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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一位体彩销售员舍弃销量，用双肩扛起社会责任

“我不会轻易挪开桌子让顾客进店”
姻记者王青报道

北京海淀区与朝阳区交界处，有一家经营了十几年的体彩实体店。店门口
有一条马路，这边是海淀区，那边是朝阳区。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朝阳区的购
彩者从不来这家实体店购彩。但进入 4月以后，随着朝阳区一些地区陆续被封
控，很多朝阳区的购彩者纷纷穿过马路，到距离他们最近的这家店购彩。

这家 36228体彩实体店位于海
淀区龙翔路 26号袁销售员高先生介
绍院野这次朝阳区疫情严重时袁 那里
的体彩实体店曾一度停业袁 所以很
多朝阳区的购彩者都来这里投注遥 冶
当时袁 高先生对疫情发展形势心里
没底袁 看到一下子过来这么多朝阳
区的人袁 他马上紧张起来遥 情急之
下袁把桌子搬到门口袁率先开始店外
售彩遥 这种做法有效地控制了人员
聚集袁 在体彩中心尚未要求不得进
店购彩时袁他已经先行一步遥

回想刚刚经历的疫情袁 高先生

说院野进入 4月以后袁北京的疫情防控
形势令人担忧遥 当时袁我每天都是一
个人在店里袁 而顾客又常常集中购
彩遥 比如袁下班之后与停售之前噎噎
大家就像约好了似的扎堆儿来遥 每
到这时候袁 我便顾不上检查顾客扫
码情况遥 尤其是朝阳区很多小区被
封控之后袁那边来购彩的人更多了遥
把桌子放在门口肯定影响销量袁但
为了购彩者的安全袁只能这么做遥 冶
高先生知道袁在这个非常时期袁要确
保实体店有一个安全的购彩环境袁
店里不出事才能正常售彩遥

随着北京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平

稳袁体彩又迎来复市袁但高先生依然
没有挪开店门口的桌子遥 他觉得袁低
风险不等于零风险袁 疫情防控需要
常态化袁 所以他暂时没让顾客进店
购彩遥 他说院野我是本着对购彩者负
责的态度袁严格防控袁这种售彩方式
影响最大的是即开票的销售遥 因为
不能进店袁顾客没地方刮彩袁他们只
能站在门口刮遥 如果赶上打彩票人
多袁 大家都站在门口袁 不仅非常碍
事袁还会形成人员聚集遥 再次开业以
来袁店里的客流量少了 40%袁即便这
样袁 我也不会轻易挪开桌子让顾客
进店遥 因为疫情防控还处在危险期袁
我宁愿少卖点儿彩票袁 也要将这种
售彩方式保持一段时间遥 冶

除了即开票销量减少袁这次重
新开业之后袁店里的顾客也比之前
少了很多遥 据高先生分析袁虽然大
部分购彩者仍然会继续购彩袁但对
于一些新接触彩票的人来说袁经过
一段时间的野被迫停购冶袁他们很容

易放弃刚培养起来的购彩兴趣袁加
上很多人为了避免风险袁很少出门
走动袁因此没有再来购彩遥另外袁还
有一些人因为野居家办公冶或者野社
区隔离冶等原因袁没有来实体店袁这
些因素都影响了彩票的销售遥

在防疫抗疫的特殊时期袁 有个
别顾客因为戴口罩问题与高先生发
生争执袁有人说院野又不能进店袁干嘛
非得戴口罩钥 冶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袁
一向随和的高先生此时的态度非常
坚决袁他说院野不进店也得戴口罩袁这
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遥 如果不遵
守疫情防控规定袁就不要购彩遥 冶正
因为他对防疫要求很严格袁 在本轮
疫情出现这段时间袁36228实体店一
直很安全遥 慢慢地袁高先生的做法得
到了广大购彩者的支持与配合袁大
家都称他是野抗疫代表冶遥 平时袁他很
注意店面清洁和消杀袁 经常拿着酒
精喷壶袁对常用的物品进行消毒遥 顾
客在刮彩之前袁 他也建议先喷一下
手再刮遥

高先生是河北人袁30岁时来到
北京遥 初来乍到时袁 他干过很多工
作袁最后选择当了一名体彩销售员遥
做这个工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院一
是他喜欢购彩袁 觉得这样更能方便
选号投注袁可以野近水楼台先得月冶曰
二是售彩工作在时间上可以自由支
配袁虽然这个工作比较耗时间袁但如
果有事可以自己安排遥 就这样袁他机
缘巧合地成了一名售彩员遥

高先生在 36228体彩实体店一
干就是 7年袁很多购彩者找他打票也
有 7年袁 已经成为相识多年的老朋
友遥 高先生租住在实体店旁边的小
区袁 他从早上 9点半到晚上 10点在
店里售彩袁虽然一个人照顾实体店很
辛苦袁但他却感到非常充实遥 疫情发
生之前袁很多顾客来店里不仅是为了
购彩袁他们还常在这里聊天尧休息袁很
多人会在这儿待上半天才走遥他们把
实体店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场
所袁把高先生当作亲密的朋友遥

店里的顾客在购彩上有个特

点袁他们喜欢在体彩停售前半小时
集中到店购彩遥 这种野操作冶可把高
先生忙坏了袁他一个人打票尧售彩袁
两种模式轮番上阵袁 忙得不亦乐
乎遥 为此袁他经常劝说顾客院野体彩
大奖公平尧公正袁任何时间购彩都
一样遥 如果集中打票袁可能会由于
系统信息量暴增袁 导致出票慢袁影
响你们中大奖遥 冶因此袁在忙碌的时
候袁他尽量提高出票效率袁以满足
顾客的需求遥

36228体彩实体店既不挨着大
型社区群袁也没有邻着写字楼袁但店
里的销量一直不错遥 究其原因袁高先
生认为袁是因为周边实体店很少袁所
以店里一直有稳定的客源遥 据高先
生介绍袁几年前袁实体店旁边有两个
大型批发市场袁带动了这片地区的经
济遥每到周末袁大街上车水马龙袁人潮
涌动袁因此来店里购彩的人特别多遥
后来袁 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格
局尧大背景下袁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
能袁这两个大型市场也相继迁走了遥

高先生是一位温暖细心的

人袁也是一个爱笑的野暖男冶遥 遇
到老年购彩者袁他会不厌其烦地
为他们讲解投注的相关知识袁遇
到中年大叔袁他则变身为野忠实
的听众冶袁 为他们排解烦恼噎噎
工作中袁 他总是用微笑面对顾
客袁 总是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

觉遥 售彩 7年来袁性格温和的他
磨炼得更加谦逊随和尧 与人为
善遥 他说院野良言一句三冬暖袁恶
语伤人六月寒遥要让顾客在实体
店感到轻松愉快袁他们才会把这
里当成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遥 冶

高先生售彩几年后袁一位附
近居民凭借一张排列 5机选彩
票袁中得 10万元奖金遥 不久袁又
有一位购彩者投注排列 5获得
10万元奖金噎噎后来袁 体彩中
心规定院100万元以下的奖不再
发奖牌遥 店里还多次出过 10万
元的大奖袁但没有奖牌遥 这些看
似偶然的大奖背后袁是高先生日
复一日的辛勤付出和热情周到
地服务袁可以说袁这些妙手偶得
的大奖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遥

本轮疫情发生前袁高先生每
天到店的第一件事就是抄写走
势图袁供购彩者研究选号袁这是
他为顾客提供的一项服务遥但自
从疫情再次出现后袁他就没有再

更新走势图遥因为一般研究走势
图选号的顾客袁购彩至少要用半
小时以上袁这样会影响下一位顾
客购彩遥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袁
不允许人员聚集袁所以他已经一
个月没有抄写走势图上的开奖
号码遥他说院野现在新冠病毒才消
停两天袁 还要注意减少人员接
触遥 我宁可少卖点儿彩票袁也要
提高警惕尧防患于未然遥 冶

高先生有个多年养成的习

惯袁每天晚上关店之后袁他会在
寂静的街道上健步走 10公里遥
他觉得这样不仅能锻炼身体袁
还能缓解一天中售彩的疲劳袁
让身心得到彻底放松遥 但这次
疫情发生后袁 他便把这个习惯
改了遥 几个月来袁他只在居住的
小区内走走袁 原因是担心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袁 走到有疫情的
小区袁他的健康宝会野弹窗冶袁这
样对售彩工作影响很大遥 因此袁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袁 把风险
降到最低袁 他每天都两点一
线要要要实体店和社区遥

两年前袁疫情暴发之初袁体
彩曾休市一个多月袁 那次的经
历令高先生记忆犹新遥 那年袁他
刚刚结束春节的休假袁 便马不
停蹄地从河北老家回到北京遥
他放不下北京的实体店袁 也惦
记着相识多年的购彩者遥 没想
到袁刚回到北京袁疫情的发展却
急转直下袁 体彩为防控疫情宣
布停市遥 当时袁高先生整天只能
待在房间里袁开不了实体店袁见
不到老朋友袁老家也回不去袁他
每天一个人在小区里转悠袁几
个月没有跟人说话袁 他说院野疫
情对体彩的冲击太大了袁 两年
前袁 体彩停市时袁 我都快抑郁

了遥 正是因为有过上次的教训袁
这次疫情再次出现袁 我的警惕
性瞬间被激发出来遥 疫情无小
事袁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社会
责任袁作为一名体彩从业者袁我
更要对每一位购彩者负责遥 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两年多
来袁 从国家到个人都受到很大
影响遥 高先生是河北人袁虽然离
老家不远袁 但由于体彩工作繁
忙袁 他每年只有春节假期才能
回老家与亲人团聚遥 他有两个
可爱的儿子袁 和妈妈一起在老
家生活遥 过去袁儿子们总是在暑
假来北京与爸爸见面袁 他们能
在北京住上整个假期遥 但是袁疫

情发生之后袁 孩子们已经几年
没来北京袁 而高先生也因为疫
情的缘故没能回家过春节遥

这几年袁父子之间只能通过
视频电话进行沟通袁这种骨肉分
离之痛袁 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
会遥高先生说院野谁不想一家人在
一起袁在这艰难的两年中袁我没
有放弃售彩工作也正是为了孩

子遥冶原来袁高先生为培养逐渐长
大的孩子袁把他们送到了一所学
计算机的学校袁高额的学费加上
生活费袁让他感到压力巨大遥 但
作为父亲袁他必须担负起家庭的
责任袁 把孩子培养成有一技之
长尧能自食其力的人袁所以即使
远离家人尧忍受孤独袁他也始终
没有离开售彩岗位遥

这段时间袁 专管员来实体
店的次数比过去更多袁 他们主
要是来巡检巡查袁 看看实体店
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否落实袁并
配送一些必须的防疫用品遥 他
们会仔细查看售彩设备能否正
常运转曰打印纸尧即开票需不需
要补充袁 并嘱咐高先生一定要
坚持扫码尧测温尧戴口罩遥 专管
员每天都会在微信群提醒大

家袁注意疫情防控袁并转发当期
的疫情新闻袁让大家注意防范遥

在艰难的时刻袁 体彩没有
忘记奋战在售彩一线工作者袁
专管员务实的工作作风袁 认真
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染着高先
生遥 他觉得在疫情面前袁自己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袁 在他身后有
一个千千万万体彩人组成的强

大队伍袁万众一心袁共战疫情袁
展现了体彩一直践行的责任理
念和担当精神遥

雷锋说袁一滴水只有汇入大
海才永远不会干涸袁一个人只有

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

起才最有力量遥经历了疫情之后袁
高先生更深切地感到袁 个人只有
依托体彩这个集体袁 才能更好地
实现人生价值遥 当初选择售彩工
作是出于爱好和偶然袁 但一路走
来袁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之后袁他认
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袁要怀
着感恩之心去做公益之事遥 公益
体彩任重而道远袁 需要无数人为
之奋斗袁 如同心手相传的公益火
炬袁生生不息遥

销量为什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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