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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实体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运气的集散地。在这里，有的人欢天喜地，有的人平心静气，还有的人垂头丧气

一言难尽的因缘际会

体彩店里架起一张台球桌

姻记者王青报道
运气是指在不可控的情况

下袁 事情的结果恰好与所希望的
一致遥 有人说袁 运气不是凭空而
来袁而是由个人的品性决定曰还有
人认为袁 人最大的对手往往是自
己的懒惰袁 只有拼尽全力的人才
有资格谈运气遥 关于运气的言论
从古至今从未停止噎噎

在一家经营 6年多的体彩实
体店里袁 有一位被公认运气爆棚
的购彩者袁 他曾经中过大乐透三
等奖尧顶呱刮 15 万元奖金袁还因
为意外错过两次顶呱刮大奖遥 每
当代销者杨先生例数他的中奖战

绩时袁在场的人个个惊叹不已遥
这位运气爆棚的购彩者姓

王袁30多岁袁 他的工作是为各大
饭店供应蔬菜袁属于家族生意袁他
的父母做这个买卖已经几十年遥
他经营的是高档蔬菜袁 并不是小
摊贩遥 因此袁 小王的经济状况不
错袁时间也可以自由支配遥他很喜
欢买顶呱刮和大乐透袁 偶尔也投
注其他数字彩遥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三
才堂 40 号海城房产的 36247 体
彩实体店是他最爱来的地方袁因
为这家店离他工作的地点很近遥
另外袁 他与店主杨先生关系处得
不错袁很聊得来遥小王经常带着工
作中认识的一位厨师一起来购
彩袁他们一个提供蔬菜袁一个贡献
厨艺袁 两个人端着几盘美味到实
体店边吃边聊袁 聊的内容离不开
投注尧选号袁他们在店里能坐上半
天或整晚遥杨先生则在一旁售彩袁
任由他们尽兴遥

一天上午袁 小王又来到店
里袁他说上午没事袁先来这坐会
儿再走遥 杨先生说院野你这工作

不错袁挺自由遥 冶小王说院野自由
是自由袁但因为疫情闹的袁现在
饭店的生意普遍不好做袁 最近
投注也得悠着点遥 冶他买了一张
7垣2 复式票袁 花费了 42 元遥 没
想到袁正是这张野无心插柳冶的
彩票袁竟然中得大乐透 1.1 万余
元奖金遥 他得知自己中了奖袁又
兴致勃勃地端着几盘菜来到店
里袁请杨先生和他共进美食遥

然而袁 小王的好运并未到
此止步袁没过多久袁他又传来好
消息遥 当初因为生意的原因袁他
很多天没来店里购彩袁 那段时
间他走到哪儿买到哪儿袁 仍然
坚持每天购彩遥 中关村的几家
实体店他都跑遍了袁 很多体彩
代销者全认知他遥

一天傍晚时分袁 小王路过一
家体彩实体店袁 他想进去买几张
顶呱刮遥 一进门袁店主就对他说院
野小王袁这有几张顶呱刮耶点石成
金爷袁要不你刮了吧遥 冶小王在购彩
上从不较劲袁 有时遇到打错号码
也照单全收袁他立刻说野好的冶遥

这家店还有一位豪气的 野女
汉子冶喜欢刮顶呱刮袁这位女士经
济条件不错袁总是刮一整本遥如果
有新的顶呱刮即开票到店袁 店主
总是给她留一本遥 她从不在乎多
刮一张或少刮一张遥但是那天袁她
却一反常态袁 拿着店主特意给她
留的一本耶点石成金爷袁说院野我要
撕掉前 5张和后 5张袁 只刮中间
的彩票遥 冶在场的人都有些不解她
为什么改变了购彩习惯袁 甚至还
有人建议袁 应该刮前 5张和后 5
张袁中间的不刮遥但她像钻了牛角
尖似的不听劝袁依然固执己见遥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小王走进
店门袁 他接过店主递给他的后 5

张彩票袁坐下来开始刮遥 此时袁那
位女士已经把中间部分的彩票刮

完袁看到有人在刮她剩下的彩票袁
便坐在一旁冷眼观瞧遥 小王刚刮
到第二张就大叫起来院野中了浴 我
刮中了 15万元浴 冶店里的人都惊
呆了袁 大家赶紧聚拢过来一看究
竟 袁 只见彩票上赫然写着 院
150000遥 那位女士亲眼看着别人
从她不要的彩票中刮出了大奖袁
心里顿时感到五味杂陈遥 她脸色
发白袁一言不发地冲出了实体店袁
消失在夜色中遥

后来袁 这件事在中关村的好
几家实体店都传开了袁 直接演变
成关于 野命里有时终须有冶 的段
子遥有人认为袁运气好的人怎么买
都能中袁也有些人自惭形秽地说院
野怎么办袁我运气一向不好遥冶杨先
生对此不以为然袁 他说院野这不是
运气好坏的问题袁 小王常年坚持
购彩袁无论多买少买袁他一期没落
过遥 冶

杨先生介绍袁 小王一般都是
上午来店里刮彩票袁 但有一天他
突然有事没来袁 杨先生特意为他
留了几张彩票遥 但当天上午正巧
来了一位购彩者袁 点名要刮为小
王预留的那几张彩票袁 杨先生只
好让给他遥没想到袁正是这几张彩
票被这位购彩者刮出了 40 万元
大奖遥当中奖者正在狂喜之时袁小
王急匆匆地走进门遥

两个人四目相视都愣住了袁
原来他们认识遥 中奖者不好意思
地说院野你要是早来一步袁 这个奖
就是你的遥 冶小王宽厚地笑着说院
野没关系袁 你刮中就是你的运气袁
只要购彩袁谁都有机会遥 冶就这样
小王与 40万元大奖失之交臂袁杨
先生作为旁观者亲眼目睹了事情

的全过程袁连他这位见过野风浪冶
的人都感叹袁 世间竟然有如此的
机缘巧合遥

无独有偶袁一天上午袁小王又
来到实体店袁 他一进门就耷拉着
脸袁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遥杨先生
问他院野一大清早你这是怎么了钥 冶
小王说院野昨天孩子考试没考好袁
老婆怪我不管孩子遥我在外面忙袁
她整天在家还怪我遥 冶杨先生急忙
劝慰袁让他多理解妻子袁如今盯孩
子写作业的家长哪个不冒火遥 小
王说院野我今天火大袁 想刮一本消
消气遥 冶

杨先生看他正在气头上袁便
让他先歇会儿遥 接着他们聊起了
各自的孩子袁 杨先生的孩子在老
家袁 他很羡慕小王有能力把老婆
孩子带在身边遥 眼看小王渐渐消
了气袁 杨先生说院野这有几张你常
刮的顶呱刮袁要吗钥 冶小王立刻来
了兴致袁点头说野要冶遥当杨先生正
要把彩票递给他时袁 突然小王的
手机响了袁 刚接通就从电话里传
出一个尖锐的女声院野你到底还关
不关心我了钥 冶小王也不示弱袁冲

着电话喊道院野你有病呀袁 打电话
说这个遥 冶

夫妻俩在电话里越吵越急袁
小王直接举着电话走出了实体
店袁 杨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
气袁 心想院 就算我想吵架也没法
吵袁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呢遥 那天袁
小王没有再来购彩袁 他可能去其
他店里买了彩票遥据杨先生回忆袁
当天晚上袁 那几张准备给小王刮
的顶呱刮彩票袁 竟然被一位购彩
者刮出了 30万元大奖遥接连两次
错失大奖袁 杨先生替小王惋惜的
同时袁 也不得不感叹人的运气是
否真的存在遥

运气的好与坏袁看似偶然袁却
实属必然袁 只不过人们更愿意相
信偶然袁不愿意相信必然遥小王的
好运来自他常年坚持购彩袁 看似
好运的背后袁 是比别人更多的付
出遥有人认为自己运气不好袁其实
这只是个人主观想法袁 应该尝试
着改变遥

每天早晨袁当你拉开窗帘袁一
缕阳光照射进来袁 你依然健康安
好袁这样的运气是求也求不来的遥

姻记者王青报道
台球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袁

上世纪 80年代袁这项运动在中国
迅速流行袁如今袁各式各样的台球
桌遍布城镇与乡村遥 台球运动不
仅能锻炼脑力和肌肉控制力袁还
可以放松身心遥 台球与彩票本无
联系袁但出人意料的是袁有一位体
彩代销者却把二者巧妙地联系起

来袁而且深受广大购彩者喜爱遥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

路 23号院北门 04号的 51077体
彩实体店是一家经营 7年多的老
店袁 走进店门便能透过柜台看到
屋内的一张台球桌袁 它占了三分
之二的店面遥 当初想出这个主意
的人是否意识到袁 这是用一个体
育项目吸引体彩爱好者遥

销售员王先生说院野有些人只
是单纯地想打台球便进来玩一会
儿袁 但在这里打得最多的还是购
彩者遥我有时间也打会儿台球袁放
松一下遥 冶正说着袁一位老顾客走
进来袁 他买完彩票袁 看到店里人
少袁便和王先生一起打台球遥王先
生技术娴熟袁 动作的准确度也相
当高袁 那位购彩者站在一旁边看
边聊遥

王先生今年 40岁袁他当售彩
员的时间不长袁 他说院野虽然我没
干多长时间袁 但每天在店里看到
各种各样的人袁觉得很有意思遥我
发现即使不中奖也没人生气袁但
是中奖者的表现却各有不同袁有
人高兴得又蹦又跳曰 有人则泰然
自若袁完全面无表情遥 冶曾经有中
年男士袁他是一位路过的客人袁进
店买了一张顶呱刮 野宝石之王冶袁
居然刮中 3000元遥他中奖后表现
得很淡定曰 还有一位经常来购彩
的大姐袁 王先生帮她检查彩票时
发现中了 600多元袁 她得知自己
中奖后高兴得跳起来袁 像个小姑
娘噎噎

王先生介绍袁店里的购彩者

以过路人和上班族为主袁还有很
多附近小区的居民袁大部分人都
是老顾客袁也有不少快递员常来
购彩袁他们从不固定地点袁走到
哪儿买到哪儿袁 也不会回来兑
奖遥实体店门前有一条纵贯南北
的河袁从远处望袁有些江南水乡
的感觉遥
王先生干体彩的时间不长袁

打彩票偶尔会出错袁 但店里的购
彩者从不较真袁 因为他们当中流
传着一种说法院 没打对的彩票反
而容易中奖袁是上天的安排遥这也
许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袁 但也体现
出购彩者的宽容遥 他们说院野把错
票给我吧袁 再打一遍我的投注号
码遥 冶王先生说院野现在的购彩者都

很随和袁 他们主要出于爱好才来
购彩袁不会计较遥 冶

现在袁 王先生的手机上经常
收到体彩中心组织培训的通知袁
课程主要是加强销售人员合规销
售意识袁 规范体彩实体店合规经
营等内容袁 有时采取网络授课的
形式遥 他说院野我是经过中心培训
才上岗的袁 我觉得彩票知识容易
掌握袁打算继续干下去遥 冶通过培
训袁 王先生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
平都提高很快袁 他说院野投注三四
十元不会影响生活袁 但如果遇到
投注几百或上千元的人袁 我就会
提醒他们遥 冶

王先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袁
但他觉得说话只要抓住重点就能

起到作用遥 每当遇到 野激情购彩
者冶时袁他会这样说院野朋友袁买这
么多没必要袁 因为真正中奖一注
就够遥 冶当那些准备野豪放冶一把的
人听到这句话袁都会停下来想院他
说得没错袁是这个理儿遥因此他用
这句野经典台词冶劝退过很多人遥
在他的影响下袁 有位年轻人对购
彩有了新认识袁 他说院野每天来买
几注是个乐趣袁 买彩票不能当主
业遥 冶

王先生曾经干过很多工作袁
不久前袁 是一位老乡推荐他来售
彩袁 虽然一个人从早到晚比较耗
时间袁但他觉得这个工作很随便袁
顾客少的时候还能上网浏览新
闻尧听音乐或打台球遥 最近袁他通
过售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袁 大家
每天见面还能切磋球技袁 日子过
得很充实遥

快过年了袁 王先生打算春节
回老家遥 他有两个儿子袁老大 18
岁袁老二刚上小学袁爱人在老家边
工作边照顾孩子遥 这次全家终于
要团聚了袁 王先生想起这些心里
就高兴袁他打算回去告诉孩子们院
爸爸有了一个新工作要要要体彩销
售员遥

小王准备投注体彩 王青/摄

王先生正在打印彩票 王青/摄 王先生渊左冤同顾客打台球 王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