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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的舆论环境不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彩
票人更要多检视因行业特殊性而引发的问题，不
能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更不能曲解掩盖。彩票
业不仅要为公益事业募集资金，也要尽量降低其
特殊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负责任彩票的核
心要义所在。

彩票要负什么责任，怎样才能叫负责任彩
票，都是值得彩票人高度重视的课题。只有坚持
走负责任之路，才能确保彩票事业的发展健康顺
利。1987 年，国家批准发行有奖募捐彩券时，采
取的就是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中央书记处参与了
研究，还邀请人大和政协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审议
并提出意见，可见态度的审慎程度。电脑彩票问
世后，彩票业获得了高速发展，彩票销量也曾屡
攀新高，一时间似乎增加销量就是彩票的责任。
但这种观念不断使彩票业陷入窘境，最近几年有
关部门一直在努力矫正彩票的过热现象，彩票游
戏的开奖频率大大降低，加奖促销的政策也渐趋
收紧。彩票为过去的“过热”付出了“急速降
温”的代价，冷热之间的变化使彩票的发展节奏
显得颇为凌乱。

众所周知，彩票游戏只能从完全机会型游
戏中选择，但并非所有完全机会型游戏都可以
作为彩票游戏。因此，选择游戏是负责任彩票
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游戏选择
不妥当，会造成程度不同的负面问题。和经营
其他投注型游戏的娱乐公司可以独立掌控游戏
选择权不同，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对一款彩票游
戏能否上市并不具有最终决定权，甚至退市也
不能随意而为。销量不好的彩票游戏会被销售
机构申请退市，销量过于好的彩票游戏也可能
会被相关部门要求退市，这就是彩票在投注型
游戏中的独特之处。

与娱乐场游戏和体育投注一样，彩票也不允许
有诱惑性宣传，而且只有成年人可以参与，这些是
投注型游戏的相同责任。此外，负责任彩票和责任
博彩的内容也是不同的，责任博彩主要是对博彩活
动产生的后果负责，而负责任彩票则是要防止彩票
产生负面后果。

负责任彩票是贯穿彩票发行销售整个过程
的，这和有些行业强调事后责任是有区别的。
彩 票 要 负 的 责 任 就 是 要 尽 量 防 止 出 现 负 面 问
题，也就是在彩票发行销售的每个环节，有关
部门都要尽到责任。设计和选择彩票游戏，制
定游戏规则和上市策略等，都要经过论证和审
批。在彩票销售过程中，一旦发现彩票游戏有
问题或不妥之处，有关部门就可以叫停或修改
该游戏。最近，快速开奖类游戏全部退市就是
最好的例证。

负责任彩票的主体不仅仅是彩票机构，而
是所有与彩票发行销售有关的部门，只有共同
对彩票负起责任来，彩票业才能真正得以持续
健康发展。

（摘自 国家彩票）

高学历“伢子”怎么卖彩票
彩票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纵观社会上

其他行业，没有一个具有彩票业的特殊性。
彩票业也是话题最多的行业之一，不仅社会
大众比较关注，一些知名人士和网络大咖也
忽然成了“彩票专家”，时不时地针对彩票发
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用来吸引眼球和流
量。对不实的彩票负面传闻，我们可以不予
理会，但为公益事业募集资金的彩票不但未
赢得喝彩，反而经常被抹黑，这难免让彩票人
感到有些憋屈。

认识多少人都不如认清自己认识多少人都不如认清自己
内心内心

认清自己的内心留有彩票一块小
小田地这件事，要追溯到周先伢读大
学的时候。周先伢在大学里学的专业
是应用化学，后来在研究生阶段学的
是有机化学。按照当时的想法，如果
不出意外，毕业之后他应该从事的行
业就是药品研发。毕业之后，周先伢
正式成为了“海飘”。然而在繁华的
上海滩，周先伢的心却始终没有落脚
之地，是在虚无的繁华之梦中徜徉还
是寻求内心的安稳和真正的生活之
乐，理性且惯于独立自主的他当机立
断，逆流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这段经
历也使得周先伢更理解时下年轻人的
心理，那种想要的很多，但现实只能
作出选择的两难心情。

正因为对自己的内心认识得很清
楚，不是盲从于道听途说“开彩站很
简单”“开彩站门槛低”等别人口中
的“论断”，周先伢开彩站后的初期
没有“幻灭”这个过程，而是始终脚
踏实地，每一步落脚前都想好了下一
步的路。

所以，回到家乡，一直以来对彩
票、尤其是3D很感兴趣的他果断选
择成为一名站主。周先伢还记得自己
第一次接触彩票的情形，那时他还在
大学里，有一次他接触到了一个宜传
福彩公益的活动，其中也有对福彩游
戏的一些介绍，包括双色球、七乐
彩、3D 等。从此，他就对福彩的游
戏有了一些了解，并且他本身是理科
生，对数字很感兴趣，对3D琢磨了
几天后，在第三次购买的时候就中奖
了，当时买的是组选，中了320元的
奖金。这是周先伢人生中第一次中
奖，当时非常兴奋。自那时开始，周
先伢会偶尔用零钱购买 3D。这也为
后来他经营彩站的策略埋下伏笔。

世俗的观念不是一时一刻或一代
人就可以扭转的，这时候认清自己的
内心就更为重要了。在亲戚朋友眼
中，研究生毕业的周先伢提出要去经
营彩站是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情。但
周先伢却对自己认识得很清晰，他觉
着实际上开彩站跟上班差不多，上
班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经营彩站只
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行，只要
用心做就不会差。“彩票是我的兴趣
所在，我喜欢研究数字，这可能是
理科生的长处吧，我喜欢研究投注
方式和不同的数字组合，当我推荐
的组合中奖了，这种成就感是很快
乐的。”周先伢的彩站在长沙市岳麓
区，彩站面积只有 12 平方米，月租
金不到 2000 元。“面积小一点儿，
购 彩 高峰期的时候人多就会站不
下。”周先伢笑着说。

从购彩者变成彩站站主，虽然角
色有所不同，但是对彩票的兴趣并不

减。彩站靠近长沙大学城，也有一些
固定的购彩者，主要是周边小区的一
些居民和租客。随着经营经验的累
积，周先伢发现不同的人对彩票的期
待不同，他也就相应调整自己的对
策，他希望像对待自己一样诚实地对
待购彩者，这方面也鲜明体现了周先
伢作为年轻人的一种决断和理性。

他发现有的人一心想中大奖，可
能购买的就比较多，这种情况下他就
会劝解让他不要买了，彩票主要是娱
乐和公益，如果玩到伤害自己和家
人，就不建议继续玩下去。和很多站
主不同的是，在周先伢的彩站，销量
最好的彩票游戏是双色球和 3D，双
色球的销量一直比较稳定，而且双色
球是大盘乐透游戏，很难出现过度投
入的问题，这也是他乐于推荐给购彩
者的缘由。

研究生当站主研究生当站主

周先伢性格外向，非常健谈，且
善于跟人打交道。因此在工作中，他
的这些特质给彩站经营加了不少分。
周先伢比较会观察购彩者，“有的人
喜欢研究彩票，那我就给他提供一个
研究的平台；而有的人喜欢有一个购
彩的平台，那我就给他一个信任的平
台；有的人则是赶时间来买彩票，那
我就保证打票不出错。”周先伢说，
不同的购彩者有不同的诉求，只有精
准把握好每一位购彩者的需求，才能
有的放矢，真正做好服务，而且是理
性的、有所坚持的服务。

来周先伢彩站购彩的一般以周围
的老客户居多，而且他们都是主动来
周先伢的彩站购彩。他一般不会做营
销活动，而是想办法通过建立循序渐
进的联系来留住购彩者，有礼有节，
并不急躁，也不功利。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靠一次
见面就能建立起来的，有的站主对第
一次来购彩的客户要微信号，但效果
其实并不好。”周先伢说，他的购彩
者群体是靠口碑建立起来的，即营销
学里所说的人际传播的力量，这是有
熟人社会的特质做背书的，非常适合
中国的社会情况。“来我彩站的购彩
者觉得我服务不错，他们回去就会给
别的需要购彩的人推荐，这样口口相
传，来彩站的人自然会多起来。”周
先伢说。

周先伢还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
是靠投注方式“认人”。每天来彩站
的人那么多，如何记住每一位购彩
者呢？周先伢靠的就是对方的投注
方式。“每个购彩者都有自己的喜
好、自己的投注方式，比如有的人
喜欢守号、有的人喜欢小复式、有
的人喜欢组选 3、有的人喜欢组选 6
等等，通过观察和记录每一位购彩
者的投注方式，我就能清楚记住对
方，而且还能给对方推荐他感兴趣

的 投 注 方 式 。” 周 先 伢
说，比如有一位购彩者经
常 来 他 的 彩 站 购 买 双 色
球，每一次都是守几个号
码，购买金额固定在七八

十元。“我有一次就根据他的喜好给
他推荐胆拖和小复式，结果中奖
了。如此一来，对方就会觉得我的
推荐很不错，下次肯定还会继续来
我的彩站。”周先伢说。

有些彩站经常会做些营销活动，
但是周先伢却不赞同这样的营销方
式。“经营彩站的佣金是7%左右，如
果彩站做让利促销的营销活动，我觉
得很不应该。这违背了彩票销售的初
衷，对彩票行业影响也不好，会让公
众觉得彩票的利润空间很大，再说国
家政策也不允许让利和返点。”周先
伢对于利润的理解来自于他之前的经
历。以前周先伢开过小工厂，卖过衣
服和包包，“这些商品的利润在 20%
以上，是彩票根本没办法比的，这样
的商品才能经常搞搞促销。”

周先伢觉得，直接用商品吸引顾
客的方式相对简单直接，而为购彩
者提供精准的服务则是需要一定的
思考和技术的。他从内心更愿意做
一名技术型的站主，为购彩者提供
精准服务。

逆潮流而行逆潮流而行：：主打主打33DD

从去上海闯荡到认清内心回转家
乡，再到揣着研究生学历开彩站，周
先伢有着时下年轻人推崇的“不盲
从、不妥协”的特质，这种性格特质
当然也影响着他经营彩站的方式。

与很多站主近些年主打快开游戏
不同，周先伢对 3D 游戏情有独钟。
他不仅每天坚持研究玩法分布图，还
会查阅、搜索各种相关资料，潜心分
析各种数据指标，总结出许多投注方
法，并推出了“包星星计划、五码组
六复式投注计划、六码单选单投注计
划”等特色投注方式。喜欢3D的他
经常会向购彩者介绍如何购买 3D、
如何选号，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朋
友群，大家一起在群内探讨交流。久
而久之，他培养了很多忠实的购彩
者，形成了良好的购彩氛围。

“我现在每天都会在微信朋友圈
发送自己感觉比较好的号码，因为有
些购彩者非常希望我能推荐一些号
码，他们有需求我就会尽量去做，给
他们做个参考。不过这也因人而异，
有的购彩者就喜欢随便选择组号码。
买彩票就是看运气，如果购彩者自己
选了号码，刚好自己也运气好中奖
了，那感觉就非常开心。”周先伢
说，实际上喜欢研究的购彩者也经常
聚集到彩站和大家一起探讨研究，非
常认真地去做投注，将购彩当成自己
的一种娱乐。 现在每天早上发送推
荐号码已经成了周先伢雷打不动的习
惯，万一有一天他有事情忘了发送，
还会有购彩者提醒他。

性格上特立独行、有原则的周先
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算是凭着自己的
经营方式立稳了脚跟。目前，在周先
伢的彩站，固定的购彩者大约有两三
百人。基本上每周都有新人加入进
来，家乡的生活，与上海滩的繁华不
同，但滋味踏实。

（摘自 国家彩票）

周先伢的名字天然带着一股呆萌可爱的气息，“伢”在他家乡的方言里是“小孩子”的意思，有
着这样可爱名字的周先伢是位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小伙。周先伢大学毕业之后兜兜转转加入了彩票行
业，成为一名福彩站主。作为站主里不多见的学霸，两年多来，成绩还不错。这与他善于跟人打交道
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细心观察每一位购彩者的特点和需求，为他们提供精准服务是他的看家本领。如
今，周先伢不仅经营彩站，还被湖南长沙福彩中心推荐为培训师，不定期为广大站主提供培训。不管
什么学历，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才是他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