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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得那么匆忙， 昨天有
人还喊热，今天，秋风就吹得人裹
紧了衣服。 康三好像不怕风，依旧
光着膀子往外跑。 他说，要去买彩
票。 过不了半个小时，人家就该关
门了。 要不是地里活紧，他也不会
这么匆忙。

康三闺女在屋里嚷，说:“爸，
再着急也穿件衣服啊！ 你干活回
来， 出了那么多汗， 秋风再一吹
……” 闺女的声音被秋风淹没了。
康三知道， 闺女一定是担心他感
冒。 可是感冒怕啥，如果他错过这
次彩票，估计大奖就飞了。 那个号
码，他的生日、媳妇的生日加上闺
女的生日。 他自己整理的数字，风
雨打不动，每天一注。他就不相信，
老天总跟他作对。

半路上，康三飞奔而行，丝毫
不觉得秋风有啥凉的。 还好，时间
赶得上。 他迅速买完彩票，又往家
赶。 闺女病了，好几天，高烧不退。
康三让她去医院看看， 拽着都不
动，他要赶回去给闺女做饭。

一路飞奔，很快就到了，闺女就
笑他，你老胳膊老腿的，跟人家运动
员没法比。 康三笑呵呵地说:“我这
是夸张！ ”于是，爷俩就一起笑。“我
好了，不烧了，你摸摸！ ”闺女说着，
凑到康三跟前。 康三伸摸摸闺女的
额头，果真不烧了。 他拍着手说:“我
就知道，老天爷会心疼咱穷人的！ ”

闺女努着嘴， 说:“我跟您说
过多少次了，咱不是穷人。 ”康三
故意打了自己的嘴一下， 说:“瞧
我这记性。 对，咱人穷志不短！ ”

� （蓝雪冰儿）

广东体彩有情有爱有担当
体育彩票入粤25周年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今年是中国体
育彩票统一 发 行
25 周年，广东体彩
作为中国体育 彩
票的重要一员，广
东体彩牢牢 把 握
国家公益彩票 基
本定位和发 展 方
向，将体育彩票的
社会责任根植、贯
穿于发展战 略 规
划 、 销售经 营 管
理 、 公益公 信 传
播、队伍建设发展
等 全 过 程———25
岁的广东体彩，有
爱、有情怀、有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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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1994年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统一发行， 广东成为第一批
经国务院批准发行销售中国体育
彩票的省份。经历25年的奋斗，广
东体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从
1994年销售体育彩票 700多万
元，到2018年247.19亿元，截至今
年9月，广东体彩累计销售体育彩
票已达到1771.2亿元， 为国家公
益事业、 广东体育事业及社会经
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销量的快速增长， 不断完善

的品牌体系是其主要依托 。 如
今， 广东全省体彩实体店规模从
1994 年的 200 个已经逐步扩大
到 1.3 万个， 初步建成了覆盖全
省城镇、乡村、社区、行业渠道的
体育彩票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
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3 万多个，间
接带动印刷、传媒、物流、科技、金
融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稳增长、
促就业、 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应
有作用。

同时， 广东全省管理队伍由

最初的数十人增长到 2018 年底
的近 600 人，队伍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不断提高， 涌现出一大批
懂市场、会经营、擅管理的人才。

从成立至今，广东体彩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坚持依法治彩，贯彻落实彩票
管理条例及其细则，加强内控管理
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和健全风险防
控体系，在全国体彩行业率先完成
省、市中心质量管理全覆盖，确保
体育彩票安全健康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
票， 肩负着筹集体育事业发展资金的
重要责任， 多年来广东体彩始终致力
保障与改善体育事业及民生公益事业
的发展，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
育助学、 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
划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5年来，广东省体彩社会贡献持续提
升。全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量从1994年
的100多万元， 飞涨到2018年的58.81亿
元，截至今年9月累计达到458亿元。

以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为例，广东
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超过 6.4
亿元，其中群众体育领域支出超过 3.8
亿元， 竞技体育领域支出近 2.6 亿元，
共计有十大类群众体育项目、 五大类
竞技体育项目直接受益。

在关注本省体育事业发展的同
时，广东率先在 19 个援疆省市中提出

“足球援疆”的概念。 以公益金为保障，
经过三年的努力，广东“足球援疆”结
出丰硕成果，得到两地政府高度评价。

此外， 广东体彩还大力开展符合
广东省情和实际的公益关爱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比如，集“送体
育器材、送体育教学”和“奥运冠军大
讲堂”支教活动于一体的“广东体彩快
乐操场 +”大型公益活动，不但累计在
省内山区建设“快乐操场”50 所，还组
织优秀运动员开展体育支教、“冠军课
堂”下乡、校园足球进村等特色活动，
惠及学生过万人；长期耕耘的“情系山
区，送书助学”的活动，已累计捐赠山
区小学“爱心图书室”18 所。

25 年来，在打造“负责任、可信赖、
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的过
程中， 广东体育彩票始终致力于以人
民为中心，打造“责任体彩”，摸索出一
条适合广东体育彩票事业的发展之
路，无处不彰显公益体彩的责任担当。

从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广东体彩扎实推进责
任彩票建设，广泛开展各类调研活动，
其中 2018 年 9 月抽调中心党员和业
务骨干人员组成 7 个调研小组， 分赴
21 个地市开展了调研， 全方位了解本
省体彩工作情况，挖掘基层典型经验，
发现和解决问题， 切实承担和履行体
育彩票的社会责任。

到开展阳光便民渠道建设，深入推

进跨行业合作， 大力拓展社会兼营网
点，销售网点成功进驻广东烟草、美宜
佳、农村淘宝、天猫小店等社会渠道，全
年新增行业渠道网点近千个，触达购买
用户超过 3000 万人次， 广东体彩进一
步满足了人民群众购彩便利性需求。

再到责任彩票培训工作， 广东体
彩在总局体彩中心的指导下， 下大力
度分人群、分批次集中对省本级、地市
及专管员、 实体店进行责任彩票线上
线下培训和考试，其中，在 2018 年就
有机构人员和专管员共 596 人参加，
合格率为 97%；业主和销售员共 9594
人参加，合格率为 94%。 以考促学，以
学促知，以知促行，全面提升广东体彩
从业人员责任彩票的意识和水平。

大乐透：前区：大号回归，大小比
关注 3：2 防 4：1。 和值上升 ， 关注
90—120 之间。 奇数热出，关注奇偶比
3：2 防 4：1。 012 路关注：1：2：2。 连号

淡出，关注散号。 后区首防双小、双奇
组合，次防双大、双奇组合。

七星彩 ：985—203—431—064—
816—277—940。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670、392、
846。

排列 5： 精选号码三注 ：01571、
25906、86257。 （安颖）

大号回归 和值上升
———析体彩玩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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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打造负责任可信赖形象

温度———坚守公益谱写爱的篇章成长———不断前行探索发展之路广东省体彩中心供图

汉文帝刘恒之所以能够顺利
即位，当上大汉朝的天子，关键的
原因只有一条， 他是薄姬的儿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清除了
吕后家族势力，废除了吕后所立少
帝， 需要重新选一位皇帝的时候，
大臣们左商量，右商量，最后确定，
鉴于薄姬家族背景好，朝野对薄姬
的评价好，他们便迎立了刘邦与薄
姬所生的儿子刘恒，继任为皇帝。

我们知道，汉朝的第一个皇帝
是刘邦，而接刘邦皇位的，是刘邦
与皇后吕氏所生儿子刘盈，即汉惠
帝。 因为吕后是个“虎妈”，霸道而
狠毒，经常拉着皇帝儿子去看她怎
么折磨罪犯（比如拉着他观看如何
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惠帝仁弱，
看多了恐怖电影后，吓得心理出了
毛病，在位才七年，便抑郁而终。 惠
帝死后，由于没有儿子，吕后便找
了个小孩， 对外说是惠帝的儿子，
把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孩子立为皇
帝， 但这个儿皇帝不过是一傀儡，
吕后从此临朝称制。

过了四年作威作福的日子，
吕后又废掉了这个少帝， 另立恒
山王刘弘为帝， 也是个年幼无知
的小孩，小孩易于掌握，吕后更是
一手遮天。 再过四年，吕后去世，
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
等举兵讨伐吕后诸子侄， 将吕氏
家族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又
将吕后所立的少帝废除，于是，朝
野震荡之际， 大臣们开始重新择
立新的汉室天子。

立谁呢？ 自然是刘邦之后。 然
而，刘邦之后，子子孙孙不乏其人，
选择颇难。 当时，刘邦的后代中，最
有资格继位的几个人，分别是刘邦
长子刘肥的长子，齐王刘襄，他是
刘邦的长孙；另一个刘邦与自己女

婿张敖的美人所生的最小儿子，淮
南王刘长；再有就是刘邦与薄姬所
生的儿子，代王刘恒。

到底立谁？ 这成了大臣们商
量和争议的焦点。于是，经过反复
商讨，确定了一个立帝的准则。那
就是为了不重蹈吕后专权的覆
辙， 所立新皇帝的母亲必须低调
谦让，在朝野必须有良好的口碑。

大臣们商量道：“今皆已夷灭
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
无类矣。 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
乱功臣。今齐王（刘襄）母家驷，驷
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
氏。 ”（《史记·吕后本纪》）

如果按照继嗣的伦序而言，
当立刘邦的嫡长孙齐王刘襄，但
是齐王的母亲家人横行霸道，名
声很臭，尤其是刘襄的舅舅驷钧，
恶声远扬， 妇孺皆知， 倘若立刘
襄，诸吕之乱，又会重现。 由于母
亲家口碑不好之故， 刘襄继承皇
位的资格就给否定了。

而淮南王刘长呢？ 刘长母亲
虽然早逝，但他一直跟着吕后，由
吕后抚养成人，如同吕后的儿子，
与吕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
上他心狠手辣，不遵法度，故也被
排除在外。所以，刘恒成了最合适
的人选，因为“薄氏谨良”。 于是，
因为母亲贤惠的好名声， 刘恒成
为继承皇位的最终人选。 前 180
年， 刘恒被大臣们从代地迎到京
城，立为皇帝，是为汉文帝。

可见，家风良好、为人谦逊，在
平时或许会受到一些冷遇甚至委
屈，但一旦放置于公正的台面作为
某种抉择的条件时，却往往会使平
时受到冷遇和委屈的人脱颖而出，
成为至尊权位的不二人选。

一位年轻女性抱着“婴儿”走进地铁车厢。 坐着的男
人马上站起来给她让位。她坐下，手臂保护着“婴儿”，深
情地看着他。 那 BB 好像睡着了，动也不动。 过了一阵
子，女人用手逗弄孩子的嘴唇，但他还是不动。 眼利的人
渐渐发觉，那个孩子根本不会动，没有生命体征……大
家开始感到不安，不免偷偷再看几眼———他们惊讶地发
现，那是个仿真度极高的洋娃娃。

儿童都喜欢玩洋娃娃，女孩子尤其如此。 我几岁大
时也常常拿着一个便宜的塑料娃娃， 好像她是我的女
儿。 但我没有研究过玩洋娃娃的心态，只记得童稚时有
个娃娃能带来某种安慰和荣耀，可以学着照顾她，帮她
换衣裳、梳头发、擦脸庞，但心里很清楚那是个玩具。

后来，好莱坞电影里拍了好些用洋娃娃做主角的恐怖
电影，使人对洋娃娃生畏，渴望得到洋娃娃的小朋友似乎
就少多了；而无数更新鲜、更有益的玩具也相继兴起，玩洋
娃娃才不那么盛行。 不过，近几十年来，芭比娃娃和椰菜娃
娃仍有过热潮，只是如今代之而起的，是仿真度极高的硅
胶婴孩，而这些硅胶娃娃竟然是成年女性的新兴玩意。

这些“婴孩”不全然由工厂生产，工厂只造其基本身体
形态，但他们造得十分精细，上乘的产品，连脚趾都可以逐
一挪动，娃娃的五官和脖子上的皱纹、掌纹、头发等，则由个
别的“艺术家”逐笔画上，因此每个“孩子”都与众不同，也卖
得很贵。 这些“艺术品”每每送到买主的家，都有“开箱”仪
式，好像买主真的生了孩子，邀亲朋到她家来聚会拍照，或
录像留念，甚至通过网络直播，以飨网上粉丝。

之后，“妈妈”就要天天照顾这个买来的“娃娃”。娃娃
有名字、有重量、有“出生”时的数据，样子和真的婴孩几
乎没有什么分别，妈妈的手轻轻点拨，孩子就会“动”，喂
奶时嘴唇会一下一下地“啜吮”———只是他不会长大。 妈
妈要给它喂哺，要换尿片，要定时起床抱它，否则你就不
配玩这种娃娃了。 当然，她还要花钱给娃娃买新的衣裳、
帽子、鞋子和玩具，不断为它加添衣物玩具。 这当然是生
产商精心布的局。 你一旦“入局”，花费可大了。

这些娃娃永远处于你最喜欢的某个特定幼孩的年纪和
状态。 假如你不喜欢初生婴孩，你可以选择四个月、六个月、
一岁半、两岁……总之，什么年纪和相应的体积都有，衣物
配套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买一张真实尺码的小床
给它。很多女性就把这样的一个“儿童”养在家里。她们部分
是有孩子的，那娃娃是一家人的玩具———不，是他们的家庭
成员。 你只需给它买日用品，这样的孩子不用教育、不必给
食物、不会生病，也不会哭闹得让你抓狂，是个毫无麻烦的
宠物。 如果一个不够，你还可以买“双胞胎”，甚至“连体婴”，
或者买几个不同年龄的放在一起，当作表兄弟姐妹。

玩这些“婴孩”的妈妈，会为“孩子”编毛衣冷帽，会交换
“孩子”来“养育”，会在网上彼此赞美对方的“儿女”有多可
爱，大家都很有爱心。 网上且有文章，说养着这样的一个“婴
孩”会增加“母亲”身体里的催产素，使女性觉得舒服好受。
也有人说这是训练未来母亲的最好方法。 更有人指出，假如
某位母亲失去了真孩子，这些“婴孩”
可以抚平她心灵的伤疤，乃情绪良药
云云。 听说也有母亲用它们作为真孩
子接受将临的弟妹的。 这些论述，只
说好的地方， 估计都是玩具商找
人写的。

不过，我想到这里，心里
竟然有点寒意。毕竟，如此仿
真的娃娃不是真的娃娃。

杨桃被按在案板上。刀子锋利。 切
一刀，杨桃就“啊”一声。 再切一刀，再

“啊”一声。 不多的汁水顺着刀片淌下
来，将案板洇湿了一小块。

刀子是杨桃请来的。
嫩绿的杨桃， 前生是古代一种被

称为“椎”的武器，头部六棱或八棱。金
瓜武士将其持在手中，威风凛凛。 应该
出手的时候，椎绝不含糊。 这一生砸进
多少人的体内， 溅起过多少触目惊心
的鲜血，它已经数不过来了。

一天半夜醒来， 想到自己经历过
的一件件、一幕幕，它忽然冒出冷汗。
不能继续了。 转世再也不要金身或者
铁身。不要做金属。打砸抢无法解决问
题，问题只会越积越多。 凡是给事物带
来伤害的方式，它都要舍弃。

它钻进土地，从零开始，汲取土壤里
的养分，也偷偷接收一些渗进土地里的阳
光。它不敢大声呼吸，以免被太阳发现。它
担心自己不配让太阳照射。 它顺着根须、
枝干一路向上，在枝干上冒出小芽。

一天又一天。 一个柔亮的早晨，逐
渐长大的杨桃看清了自己的模样，大
吃一惊。怎么还是那个样子。虽然身体
下半部没有了柄， 由八棱形变成了五
棱形，但大致还是相似。 说好的脱胎换

骨呢，说好的与往事干杯呢。
前生太扎实了。 那是一个坚硬的

过程，步步为营。 它一辈子都没接触心
软的事物， 除了刀枪剑戟便是斧钺钩
叉， 全部恶狠狠的表情， 冷冰冰的神
态。 它的世界里没有过柔和，不知该怎
么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

如果当初有一个人引领着它，把
世间的愉悦、放松、欢欣、挚爱一一指
给它看，无需过多解释，只要看到，它

也不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这最难改变的身形， 最后的痕

迹，还是要割除干净。 能帮助它的，也
只有这把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刀子。

刀子把自己磨得飞快，尽量减轻进入
杨桃的身体后给它带来的苦痛。看着躺倒
在案板上的杨桃，那个曾经谁也不服的朋
友，刀子忍不住哭了。 刀子知道，切开杨
桃，也就是彻底和老友作别的时刻。

一片一片萌哒哒的五角形状的水
果， 在盘子里散漫地排列出一副家庭
主妇的姿态。 你怎么也看不出它和那
个血腥的武器到底有什么关联。

这才是我自己，杨桃说。
尽管内心有着和菠萝蜜一样浓烈

的情感，但它决不再任其燃烧。 它就那
么恬淡的、轻佻的，把一点隐隐的甜味
呈现在你的嘴边。

如果你忘记吃掉它， 一天后它会
渐渐发黄、 腐烂， 如同所有变老的水
果。 但此刻的它是欣慰的，仿佛一个痛
改前非的浪子。

11 月 1 日
-15日 ，“同心筑
梦———粤港澳大

湾区书画联展 ”
在 广 东 美 术 馆

举办。

淡淡
花雨
扑面来
（国画）

□李劲堃

天子也需好家风 □晏建怀

成人的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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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桃
□王国华

□胡燕青[香港 ]大漠绿洲 □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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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见过如此蓝得透明的天 ，从
未见过如此白得发亮的云。 蓝天白云
下面，我的双眼被响沙湾连绵起伏的
沙丘俘获。 我脚下的沙，细小平整，像
一张无边的宣纸。 我小心翼翼地踏上
这平如镜软似水的沙面，拘谨地留下
了我第一次沙漠之旅的印记。

略远处的沙，如同湖面泛起层层
的波澜 ， 慵懒地向更远处的沙丘延
伸，形成了层层沙波。 最远处的沙，仿
佛大海里滔天的巨浪，翻下后瞬间定
格在天地之间，幻化成一个又一个的
沙丘。 在沙丘的顶端，排成一队的庞
大驼队浓缩成一条晃动的亮线，经久
不息地起伏在如海的大漠中。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眼的大漠，也
就是这第一眼的大漠就让我震撼 ，
让我热血奔涌 ，让我忘却了自我 ，让
我变成了大漠中的一粒细沙。

我不再拘谨，不再小心翼翼。 我
轻盈地在层层沙波上飞奔、 穿越，足
印在沙波上的痕迹好似五线谱上跳

动的音符，速写出一粒沙拥入大漠母
亲怀抱的兴奋与缱绻。 在天地之间踏
沙而行，在大漠深处的沙丘上肆意奔
跑 、跳跃 、翻滚 ，我看到了沙的兴奋 ，
听到了沙的歌唱，感到了沙的欢悦。

在沙浪干热的风中 ， 我听到梦
中无数次响起的驼铃， 走近了大漠旅

人的挚友。 如此庞然大物的沙漠之舟
竟然有一双少女一样美丽的眸子！ 尤
其是那长长的睫毛， 倒影投映在瞳仁
之上，一眨眼睛，忽闪灵动。我望着它，
似曾相识；它望着我，如遇旧主。 在领
驼人的同意下，我坐上了领队驼。它像
人们端着一满碗水一样谨慎小心地把

我驼起， 让我在它两米高的身躯上俯
瞰金色绵延的大漠： 这里虽没有长河
落日，大漠孤烟，但却有绿洲掩映，沙
湖奇境。

颠簸在驼峰之间，心神早已驰往
沙湖绿洲。 罕台河、君兰湖孕育了这
大漠深处的草丰水美 ， 赋予了蒙古
族人民悠然自得的游牧快乐。 相传，
很久以前 ， 一个名叫布日瓦的蒙古
小伙子在征战途中 ， 来到这世外桃
源君兰湖 ， 与美丽的氏族首领的女
儿瑞沁倾心相恋。 后来，忠于爱情的
瑞沁跳入君兰湖化作晶鱼继续保护

着这片绿洲 ， 勇敢的小伙布日瓦成
功抵御了敌人入侵并请天神赐下守

护绿洲的罕台河 。 荡气回肠的故事
在蒙古牧民间传颂 ， 聚居在这里的
蒙古牧民称这片弯月状沙漠为 “布
热芒哈 ”，这就是 “响沙湾 ”。 从君兰
湖到响沙湾 ，从牧羊女到勒勒车 ，从
月下敖包会到鄂尔多斯婚俗 ， 数不
尽大漠绿洲中英勇的蒙古人物 ，道

不尽绿洲大漠里人美丽动人的故事。
正在这心驰神往之间 ，突然狂风

骤起，天色大变。 乌云像打翻了的墨
盘刹那间溢满了原本湛蓝的天 ，金色
的大漠也收敛起柔和的微笑，变得庄
严肃穆。

伏在沙凹里避雨是最无奈的选

择，也是最幸运的选择。我和大漠真的
融为了一体，在大漠的怀抱里，我像蒙
古族女骑士一样勇敢坚强。仰头看，我
看见堆成卷、 排成山的乌云在空旷的
天空中翻滚倾斜， 有如千军万马以排
山倒海之势向地平面的大漠尽头奔

腾。突然间，一道精灵一样的闪电从上
到下直立般硬生生地将我眼前片大漠

切成两片，又一道闪电劈裂下来，越来
越密集的闪电将沙漠劈成一条条碎

片，一声声炸雷在头顶轰鸣，雨水却矜
持了许久才落下稀疏但硕大的点滴 。
还没有润湿我的发梢， 天公便收起了
这突如其来的云雨， 如幻灯片切换一
般把一轮硕大的太阳挂在了刚刚洗涤

过的蓝天之上……
躲过雷雨 ，穿过大漠 ，我来到了

那片传奇的沙湖绿洲。 沁蓝的湖水在
耀眼的阳光下清透闪光，在如茵的绿
草环抱下，如同一颗翡翠环绕的蓝宝
石镶嵌在大漠赤金的皇冠之上 ，更有
沙鸥低翔，雄鹰展翅。 远处洁白的羊
群在茂盛的牧草间时隐时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