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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身边，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常
可以看到许多双色球的忠实粉丝，他们也
许不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却是最长情的玩
家，他们有着短则三五年，长则十余年的购
彩经历，早已养成了独有的购彩习惯。今
天，让我们来见证一下因结识福彩而坚守，
最终实现梦想的故事。

十余年如一日 是一种坚持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能够让

你长久坚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
案，但有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想法和动
力，而是持之以恒的心态。

徐先生是一位有着十余年购彩经历的
老彩民，独爱“双色球”，对于选号，他始终
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终有一天上帝会对他眷
顾，所以自选、机选都乐于尝试，有了灵感
就研究一下写上几注自己心仪的号码，没
有感觉就随手机选几注，这么多年来，这样
的选号方式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赫赫战
功”，但是偶尔中的小奖也让他开心不已。
也许是这份坚持真的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在双色球第 2020028 期开奖中，他凭借一
张机选加自选的7+1复式票揽获1注二等
奖、6注四等奖，奖金总计14.2198万元。

多年的购彩已让徐先生从兴趣变成了
习惯，所以对于结果也没有多在意，直到去
彩站购买下期彩票是才发现自己中奖了，这
让他意外加兴奋，第一时间与家人分享了这
个好消息。

咬定青山不放松 是一种坚持
守号，是不少彩民喜爱的选号方式之

一，忙中偷闲的购彩体验，赋予了双色球
更加丰富的内涵与乐趣。

李先生是一位外地来宁的打工族，加
入彩票大军的队伍也只有短短的三四年，
虽然每天都忙于工作，但是买彩票这个“爱
好”却从未被耽误过，由于没有时间坐下来
认真选号，所以他的选号方式就是机选出来
几组号码后挑出几注“合眼缘”的，然后就进
行一段时间的守号，也许有很多彩民也是这
样选号的，但有的人中过奖，有的人却从未
中过，而李先生用这种选号方式曾经中过几
次百元小奖，所以他“钟情”于这种方式。在
双色球第2020029期开奖中，他“坚守”的一
组号码中其中一注就为他妥妥拿下了1注
二等奖，单注奖金33.7857万元。李先生说：

“这一组号码已经守了小半年，守号就重在
一个‘守’字，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态，
更需要铁柱磨成针的思想准备。”当得知自
己中奖后他并没有特别的兴奋，第一时间告
诉了家人，并规划着如何用这笔钱改善一下
生活。李先生表示，会继续用这种方式再选
一组号码，希望能再次接到幸运的橄榄枝。

我们常说“放手简单，坚持很难”，在当
下这个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最容易
做选择的就是放弃。工作不顺，会放弃；恋
情不爽，会放弃；久投不中，也会放弃……

坚持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信念。它
帮助我们渡过无数个难关，也带给我们一
次又一次的惊喜。在双色球追梦的舞台
上，幸运是你最炫酷的特效，坚持是你最佳
的伙伴。

一、学会了爱
福彩是一份充满爱的事业，
是一场爱的接力赛和马拉松。
我们是慈善事业的运动员、火

炬手，
爱，在我们手中和心中坚定地

传递下去。
二、学会了合作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福彩工作中合作的地方尤其

多，
和同事之间的合作、
和站点之间的合作、
…………
有团队精神，才能双赢。
三、学会了感恩
感谢你，
为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感谢你，
是你让我理解福彩的精神和意

义。
感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同事、
你是慈善事业的爱心人士，
感恩共同拥有这份神圣的事

业，
让世界多了一份担当和爱。
四、学会了勤劳
一勤天下无难事，一分辛勤一

分才。
懒惰会让你失去一切，
勤劳会让你终生受益，
福彩人更要以身作则，

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事情，
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
五、学会了努力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不沐浴风雨，怎能期待彩虹？
把努力养成一种习惯，
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
以奋斗姿态呈现青春风采。
六、学会了求知
业精于勤，荒于嬉，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学习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丰富自己的心灵，
提高自己的素质，在知识的海

洋中遨游。

七、学会了积极
积极是成功的催化剂，积极是

人生常态，
是我随时勇往直前，迎难而上

的携带，
积极地迎接任务和挑战。
八、学会了自信
自信是对自己的肯定，
自信的前提是你要有能力自信，
不懂就学，不会就问，
不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不断提

升自己的能力，
才有资格自信。
九、学会了思考
福彩工作不仅需要我们对市场

的思考，还需要对公益事业的思考。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思考才能
更好地做好“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中每一件具体而琐碎的事。

十、学会了珍惜
珍惜拥有的一切，
更要开拓美好的未来。
珍惜集体荣誉和自己的信誉；
珍惜同事之间的情感；
珍惜福彩的这份工作。
十一、学会了敬业
敬业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好高骛远、不眼高手低，
在福彩坚守最平凡的岗位，
做好平凡的事，就是敬业，
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回报。

（摘自 四川福彩）

“红蓝大行家，我来争百
佳”。4月20日，由中福彩中心
组织的全国双色球销售技能擂
台赛（以下简称“擂台赛”）正式
开赛。擂台赛进行的第二周，
福建省第二批“全国双色球销
售之星入围奖”“全国双色球成
长之星入围奖”“双色球成长之
星 幸 运 奖 ”名 单 公 布 ，漳 州
35068454 福彩站荣获“成长之
星”和“销售之星”！让我们来
了解一下这个“双星”站点。

丈夫喜爱购彩
心生经营彩站念头

2016 年 2 月，周女士和丈
夫在漳浦县长桥镇开发区管委
会旁经营着一家日杂店，丈夫
偶尔会买点彩票。看着别人卖
彩票，自己丈夫也爱买彩票，她
的内心萌发了开彩票店的念
头。当时，她对福彩知之甚少，
但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
景，于是就提出开设福彩站，试
着兼营销售。这个想法得到了
丈夫的大力支持，两人一拍即
合，就申请了这个彩站。

心怀“三字真言”
以站为家真诚服务

周女士靠着农村人的朴
实与执着、兢兢业业的努力，
把彩站的月销量由原来的几
千元提高到几十万元。她笑
着谈起了她经营福彩的“馨、
心、新”“三字真言”。

“馨”就是提供一个温馨
的购彩环境，加强站点形象建
设，以温馨、舒适的环境留住
彩民。站点开办之初，自己是
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为了
创造一个良好的投注环境，虚
心学习借鉴兄弟站点的先进
做法和好经验，一心一意地做

好 福 彩 销
售工作，同
时 尽 最 大
可 能 搞 好
站 点 形 象
建设，在保
持 站 点 整
洁美观、醒
目 舒 适 的
基础上，千
方 百 计 地
加 大 站 点
的硬件设施建设，改善购彩环
境。

“心”就是用心服务、诚信
做人、以真诚的服务感染彩
民。周女士坚持用心服务、诚
信做人，经常与彩民沟通，把
彩民当成朋友去交流，当成亲
戚去接待。对走进彩站的每
一位顾客，都以礼相待，不论
买多买少、新老客户，都一视
同仁，做到来有迎声、去有送
语。彩票是一种机会性游戏，
中奖主要是靠运气。“在销售
过程中，我不单纯地去追求销
售额，而是以一颗平常心去引
导彩民理性购彩，做到细水长
流。”周女士说，“我这个站点
也算是个大奖旺站，在2019年
还中出一个双色球二等奖，一
个合买一等奖！”

“新”就是要有创新，平时
在卖彩票的同时，她也潜心研
究彩票。同时，经常组织合
买，及时发布开奖信
息，增加彩友购彩的
积极性。

销量逐步上升
希望彩民多中大奖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彩票销量不断上

升，这次在“擂台赛”中也取得
了“双星”的好成绩，不但入围

“全国双色球销售之星入围
奖”，位列全省第三名，还上榜

“全国双色球成长之星入围
奖”，周女士在自己获得奖励
的同时，更希望彩民朋友们多
多中奖，多中大奖。

周女士的福彩站不但销
量让人羡慕，中出的一个个大
奖也吸引着众人的眼球。据
她介绍，站点至今已经中出过
一个双色球24万多元二等奖，
跟其他彩站合买团中出过1注
830 万元的双色球超值一等
奖。“就差自己彩站中出一
个双色球一等奖了。”周女士
笑呵呵地说，“希望我们站点
的彩民朋友都能早日收获幸
运大奖！而我也将继续为大
家做好服务，为大家营造更加
舒心的购彩氛围。”

（摘自 福建福彩）

坚持不懈是你追梦路上最好的伙伴
斩获擂台赛斩获擂台赛““双星双星””这个福彩站点有点牛这个福彩站点有点牛

福彩让我学会了福彩让我学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