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核酸二筛听指令袁 叫到哪栋哪
栋动浴 没让你动不要动袁动了楼下白
挨冻浴 冶这段津味十足尧像野段子冶一
样的短视频袁 在天津 1月 12日启动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时便在网上传

播开来遥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野登陆冶天
津袁令人揪心遥看到这个短视频袁也有
会心一笑要要要被天津卫诙谐的 野哏
儿冶逗笑了遥在三九隆冬时节袁天津人
民乐观尧从容袁守望相助尧共克时艰袁
创造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1400万人
口全员筛查的野挨栋动冶奇迹袁让人们
为之动容袁为天津速度赞叹遥

野挨栋动冶就是野叫到哪栋哪栋
动袁没让你动不要动冶遥 为了在核酸
检测筛查时避免交叉感染尧减少等
候时间尧提高检测效率袁就是要一
切行动 野听指令冶袁 否则不仅 野添
乱冶袁还会在外面野白挨冻冶遥 与居的
少动不同袁许多人闻令而动袁主动
冲在前面袁战斗在抗疫防控一线遥

为阻击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疫情

进一步扩散袁 尽可能地保护天津市
所有体彩从业人员和购彩者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袁 天津市体彩中心
第一时间向各实体店下达 叶天津市
体育彩票销售实体店疫情防护指
南曳袁从个人防护尧店内防护尧店内宣
传和温馨提示等方面对体彩代销者
提出疫情防护的要求和提示袁 要求
代销者做好自身和店内防护袁要野舍
小家为大家尧舍局部为大局袁为维护
社会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袁 展示体
彩从业者的良好形象遥 冶

天津体彩中心党总支第一时
间抽调 6名党员尧 干部下沉一线袁
参加社区防疫工作袁其余党员群众
和代销者也闻令而动袁积极投入到
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中袁认真做好
核酸筛查点位信息登记尧 体温测
量尧人员引导尧搬运物资尧维护秩
序尧 政策宣讲尧 入户检测等工作袁
野硬刚冶奥密克戎遥

天津体彩中心党员王嘉博从 1
月 9日起参加志愿服务工作袁在第
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当天连续工作

十多个小时袁他说院野虽然冻得鼻涕
直流袁但是居民们的一句问候和感
谢袁心里暖暖的遥 冶天津滨海新区代
销者尧党员田震在待检区维护秩序袁
他说院野能引导大家高效有序地完成
核酸检测袁早点回家袁少受点冻才是
最重要的遥 冶最近有首新歌叶速度与
温度曳在网上流传遥 歌中表现的就是
天津在此次抗疫防控中的速度和温

度遥 野速度与温度袁 连接着千家万
户袁温暖在每个人心灵深处曰速度
与温度袁连接着幸福的指数遥 冶

动与不动袁冻与不冻是一个辩
证体遥 为了让广大市民少动尧不挨
冻袁奋战在抗疫防控一线的人们宁
愿多动尧多挨冻遥 舍小家为大家不
仅是一句口号袁更是一个个具体的
行动遥 这里就有体彩人的身影遥 天
津体彩人动起来了遥

多动为了少冻

从作公益到中大奖 从送温暖到抗疫

体彩人演绎冬日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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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周，天津、陕西等地体彩从业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山东等地体彩人为群众送温暖，四川一购彩者中了大奖没有及时去
领……从作公益到中大奖，从送温暖到抗疫，各地的体彩人和购彩者演绎冬日温情。

俗话说袁过了腊八就是年袁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遥近日袁
山东淄博体彩开展 野新衣暖人
心 爱心洒校园冶 志愿服务活
动袁 为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
和桓台县荆家镇中心中学的
63名学生送去新年新衣袁并当
场帮助他们试穿新衣遥

据了解袁 淄博体彩已连续
十年开展新年新衣活动袁 共为
400 余名学生送去棉衣等生活
和学习物资袁让他们温暖过冬遥
时值三九袁 正是一年中最冷的
一段时间遥近期袁各省市体彩都
加紧了送温暖的步伐袁 赶在春
节到来之前为大家送去需要的

物资遥
为受助群体带去切实帮助。

1月 12日袁 四川体彩向成都体
院的 120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
了总计 24万元的助学金遥浙江
嘉兴体彩联合嘉兴市关工委等
单位袁共同发起红船少年野关爱
有嘉窑共富成长冶活动袁首站为
金星小学的孩子们满足新年愿

望袁给他们送去新衣尧文具等遥

过新年穿新衣袁 让过年更具仪
式感袁 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风
俗袁 寓意辞旧迎新袁 新年新气
象袁 寄托了迎祥纳福的美好愿
望遥体彩为学生群体送去关爱袁
替孩子们的家长完成他们的心
愿袁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袁为整
个家庭减轻了负担遥

帮助大奖得主完成心愿。
近日袁山东省体彩中心尧山东
省扬善仁体彩慈善基金会开
展野情暖冬日冶慰问活动袁为夏
津县雷集镇敬老院的老人们
送去电视尧花生油尧大米等价
值 5万元的生活物资遥 扬善仁
体彩慈善基金是依托大乐透

4.97 亿元大奖得主捐款 2000
万元设立的遥 2014 年袁山东淄
博一购彩者中得大乐透 4.97
亿元大奖袁 领奖时主动捐款
2000 万元袁委托山东体彩代为
管理遥 多年来袁山东体彩利用
此基金给众多群体送去温暖袁
也不断帮助大奖得主完成心
愿遥 此举既让大奖得主的爱心
有了回响袁也让更多群体得到

实实在在的帮助袁持续向社会
传递着中国体育彩票野乐善人
生冶的公益理念遥

从业者践行公益初心。部
分省市体彩在举行送温暖活动
时邀请代销者同往袁 让他们体
会到自己从事这份事业的崇高

与光荣遥 在淄博体彩送新年新
衣的活动现场袁 来自桓台县的
体彩志愿者小刘说院野我已经参
加了十余次体彩志愿服务活
动袁作为一名体彩投注站站长袁
我很乐于传递公益正能量遥 当
我为孩子们穿上棉衣的时候袁
我感觉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一般亲切遥 冶

送温暖袁 是每年春节期间
各省市体彩的 野保留节目冶袁它
的意义远不止一件新衣袁 而是
让受助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

体彩的关爱袁 让从业者更加坚
定从事这份公益事业的信心袁
让世界充满爱遥

从一件新衣说起

曾几何时袁 人们一说及彩
票袁特别是购彩者在议论彩事之
时袁基本都是围绕着两个字要要要
中奖袁对于彩票的公益属性则是
因为不懂而不谈遥 如今袁随着中
国彩票业数十年的发展袁彩票公
益理念日益被公众接纳袁人们再
谈彩事袁公益元素被更多人愿意
提及遥 这是可喜的事情遥
对于体育彩票从业者和参

与者来说袁 近年来人们耳熟能
详的一句话是院 中国体育彩票
是国家公益彩票袁 体彩公益金
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社会公益事

业和体育事业遥当然袁对于体彩
的野圈外人冶而言袁认知尧认可体
育彩票的公益性袁 确实需要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遥这些年袁公
众在参与体育活动尧健身实践尧
社会生活时袁 在体育场馆尧社
区尧公园尧健身路径等场所袁愈
发有了这样的体会院 一个又一
个体彩公益理念都从野大道理冶
变为了野身边事冶遥 从野不谈公
益冶到野必谈公益冶袁是很多体彩
参与者的一个共同认知变化遥

于是袁 说体彩必然要说公
益袁人们愈发津津有味袁乐此不
疲遥在彩票新闻宣传报道中袁一
种现象也十分常见袁 彩票代销
者尧 销售员以及购彩者在接受
采访时袁往往都怀揣一颗野公益
心冶要要要代销者爱说袁我们销售
体彩就是为国家筹集更多公益

金袁为公益事业作贡献曰购彩者
爱讲袁 我们买彩票其实就是作
公益袁能中奖最好袁如果中不了
也是作公益遥
我国发行体育彩票的初

衷袁 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体育
事业和公益事业袁 公益也因此
成为体育彩票的野初心冶遥 对于
这个野初心冶袁社会上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抱有 野同理心冶 甚至
野骄傲心冶野自豪心冶遥 这样的现
象袁令人舒坦遥
不过袁 也有一种现象值得

玩味遥在一些新闻报道中袁我们
发现袁 在包括中奖者在内的购
彩者群体中袁 有些人只谈公益
而野没想中奖冶遥

前几天袁一篇叶中 25 万余
元却迟迟不领奖 原因是噎噎曳
的报道在业内传播遥 文章说的
是袁 四川德阳购彩者王女士买
7星彩中奖 25 万元袁但是领奖
不积极袁 在时隔多日之后才现
身遥 报道中袁有这么一段要要要

为什么这么久才兑奖钥面对
工作人员的关心询问袁王女士平
静而又坚定地说院野根本没有看
中奖信息的习惯袁因为也不是冲
着要中奖去买的遥我买彩票是为
了支持公益事业袁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中大奖遥 冶

买彩票袁 从来没有想过中
大奖遥也许有人会问袁世界上真
有这样的人吗钥 您别说袁 还真

有遥我这一查资料袁发现类似的
新闻还不少袁野年轻女子 2元中
体彩 752万元娱乐一下袁 没想
过中大奖冶野压根没想过自己能
中大奖袁 海口 60 万元得主 49
天后领奖冶野没想过中奖袁 永州
购彩者意外揽获排列五 20 万
元大奖冶野杭州一退休老人喜中
810万元大奖袁得主坦言没想过
自己会中大奖冶噎噎

有意思的是袁很多野没想过
中大奖冶的幸运儿袁心里却都绷
着公益的这根弦袁 几乎不约而
同都像前文王女士那样会表达
野买彩票是为了支持公益事业冶
的想法遥

从野不讲公益冶到野没想中
奖冶袁这些购彩者是怎么了钥 无
疑袁是他们的觉悟高了袁境界高
了袁但是话说回来袁买彩票盼望
中奖尧 特别是盼望中大奖也是
正常的袁 有这种想法非但不丢
人袁反而更接近野人之常情冶遥

买彩票袁中奖是少数袁贡献
是多数尧甚至是全部遥既然都为
公益事业作了贡献袁 在理性购
彩的前提下袁追求中奖尧中大奖
何羞之有钥

野买彩票袁我是作公益冶袁值
得大声说出来遥 野买彩票袁我盼
中大奖冶袁也可以大声说出来遥

从“不谈公益”到“没想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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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春节就要到来袁1 月 29
日袁彩票市场将开启休市模式遥 届
时袁除了即开票袁所有电脑型彩票
将停止销售遥 那么袁节前购彩袁有哪
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钥

一是理性购彩。
每个中国人对年都有着一种特

殊的感情遥有钱没钱袁回家过年遥很多
人都想在年到来之前袁风风光光回到
老家遥对不少购彩者来说袁春节前野搞
一把大的冶袁这样的思想难免存在遥事
实上袁无论何时购彩袁花多少钱购彩袁
彩票中奖的概率就在那里摆着遥想在
春节前发一笔横财袁实在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袁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遥

近期袁体彩大乐透尧7星彩以及
顶呱刮在中奖方面均有突出表现遥
大乐透头奖不时井喷袁频出千万元
大奖曰7星彩头奖 500万元袁二等奖
也摸高曰顶呱刮三款野虎票冶更是掀
起了购彩热潮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购彩者更应绷紧理性购彩这根弦袁
合理规划资金投入遥

二是及时兑奖。
春节来临袁彩票休市遥 购彩者

在节前一定要注意彩票的截止兑

奖日期袁如果发现中奖袁应尽快兑
奖遥 以前袁春节和国庆长假前后袁都
是彩票弃奖的高发时段遥 一些购彩
者在假期忙于走亲访友或外出游
山玩水袁 没有妥善保管好彩票袁或
没有来得及核对奖号袁因此错过最
后兑奖期限的袁就发生过不少遥

三是做好来年购彩规划。
对上班族来说袁野年终总结冶必

不可少袁 它总结前一年的工作内
容袁 并列出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袁
有利于今后工作的推进遥 购彩也是
如此袁在春节到来之前总结一年的
购彩得失袁 并规划来年的购彩资
金尧投注彩种等袁有利于购彩者更
健康尧更有效率地参与彩票投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袁这个春节袁全国多地仍倡导
野就地过年冶袁 相信不少代销者和购
彩者会在当地过年遥 如果有时间袁春
节期间袁体彩顶呱刮不打烊袁在继续
营业的体彩门店或便利店等渠道袁
购彩者仍然可以享受购彩的乐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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