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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白天颗粒无收! 队员们
压力比较大!因此到了晚上!队员们并
没有休息!而是继续在大街上奔波!目
的是为了捞到参赛以来的第一桶金"

队员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发传单!这
是三亚街头比较常见的短期工之一!当
天晚上队员们穿梭在三亚解放路一带
发传单!每个人收入'$元!喜出望外的
同时他们还收获了另外一份惊喜"

因为挑战首日! 队员们还在为过
夜的地点发愁!究竟晚上能住在哪儿#

有的队员提出到学校里去住! 但是这

仅仅是个没有实际操作性的设想!一
来学校放假! 二来学校的宿舍不可能
对外开放$ 那么到#'小时营业的快餐
店去过夜吧!里面虽然环境好!但是毕
竟是个经营场所! 呆的时间久了商家
难保不会下逐客令! 好在队员们幸运
地而又巧妙地解决了住宿问题"

当天晚上队员们遇到了一位三亚
本地的大学生!这位大学生租房住在荔
枝沟!也在搞暑期勤工俭学!卖扇子!几
个同龄人一拍即合!挑战队的队员答应
每晚抽调人手帮这位同学卖扇子!而这
位同学作为回报让他们住在其所租的

房子里!这就解决了住房问题"

%+日凌晨!队员们又早起卖报纸!

赚了(,多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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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存挑战过程中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吃!在多届的挑战赛中!几乎所
有的参赛队员在参赛过程中在吃的方
面显得非常简单! 每顿饭每人平均下
来仅花费%元!甚至更低!一周下来!不
少挑战者已不知肉味"

而三亚队则和别人不一样! 他们
幸运地解决了吃的问题! 正当别的队
员啃馒头喝冷水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

鱼有肉了"原来!队员们和打工的单位
的老板打成了一片! 热心的老板同意
队员们到他家里做饭! 他提供锅碗瓢
盆!但不管饭菜!队员们很是高兴!今
天中午就跑到菜市场买了一条鱼%蔬
菜还有萝卜干! 来到老板家里做起饭
菜!他们没有想到!挑战第二天就能吃
上热腾腾的饭菜!幸福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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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国都市报暑期特别品牌活动((()#,%%大
学生城市生存挑战赛*%*日拉开帷幕后!

)南国都市报官方微博* 就及时在网上跟
进赛事的相关信息!这引起了许多网民的
关注!特别是省内外大学生群体的关注"

今天!网友)啾满*在)南国都市报官
方微博* 留言说+)这个活动从我高三那
一年的暑假就开始有了" 记得那时看着
报纸感动得落泪! 踌躇满志地想着要在
自己年轻的时候和他们一样勇敢" 如今
已离家六年! 那些年轻人做过的事情我
也都经历过!和他们一样受过累%流过汗
和泪! 那些在我年轻时光里陪我走着的
梦!我想我还要承受的更多" *

网友)狐狸*发帖说!这个活动挺有意
义的!现在许多大学生眼高手低!动手能
力差!有的甚至出手阔绰!这样的活动能
增加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他们发奋图
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品质"希望南国
都市报能及时在网上直播赛事动向"

)#,%%大学生城市生存挑战赛*是南
国都市报暑期针对大学生推出的品牌活
动!目前该赛事已举办了七届"-年来!许
多参赛的大学生大部分都已经毕业走上
了社会!在各自行业发挥作用"如果你想
在微博上关注本次挑战赛!请搜索 ).//01

22/&3456&789&7525:;3<#,%%*!将会到达)南
国都市报官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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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进入了
第二天!大学生异地生存挑战赛琼海
队前天晚上摆摊挣的%,元钱!吃饱肚
子后憋足了劲在找工作!目前两名女
队员找到了工作!(名男队员虽然暂
时没有找到工作!但他们打算一边做
些小生意!一边找工作" 队员们的口
号是)只要前行!没有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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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大家
快来看看这些女装了" *%*日晚+时
许!琼海市纪纲街中心市场附近!几
个青年男女组成的一个小地摊格外
引人注目!这里人流密集!似乎到处
充满了商机"但是$人苦守一个晚上!

却难免看是多!买的少的尴尬局面!

每看到一名顾客停下来挑选衣服!$

名队员们一下子热情似火冲上去推
销!可顾客就是只看不买!这可急坏
了大家"

突然!队员们看到周边摊主全都
慌张的收摊逃跑!就在大家还在发愣
之际!队长李华新最先反应过来)城
管来了,*!于是也随着人流奔走")一
晚上躲了两次城管检查! 真是要
命, *李华新说"

临近%,点收摊! 一共赚了%,元
钱!他们马上打包好物品!前往超市
购买打折的快餐%面点!花了+元钱买
回-个馒头和#碗粥!女队员喝粥!男
队员吃馒头"

年龄最小的队员吴琼有气无力
的说!这馒头真难吃!吃了几口就吃

不下去了!现在宿舍里面还剩下(个
馒头$并戏称!昨天喝水后肚子感觉
很饱!今天就奇怪了!越是喝水!肚子
就越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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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时$,分天色刚刚微亮!闹钟
就开始不停的响! 队长李华新一个个
叫醒队员!简单洗漱完毕后!来到南国
都市报琼海发行站领了报纸! 开始当
天的卖报行动"队员们拿到报纸后!兵
分五路前往琼海市各街道和茶馆"

经过一个早上的奔走! 队员们把
%,,份报纸全部卖光!挣了#$元!挣钱
后他们花)元钱买早餐!还是昨晚在超
市买了(碗粥!#个馒头和一包榨菜")这
种感觉真好!挣到钱吃饭了" *王宁说"

队员们在谈到卖报过程中最快乐
事的时候! 吴琼兴奋地说!)卖完报纸

后!用手数着一张张人民币!虽然面额
是一元钱!可心里还是很舒服" *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队
员们一个个有气无力的趴在某餐厅的
桌子上睡觉! 记者追问!)你们不打算
吃午饭了吗# *队员们表示!睡一觉就
不饿了吧,突然!队长李华新说+)宿舍
里面还有(个馒头!可以拿来做午饭吃
掉!大家就不会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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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记者发稿! 琼海队黎苗苗
在嘉积中学附近一家小饭馆找到一
份打杂工作!尽管待遇不高!但是能
解决吃的问题! 她说这样也能给队
里节省下来一笔开支" 女队员王宁
也顺利在爱华东路的一家台球室找
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主要工作就
是帮客人摆球等! 每天能有#,元的

收入"记者问+)你会打桌球吗#当陪
练的话待遇可能比较高" * 王宁说+

)我只知道把黑八打进去就算赢!别
的就什么都不懂了"

又临近晚上!队长李华新在聚集
点安排工作!晚上不再摆地摊!因为
没有人买!生意不好!而且还要躲城
管等$ 晚上大家去金海路各宵夜摊%

=>?等找工作!如果能成功!就可以
马上解决队员的吃饭问题"

)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两天下
来只吃了馒头和粥!顺利的话明天要
改善下伙食" *队长李华新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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