姑娘，你真
棒！”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活动结束了，虽然挣的钱不多，但这是
我第一次用自己劳动的汗水换来的成果。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小姑娘，你真棒！” 实验小学（虎山校区）二（1）班姜蓉

一直觉得卖报是个新鲜又有趣的活
动，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尝试啦！

一大早我就催着妈妈出门，早早地来
到东吴公园门口集合。等拿到报纸，我急
匆匆的往外走，开始我今天的卖报体验。
广场上空荡荡 ，好不容易看到个人，我赶
紧走上前去：“叔叔，您要买份报纸吗？”“不
要。”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叔叔就很干脆地
拒绝了我。在卖报前我一直信心满满，觉
得这个没啥难的。可现在，我就如被泼了
一盆冷水似的。没关系，不能气馁，我一定
可以卖出报纸的，我给自己心理暗示。

接着，我碰到了一位姐姐，她身上没带
钱，微信就只有 1.8 元，我没好意思把姐姐
的钱全花完，只好按我批发来的价格卖给
她，1.5 元，第一份报纸终于卖出去了。当

时我只想着把报纸卖出去，赚不赚钱不重
要。接下来，我遇到了一位阿姨，她虽然已
经订了《富阳日报》，可还是支持了我，买了
一份报纸。这一次的成功给予我巨大的信
心，我开始向路人推销，大胆地介绍：“阿
姨，您要不要买一份报纸啊？上面有夏令
营的路线，您的女儿正好能去……”还没等
我介绍完，她的女儿就说：“妈妈，快买一份
吧！”我急忙说：“我亏本价卖给您，2 块！”
结果，阿姨大方地说：“我给你 5 块吧！”我
连连感谢阿姨的支持。

十多分钟后，我的报纸终于卖完了，我
体会到了赚钱的辛苦。虽然辛苦，但我却
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
赚来的钱。

快乐的卖报童 富春四小三（5）班李睿铭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周六天空放晴，我们小记者来到东吴
公园，当了一回小小卖报童。我又紧张又
害怕，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看着小包包里妈
妈给准备的零钱，心里更忐忑不安，在想会
不会一份都卖不出去呢？

我们先到奶茶姐姐那每人领了十份《富
阳日报》，领到报纸后，大家一窝蜂地往公园
飞奔而去，都急切地去推销各自的报纸。

我跑着跑着，迎面看见了一位叔叔走
来，我有礼貌地说：“叔叔，要不要买一份报
纸？现在《富阳日报》改版了，内容很丰
富。”叔叔说：“小朋友，不好意思，我家里已
经订了《富阳日报》。”我感到很遗憾。走着
走着，我又遇见了一位老奶奶，我上前询
问：“老奶奶，要不要买一份报纸，上面有富
阳老电影院拆除的新闻哦。”老奶奶说：“小
朋友，我来晨练，没有带钱哦。”

当一次次被拒绝，我也已累得满头大
汗，口干舌燥，这时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有
点垂头丧气了，要不要再继续呢？望着手
里纹丝未动的十份报纸，我想起了妈妈说
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当遇到困难时，要勇敢，要学会坚持。”于
是，我又收拾好自己的心情，继续往前走
去。这时一位阿姨走来，我马上跑过去问：

“阿姨，要不要买一份《富阳日报》？报纸上
有刊登今年小朋友参加暑假夏令营的活动
预告……”阿姨看我累得满头大汗，爽快地
答应了，说：“好，买一份，多少钱？”我说：

“两块钱一份。”阿姨一定要给我 5 元钱，
说：“小朋友，不用找了，多的是给你的奖
励。”在将近一个小时，我终于卖出了第一
份报纸，心里非常激动。

通过这次卖报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
挣钱的不容易，爸爸妈妈平常上班是那么
的辛苦，我一定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小小卖报童 永兴小学三（8）班戴伊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