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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福彩
有个约会

30年，在历史长河只是浪花一朵，于人
的一生却是举足轻重。年过半百驻足回望，
蓦然发现，职场30年来一直有福彩如影随
行。她以独特的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相识：方寸之间妙趣生
1987年7月工作时并不知道我的工龄

与中国福彩同龄，巧合的还有，首份单位
“福利”便是两张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说
是福利，其实从工资中扣了2元钱。虽然没
人中奖，但同事对这利国利民的“摊派”
都没意见。

从陌生到熟悉仿佛就在瞬间，人们神
速地喜爱上这一充满趣味的新生事物。上
世纪90年代，到体育场摸奖已成年俗。年
初五开始，盛装的人们从街巷阡陌涌向体
育场。大操场上彩旗飘扬，巨幅展牌标着
兑奖图，领奖台上奖品琳琅满目，大喇叭
里播着中奖信息，传说有人在弃票中捡到了
大奖……中奖是幸运，无奖献爱心，与其说
彩票是百姓圆梦财富的捷径，不如说彩票成
了娱乐生活的精灵。启东人民对方寸彩票热
情如火，1999年春节曾创造了1500万元的
大奖组销售传奇。

相知：温暖关爱显公益
新世纪进入电脑票时代，在“2元可中

500万”的眩目光环下，我因采访走近福彩
的公益内核，获知福彩是为发展社会福利
事业筹集资金的公益平台，每销售100元
就有约30元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

2010年5月，适逢全省地市福彩中心
主任会议在启召开。我采写了通讯《福泽
东疆、彩绘民生》，追溯近年福彩公益金参
建的民生设施——老年公寓、中心敬老
院、九令殡仪馆……这些数百上千万的投
入，实实在在地造福于民。感触更直观的
是，同年暑假我认识了小瑾。身处低保家
庭的她自信阳光，中学时就曾得到福彩资
助。这年高考她如愿以偿，就在养父为学费
叹息时，“福彩圆你大学梦”活动雪中送炭，
为小瑾铺就了希望之路。

相交：携手福彩传爱心
2014年初，传来启东跻身全省福彩销售

十强的喜讯。没想到的是，一年后我会代表
启东走上省福彩工作会议的主席台，捧回第
二块“十强市”奖牌。

成为福彩一员是在2014年11月。从局
外旁观到置身局内，除了讶异于游戏票种
的丰富多彩，更强的冲击体现在一串串数
字——近120个站点每年营业358天，每天
工作十几个小时；2012年起年销售超亿
元，筹集公益金超千万；2016年第4次蝉
联全省十强……每个数字后面都有生动的
故事，每个故事都印刻着福彩人的淳朴与
执着。一位老销售员，平素不走亲戚不逛
商场，硬是将日销量从6元做到了14万的
峰值。事业有成的儿子劝母亲退休享福，
可她却舍不得倾注心血的彩票站和熟悉的
老彩民。她和无数默默无闻的福彩人一
道，用爱心经营爱心，将万千彩民的点滴
爱心汇聚成了爱的洪流……

约会福彩，与爱同行。从1987到2017，
福彩步入而立之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
长为中国最大的公益慈善事业；30年，我从
青涩之年步入职场尾声，有缘亲历福彩的诞
生与发展，有幸亲为福彩事业添砖加瓦，我
由衷地骄傲与自豪。我知道，作为职业，我与
福彩的约会有期限；但我坚信，福彩“爱”的
主题恒久远。

“黄家花苑”
里的笑声

大姐是个资深“彩迷”。对她来说，生活
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去
打彩票。我记得她和儿子最精彩的一句对话
是“儿子，能不能别炒股了？”“妈，你能不能
别买彩票了？”结果，母子二人谁也没妥协，
依旧各人坚持各人的爱好。

大姐是个退休工人，月退休工资两千
多，平时省吃俭用，但平时玩起彩票来，
却舍得投入。虽然每次投本不多，每天也
就是一二十元，但每月在彩票上也要有个
五六百元的开销。我总想着大姐坚持了那
么多年的彩票，你要说服她不买，肯定没
门，再说大姐也振振有词，买彩票有啥不
好啊，能够中当然开心，不能中也是为福
利事业作贡献。

微信忽然之间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我突
发奇想，我们建个家族群，把全体黄家成员
聚在一起，有事号召一下，既方便还能增强
彼此感情。

于是，“黄家花苑”建起来了，起初的几
天热闹过后，大家又重新归于平静。想起大
姐每日必买的彩票，我提议大家合买，每家
投资几百元，由大姐统一定时买好。这样既
满足了大姐每日的彩票欲，也可以让大姐减

轻一点购买彩票的负担，还可以增进兄妹之
间的感情。

提议很快一致通过，做过财务总账会计
的二姐还主动承担起账目核算任务。可谓

“麻雀虽小还五脏俱全”。
于是，每天晚上“黄家花苑”里热闹非凡

——二嫂说了16，大姐说个8，外甥女说24，
侄夫说31，最最搞笑的要数三哥的小孙女，
刚刚两周岁，群里最活跃，一会大婆二婆三
婆，一会儿嬢嬢姑父小姨，叫得那个甜，引得
大家笑声阵阵，开心得不得了。三嫂还把数
字做成一个个纸团，让小宝摸出来。经过集
体协商之后，组成了几组号码，然后第二天
大姐负责打出来。

常常是这样一组画面：大姐，今天中
奖了没？没有，哎呀，就差了两个数字，
要是这个数字换到那组上就中了。没事，
大姐，今晚我们继续，大家准备好去南京
领奖。哎哎，领奖的时候穿什么衣服？要
不要统一服装？戴不戴墨镜？包车去还是
包机去？

这样的画面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虽
然集体买彩票一年多来从未中过大奖，最
大的一个奖是二百块，但大家每天开心快
活的情绪感染着所有人——“黄家花苑”
成员几乎每天都是上扬着嘴角进入梦乡。

自从七八年前爸爸过世后，我们姐妹兄
弟七个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忽然
之间感觉亲情似乎也变淡了不少，自从大家
集体买彩票之后，不仅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忽
然融洽了许多，就是侄女外甥女侄子外甥之
间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尤其是逢年过节大
家互赠的礼物看着都开心。

彩票没有给我们创造出一夜暴富的奇
迹，却忽然连接起我们似乎缺失了的亲情，
而这才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财富啊！而且我
们约定：如有中大奖，一定一起来回馈社会。

大爱长歌（组诗）

福彩，点亮一盏灯
夜里总有幽暗，凉风和孤寂
总有不能说出的贫苦
萦绕生活，让人无法安眠

福彩，庄重地点亮
一盏大爱之灯
大片的黑被驱散
愁苦的人们，被照亮心灵
看到了即白的黎明

这盏希望的灯
一举就是光辉的三十年
一举就是温暖的三十年——
孤寡老人得到及时的雨露
贫困学子迈进了大学校门
灾区民众获得重建家园的勇气

广袤的神州大地，福彩这盏灯
怀抱着博爱的灯芯
燃得持久、灿烂
无数人献出绵薄之力
滴下的炽热灯油
浇灌一个庞大、明亮的天光

多么宽荡、悲悯的一盏灯
——福彩，将无尽的暖与和谐
传遍每寸土地
抵达贫寒的低处，那耀眼的光泽
慢慢抽去了人间局部的黑暗
和苦涩的盐

一片有体温的海
——写给“慈善圆梦大学”助学活动

一扇透露光线的窗户
一股来自春天的暖流……
眼巴巴望着大学校门的孩子们
看到了命运的阳光与恩泽

它不是拉动经济的投资项目
也不是壮观的形象工程
而是许许多多启东人

捧出心和爱，一点一滴聚起的
一座葱茏的山

一列春天的火车，将贫困学子
带进花香鸟语，人间芳菲
一个个得到助学的家庭
被幸福紧紧搂在怀里
感激的泪水，将原本昏暗不堪的
生活，慢慢擦亮

蔚蓝天空，挂起一道爱的彩虹
缤纷，璀璨
它像驻留在福彩人和彩民
心中的信仰
再也不会消逝

启东，拥有丰美的生态与文明
更有一片怀着体温的海洋
静静在流淌——
而那些学子，一颗颗感恩的心
多像夜晚照耀着海面
浩瀚、潋滟的星辰

与福彩同行
福彩年轻，而伴随它
走过风雨霜雪的福彩人和彩民
依然真诚、高昂
满盈热爱

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
这份工作的艰苦与平淡
不在乎投注的号码是否得大奖
只在意这微小的奉献和快乐

他们都是普通的一棵草
却掏出大爱的灯盏与绿色
投下热忱、无私

投下连绵不息的薪柴
他们默默伸出一双温暖的手
把和煦的光芒，遍传江山

风雨同舟
许多彩民成了忠实的点火者
还有更多的人，正从大地深处
获取宽大的慈悲与幸福

有一颗平常心
一场春雨，让正往30℃高温方向发展的

气温陡然降了下来。这场雨似乎没有什么脾
气，倒像个撒欢的孩子，时断时续，下得有些
漫不经心。面前的这一场雨，也正合了我当
下做事有些漫不经心的情绪。拿了份登有
《与爱同行——启东福彩公益活动扫描》专
版的5月19日《启东日报》，撑了把墨绿色的
雨伞，我便出了门，到离家仅有二三百米距
离的一个福彩投注站去看看。

我是个“彩盲”，但这些年也一直关注
和关心福彩事业。这不仅仅是由于福彩的
发行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弘扬的是“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
新”的福彩文化，处处体现爱心，而且，
还因为我的战友我的文友中的几位能人，
也倾心于执着于这一份事业。济南的一位
战友因发行福彩成绩卓著被国家民政部荣
记一等功。我更喜欢倾心于执着于双色球

“魔方世界”的那些彩民，因为他们的热情
参与，才有了今天中国福彩事业的迅猛发
展，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社会福利事业和
公益事业的发展。

投注站点里，两个彩民眼睛正直楞楞地
盯着对面墙的电子屏幕。我今天到这个投注
站来的目的，不是玩双色球，而是面对双色
球“魔方世界”里的彩民，体验其别有一番情
趣的真实生活。

两个彩民，一个是微胖年轻人，一个为
五十来岁的中年人。中年人好像是工地上的
民工，似乎因为下雨而上投注站来碰碰运
气。在和他们的闲聊中得知，这位年轻人也
已有十余年玩福彩经历了。那位民工模样的

中年人，也是个老彩民，他把玩福利彩票当
作生活中的一种休闲娱乐。他说：“我不打
牌不抽烟，就喜欢玩福彩。”“运气怎么
样，中到过大奖吗？”“大奖谈何容易！”我
发现他已掏出了两张十元币放在桌上。他
用一支铅笔，在一张废报纸上写了一串又
一串阿拉伯数字。反复看了几次，然后向
电脑跟前的工作人员报出了两注号码，分
别投了五倍注。这是近几年颇受欢迎的新
游戏“快3”,十分钟后开奖。结果，两注
号码全部落空。然而，茫然若失的神色转
眼间就在他脸上烟消云散了。从他的淡定
中，我看得出，他是以一颗平常心畅游这
个神奇的福彩世界的。

曾记得三年前，启东中远船厂投注站10
元钱中2674万元大奖的外省籍工人小王，
是个典型的随心所欲彩票购买者，红球号码
始终是自己的出生年份加自己身份证上的2
个地区代码。他生于1987年，他就选择了数
字1、9、8、7，数字11和22是所属省市代码，
这6个红球号码，他购买彩票时总是固定不
变的。选择蓝球号码，其原则是购买彩票的
当天是几号或星期几，就会买数字几，比如
购买彩票当天是3月23日(星期日)，蓝球号
码就选7。对于倍数，他则根据身边的零钱而
定，若有6元零钱，他就会买3注，这次身边
正巧有10元，他就进行了5倍投注。也许他
做梦也没想到，那天随意写出的号码会让他
揽得了本期轰动江苏、也是启东福彩史上的
最高大奖。

人生来就有欲望。畅游双色球“魔方世
界”的欲望，就是能中奖。只是，有人中奖是
必然的，而谁是幸运儿却带有偶然性。

暮春的这一场微雨真好。或许，它能清
洗人们内心的一些欲望。以一颗休闲娱乐的
平常心参与其间，目标始终设定在远方，永
远不急不躁，最终你一定是个大赢家——收
获最宝贵的身心健康。也许某一天，你就像
中远船厂外省籍的工人小王那样，于不经意
间中了大奖。

华姐的投注站
巷子口开着一家福彩投注站。打理这生

意的是一位大姐，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常听买彩的人亲昵称她为“华姐”。

每当彩票开奖当日，一拥而上的彩民将
投注站围得水泄不通。不大的地方一时显得
热闹非凡，只见华姐用她那双快捷而娴熟的
手在投注机上来回穿梭有条不紊地给彩民
打着彩票，火红的场面让我感到无比的好奇
与疑问。

我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普通日子，灰
蒙蒙的天空让人感到窒息与闷热。远处的霓
虹灯已星星点点闪烁着，不大一会，老天
变脸了下起了雨，这时，我刚从朋友那里
出来，却被这急促而紧密的雨浇得全身湿
淋淋地，为了躲雨我一路小跑跑进还在开
门营业的投注站。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
那位久闻其名的华姐，忙忙碌碌的她正收
拾店里的一切。墙上挂着各种彩票走势图
和福彩部门颁发的各种荣誉匾牌，走进这
环境优雅的地方好像有回家的感觉，温馨
而舒适。我坐在那里开门见山地同华姐聊
着彩票的话题，并瞥了瞥这位中年女人，
年龄似乎比我长几岁，但那略带红晕的面
颊中充满的是淡淡的光彩，似乎看不出疲
惫与辛苦。我在一分一秒的时间里怔怔地
望着华姐，华姐像是看透我的心思一样，
在这个冷清的片刻给我讲起了她与彩票的
一段情缘：

2005 年的一天，我丈夫出车祸去世
了，原来幸福快乐的一家人失去了顶梁
柱，家中唯一的儿子才五岁，被疾病缠身
多年的老母亲又卧床不起，那年我又赶上
工厂倒闭，生活的重担像一座山压得我几
乎一夜崩溃，在痛苦绝望中是我的一些朋
友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我东借西凑将这
个投注站承包了。开始接手的时侯想法特
简单，只是为了谋生，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改变了当初想法。

那一天，我在店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位
陌生朋友要帮他朋友买几组彩票，并说好
第二天来取票，我没顾上多想就给打了
票，自己先垫了十元钱。可是，第二天到
中午还没有见打电话人露面，我心里忐忑
不安。正巧我无意中发现这位彩民的彩票
还中了一个千元大奖，我焦急的心放不
下，你应该知道做生意是要讲诚实，守信
用的。大概在第三天，那位彩民急匆匆地
来到我店要取走他的彩票并要酬谢我，我
婉言谢绝，你瞧那个写着“诚信福彩，贴
心温暖”的锦旗就是他送我的。是的，这
行业因为有了彩民的支持和关心，才有了
我干好这一行的决心和行动。

那一刻，我也被华姐的行为所感动。华
姐身上那种对生活的自信与坚强，视彩民如
知己的情感深深地让我佩服与敬仰。

此后，在和华姐的一次次邂逅中，也让
我的心灵得到无数次的升华。

巷子口的那家投注站对于我来说将是
终生难忘的！

洒向东疆
都是爱

“有党和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爱支持，
我一定能走得更远！谢谢大家！”53岁的白血
病病人黄雪萍紧紧握着前来慰问的民政
局、福彩中心领导同志的手感激地说。这
是启东福彩开展的“福彩公益行”系列活
动中的感人一幕。黄雪萍6年前不幸罹患白
血病，是政府的低保救助对象。2015年11
月11日，市民政局、福彩中心联合南、北
城区街道办负责同志，冒着寒风对南、北
城区15位白血病人、1名渐冻人，共16个
困难家庭进行了慰问帮扶，给每户困难群
众送上了精心选购的米、油、营养品和
2000元慰问金，在初冬的日子里给他们送
来了福彩爱心的暖流。

30年来启东福彩得到了飞跃发展，目前
已发展到118个福彩代销点和1个中福在线
销售厅，年销量从1988年的10万元跃升到
2016年的1.5亿元，从2013年起连续4年跻
身福彩销售十强市。统计到今年4月30日，
全市已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1亿余元，筹集了
公益金2.2亿元，其中本级公益金9982万余
元，有力支持了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
发展，实现了福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丰收。

与爱同行三十年，洒向东疆都是爱。启
东福彩始终围绕“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
发行宗旨，为全市百姓播洒爱心。启东老年
公寓、中心敬老院、民办养老机构等民生基
础设施都得到了启东福彩公益金的投入，晨
曦中学福彩班、贫困大学生、困难群众都得
到了启东福彩公益金的关爱。

青少年儿童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春
天，在明媚春光中，民政局、福彩中心与中福
在线所在地长龙三村居委会青年志愿者一
行12人，前往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以“特别
的爱给特别的你”为题的师生互动，开展了
福彩助残暨学雷锋志愿活动，对10个家庭困
难的孤残儿童进行了慰问。

“走帮服”活动开展以来，民政局、福彩
中心将福彩公益与“走帮服”相结合，在前期
走访的基础上，慰问了合作镇五星村30户村
民，包括五保、低保、低收入、因病致贫家庭
和困难老党员、百岁老人等。

在“情暖社区·福彩公益行”活动中，民
政局、福彩中心与结对社区明珠新村居委
会，对社区内6位家庭特殊困难的居民进行
了慰问，给每位老人送上了慰问金500元和
慰问品，使他们深切感受到了来自民政人、
福彩人的炽热关爱之情。

“福彩圆你大学梦”是启东福彩从2010
年起建立的在南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传统公益品牌，资助对象从新生扩展到所有
在校低保、孤儿大学生，8年来启东福彩共资
助了700多人次贫困生，将486位贫困生送
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患难之际伸援手，医疗救助见真情。多
少个关键时刻，启东福彩对因病致贫的困难
群众和弱势群体及时予以援助，让困难群众
从困境走向希望，从伤病重返健康。近几年
来用于资助低保、五保参加合作医疗及民政
对象住院补贴的医疗救助金每年就达到200
多万元。

爱洒东疆齐称颂，同心共筑福彩路。展
望未来，在千百万爱心人士的厚爱支持下，
启东福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启东福彩赞
说启东，人称赞，启东人，乐行善；
看福彩，大发展，三十载，春秋篇；
亲民生，民为先，福利性，从未变；
扶老弱，助伤残，救孤儿，济困难；
赈灾区，走在前，帮学子，返校园；
从起步，到今天，一桩桩，一件件；
点滴情，记心间，善事多，难尽言；
公益行，面对面，送关爱，送温暖；
Q Q群，福彩建，大学梦，帮你圆；
真情浓，爱心献，学雷锋，做志愿；
滴滴水，汇甘泉，星星火，可燎原；
玩法多，种类全，投入少，中奖宽；
自己挑，机器选，把大奖，轻松揽；
双色球，红和蓝，出巨奖，令人羡；
平常心，心态端，大奖梦，来实现；
七乐彩，组合玩，百万奖，生产线；
在福彩，玩在线，既快捷，又方便；
买 3D，更简单，天天开，低门槛；
刮刮乐，乐翻天，运气好，即兑现；
买快三，两元钱，大小奖，怀中揽；
无贫富，贵与贱，改命运，一瞬间；
为生活，乐趣添，受欢迎，不一般；
购福彩，意非凡，在启东，梦想圆；
光辉路，步履坚，交一份，满意卷；
三字经，做宣传，赞福彩，迎明天！

“与爱同行——纪念福彩发行30年”有奖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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