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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心 服 务 ， 守 得 云 开 见 月 明

阳光和煦，街道上十分热闹。上午8点半，苏州市
开发区城南花苑的32054002号福彩站点业主王君兰打
开了彩站的大门，做好消毒工作，为彩民备上一壶茶之
后，开始忙着打票、兑票。

7年来，王君兰始终如一，坚持用“买一份希望，存一
份慈善，献一份爱心，赢一份幸运”的理念，发展购彩者，
留住购彩者，用心坚守福彩事业。

2013年，王君兰刚过40岁，在一家企业上班，但收
入不多。正想换工作的她，遇见了福彩。

开店虽容易，但怎么发展彩民、留住彩民却很难。
除了向优秀站点取经外，王君兰一直在摸索。“开了彩票
店才知道吃亏是福，有些事情不去计较，服务态度好，彩
民自然愿意来。”王君兰说，店里有时也会碰到一些难缠
的顾客，比如打了彩票明明没中奖，偏说打错票了，“这
种情况我一般不去争执，而是重新打一张。有的彩民因
此成了回头客，其实不吃亏。”

彩民愿意来且留得住，这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有
舍才有得。只要有空，王君兰就会做点好吃的，招待一
下彩民，一起讨论玩法。

彩民有需求，她能帮的都会帮，热情好客是大家对
她的一致评价。“他们把我这里称为‘彩民之家’，这个称
号就是对我站点的最大肯定。”王君兰说。

7年来，王君兰坚持每天早晨8点半到店，晚上11点
回家。“经营一家自己的店，为自己做事情，没有什么觉得
累的，生活比以前改善了很多，很知足。”王君兰有一本已
经皱皱巴巴的小本子，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她从开业到
现在每个月的销量与收入。结束疲惫的一天，记录一下
当天的收入，这里有她的努力和付出，让她觉得很欣慰。

王君兰说，辛苦是次要的，她更在意的是彩民。有彩
民购买“快3”彩票，一直不中奖就会翻倍接连追号，“出于
责任，我会劝说他们理性购彩，但一些彩民不理解。”

即使知道彩民会不高兴，王君兰依然坚持引导彩民
理性购彩。正是由于她的真诚经营，很多彩民一路相随。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家都有些困难，
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面对当下的处境，更
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好。每变好一点，我们
的人生就会更好一点；每个人都变好一
点，整个环境就会变好一大截。”王君兰
心态很平和，在她看来，世上没有白费
的努力。因为疫情，站点的人流量骤
减，彩票销量也下滑很多，但她并没有
为此着急，“其他地方节省一点，困难
肯定会过去的，守得云开见月明。”

王君兰认为自己一直很幸运，她
说：“很感谢遇见福彩，今后的路还很长，
我会继续为彩民服务，坚守更多的7年。”

变废为宝，彩票工艺品为站点聚人气

都说高手在民间。在苏州，有这样一位即开票创作
达人。彩民们再熟悉不过的刮刮乐，在他手中“变身”
成园林、茶具、盆景、宠物等摆件，精美绝伦、活灵活
现。如果不是经人指点，很难想到这些在苏州市福彩
中心展示长廊橱窗里的精美工艺品，竟然都是来自于
刮刮乐彩票。福利彩票销售员王征海就是这些手工艺
品的创作者之一，把刮刮乐“变废为宝”，是他经营站点
之余的最大乐趣。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征海接触到了即开票手工艺
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日常生活中的景和物，都是他
创作的灵感和源泉。日子久了，彩民知道他有这样的爱
好，就主动把没中奖的废弃刮刮乐收集起来送给他，王

征海则以“定制作品”作为回
馈彩民的礼物。一来二去，
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也带动
了投注站的销量。目前，他
站点的刮刮乐月销量在10
万元左右。

开店容易，守店难。福
彩销售的工作枯燥乏味，每天
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工作时
间长达14个小时，除了春节七天
假，一年干到头。手工制作陪伴着王
征海消磨枯燥时光，“服务好彩民是我们
的使命，很多老顾客跟我成了朋友，‘不客气’地问我要
手工艺品，这成了我吸引客流的增值服务。”王征海说，
他重复制作最多的就是发财树，寓意好，彩民最喜欢。

“这盆发财树的树叶、树干、花盆使用了三种不同
的刮刮乐，而能制成这种棕色树干的刮刮乐现在已经
停产了。”王征海说，他创作的作品是根据刮刮乐票面
颜色和图案决定的，随机应变、量体裁衣，所以很多作
品只有一两件。

不画图、直接做，不留底、只送不卖，王征海已记不清
创作过多少件作品，他只知道每件都是用心之作。刮刮
乐的纸张硬、票面多样，适合制成摆件。为了延长存放
时间，他一般会将两张刮刮乐叠加黏合裁剪，制作图形，
再用铁丝或者竹片固定，晾干喷胶。因此，就算是一朵
看似普通的花，整个制作过程也要两三天时间。复杂的
作品，则要花上两三个月。不过，这些都难不倒王征海。

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2015年举办的“创意刮
刮乐·献礼十周年”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中，王征海的作
品“苏州园林”获得江苏赛区一等奖，并代表江苏参加全
国选拔赛。

身体力行，公益使者回报福彩信任

在苏州福彩圈，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团，她们的身份
有福彩投注站站主、销售员，福彩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社

会爱心人士。郁莉钧就是其中一位。
郁莉钧经营的投注站位于高新区阳山花苑

的商业街。在街坊四邻眼中，她是个直爽又
热心的大姐，总是笑脸相迎每一个彩民，服
务热情耐心，认真仔细。

经过多次标准化建设改造升级，如
今，这间十多平方米的站点成为郁莉钧事
业再次起航的地方，也是她重新找回自信
的地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福彩‘收留’
了我，给了我谋生的‘饭碗’。”

今年51岁的郁莉钧与福彩结缘是在16
年前。2004年，郁莉钧所在企业经营不善倒

闭，她也下了岗。有一天她从报纸上获悉苏州市
福彩中心正在招募代销员，像她这样的下岗失业人员

是优先考虑对象。就这样，郁莉钧通过了考核，正式成
为一名福彩代销员。

从郁莉钧家到她所在的福彩投注站，单程距离超过
20公里。每天早上5点45分，她会准时乘坐529路公
交首班车，光路上时间就超过一个半小时。但郁莉钧觉
得这点困难不算什么，她希望用自己的认真努力，回报
福彩的信任。

本职工作之外，郁莉钧热衷志愿服务。2012年，旨
在为苏州福利院儿童“送亲情、送温情、送热情”的苏州
福彩好妈妈团成立。今年，好妈妈团入选市文明办“苏
州市百个重点志愿项目”，注册登记的志愿者达到54
人。郁莉钧是志愿队成立后的首批志愿者之一。

她还记得第一次去福利院时的情景，孩子们见到陌
生人哭闹不止。随着接触频次的增多，渐
渐地，孩子们愿意跟郁莉钧和其他爱心妈
妈一起玩耍，甚至黏着她们要抱
抱。“这些孩子都非常可爱，有个孩

子肢体残疾，但他只要听到音乐声响起，就会
跳舞。”郁莉钧说，身为人母，她深知母爱的力

量，也深知孤儿对爱的渴望。这些年，看着福利院陆续有
孤儿被好心人领养，她在不舍之余，更多是庆幸，“希望
这些孩子在健全的家庭中快乐成长。”

在郁莉钧看来，从事志愿服务是在身体力行地践行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福彩发行宗旨，让更多人了
解福彩，让更多人感受福彩的温暖。

用爱的眼睛看世界，回馈社会献爱心

35岁那年，她从药企销售转行福彩销
售。9年来，她以诚信为本的理念，把福彩
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为福彩传递正能
量。她叫刘锐，是苏州32050152号福
彩投注站的销售员。

彩民的舒心源自刘锐的真心。
站点内窗明几净，自动读票机、宽
屏电视机等现代化购彩设施一
应俱全。刘锐说，去年在市福彩
中心的支持下，她对投注站进行
了标准化建设改造升级，还添置
了两台电视机，用于播放双色球号
码，以方便彩民查看。刘锐坚信，经
营站点比的是服务态度、环境卫生、设施
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在她的努力下，站点连续

多年获评四星级销售点称号。
来自吉林的刘锐，大学学习的是药学专业。毕业

后的几年间，她一直在药企做销售，天南海北地出差，让
她感到非常劳累，尤其是有了孩子后，越发希望工作的
同时能兼顾家庭。2011年，抱着“换一种活法”的心态，
刘锐辞去医药销售的工作，通过层层选拔和考核，顺利
申请到福利彩票的代销资格。

投身福彩事业后，刘锐学会了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她
积极参加福彩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到敬老院看望老人，
更加懂得关心身边人。刘锐经营的投注站还加入了爱心
彩站和清凉驿站，为市民免费提供无线网络、饮用水、雨伞
和打气筒。“希望站点不仅是彩民互动交流的场所，也是传
递社会正能量的一个渠道。”刘锐说，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到
形形色色的人，有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希望通过购彩转转
运，也会遇到非理性彩民，她会反复劝导理性购彩。

遇见福彩后，刘锐变得更加懂得享受生活。她重拾
画笔，在闲暇时间练习水彩画，她笔下的苏州园林清丽
自然。“画画的时候，觉得自己最放松最自在。”刘锐，作
为一名新苏州人，她与家人在苏州打拼的这些年受到很
多帮助，而她也想尽自己所能，与福彩大家庭成员一起
投身公益，回馈社会。

奋战抗“疫”，一线行动显担当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不少
苏州福彩站主、销售员放弃休市休
假，用朴实无华的行动守好抗

“疫”第一道防线，尽己所能为
抗击疫情奉献力量。

位于姑苏区的32050139
号站点业主沈利忠，在彩票
休市后回到吴江区盛泽镇
沈家村的家里。1月27日，
在得知村里需要抗“疫”志愿
者后，他立刻登记报名。为了
确保沈家村的排查措施有力开
展，30多天的时间，沈利忠舍小
家为大家，白班晚班轮流上，和其他
志愿者“全副武装”，守在村口进出要道，
排摸针对外省入吴特别是重点疫情管控地带人员的情
况登记、测量体温、查看身份证件，对进出的村民进行
疫情防控的宣传、维护秩序等。

沈利忠说：“疫情刚暴发的那些天，心里还是相当紧
张的，可村里人手不够，疫情防控又容不得一丝懈怠。
我是一名福彩人，在彩票休市的日子里，去到需要我的
地方，守护乡亲邻里们的安康，为他们服务，非常值得。”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工业园区胜浦
镇的32051305号站点业主毛孝洪，不但自己主动加入到
滨江苑小区的抗“疫”志愿者队伍，还鼓励妻子一同加
入。由于该小区有段围墙电网缺失，春节期间也找不到
专业人士维修，社区担心会有人为躲避排查翻墙进入小
区。毛孝洪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报名加入小区执勤巡
逻的队伍。他为自己的志愿工作“加码”，好几天都选择
在后半夜执勤。期间遇上最冷的下雪天，夜晚气温骤降，
毛孝洪在风雪中坚守岗位，在围墙区域来回巡逻，守住小

区安全。“在这个特殊时期，默默付出的人实在太多
了，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要向党员看齐，践行好我们
福彩人的初心和使命。”

福 彩 好 妈 妈 ， 助 学 热 心 人

她是斜塘街道第一位福彩代销员，从业16年，凭借
精湛的业务能力和优质的服务，事业越干越红火；她是
一名志愿者，为孤弃儿童送去关爱，常年资助贫困地区
学生，身体力行传递着福利彩票的公益理念。

她叫王美芳，经营着一间30多平方米的投注站。
这里宽敞明亮、环境舒适，自动读票机、宽屏电视机等
现代化购彩设施一应俱全，王美芳热情地迎来送往每
一位彩民。

2005年，正在手机卖场打零工的王美芳得知市福
彩中心正在招募福彩代销员。渴望一份长期稳定工作

的她，萌发了试一试的想法。通过考核后，王
美芳正式成为一名福彩代销员，开始了经

营投注站的人生。
万事开头难。王美芳面对的第

一个难题是顾客上哪里找。为了
引流，她自制宣传单，到工厂、居民
小区等人流密集场所派发，并尽
可能留下顾客的电话号码，点对
点地通知福彩的最新活动等信
息。慢慢地，店里的回头客越来
越多，她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母亲
节，我还收到了一位彩民的母亲节

祝福。”王美芳高兴地说。
在开启福彩事业的同时，王美芳还

与慈善公益结缘。2006年，她开始资助
贫困地区的学生，同时成为苏州工业园区“雪

莲花”助学联合会的一名志愿者。在江苏睢宁县、甘南
藏族自治州、青海尖扎等地都有她的助学脚步，与5名
贫困生结对，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去年，我资助的一个
女孩高中毕业，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感到很高兴。”
王美芳说，助学让她很快乐，“这与福利彩票传递的公益
理念是一致的。”

除了助学，王美芳还是福彩好妈妈团的一员。每周
固定时间，这群爱心妈妈会轮流到苏州市社会福利总
院，为孩子们送去关怀和温暖。

敬 业 的 代 销 员 ， 热 心 的 志 愿 者

今年58岁的袁苏生是苏州福彩最早的一批代销员之
一。18年前，在他下岗失业一筹莫展时，福彩伸出援手，让
他优先获得了申请投注机的机会。18年来，袁苏生在投注
站里兢兢业业地服务着每一位彩民。走出站点，他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成为苏州市“金阿姨”志愿服务队技术能手小
分队的一员，常年为低保孤老义务维修水电线路、家用电
器，传递着福彩乐善好施、扶贫帮困的公益理念。

袁苏生经营的32050316号福彩投注点位于彩香二
村公园口，毗邻苏州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幸福彩
香公益园。访谈时，袁苏生正在电脑前给彩民选号打
票，口袋里的手机不时传来微信的提醒声。喝水的间
隙，袁苏生打开手机微信，“金阿姨”志愿服务队的微信
群里，闪动着多条“求助”信息。“航运一村朱发祥家的抽

油烟机启动后声音大，待修”“养育巷的王福官家电线
故障”……袁苏生一一回复并记录。

除了彩票外，他的桌面上最多的是志愿服
务的记录表。3月29日，袁苏生为家住宝林寺前
的顾永兴维修洗衣机，顾永兴在服务对象评价
一栏，写下“满意”。顾永兴是袁苏生的“老顾
客”了，一来二往，互加了微信，还成了朋友。除
了维修，看顾永兴一个人住，袁苏生还时常送去
关心和温暖。“我们福彩的发行宗旨是‘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我坐在站点里，接待每一位彩
民、打印每一张彩票，是为福彩筹集公益金；走出

站点，做一名志愿者，也是在做公益事业，传递福
彩精神。”这是袁苏生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加入“金阿姨”志愿服务队近10年，袁苏生的志愿

服务时长达1771.5小时，这对于一名需要坚守投注站的
经营者来说，难能可贵。去年，他被认定为五星级志愿
者，这也是苏州市志愿者认定的最高等级。

为了兼顾站点和志愿服务，袁苏生总是起得很早，
将维修预约尽可能地排在开店之前。不过也免不了临
时接到紧急抢修电话，面对两难境地，袁苏生的好朋友
总会在他外出志愿服务时，
临时义务帮他看店，以
解燃眉之急。

为方便维修，
他的电动车后
备箱里常备一
个工具袋，里
面装着各种
维修工具和
零件，“自己的
一技之长能派
上用场，为别人
带去便利，是件
快乐的事情。”

因为爱因为爱，，认识一座城认识一座城

苏州苏州，，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群人：：
从福彩销售走向福彩公益从福彩销售走向福彩公益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一座有着近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吴文化

的发祥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不仅有吴语雅韵、江南园林，更有扶危助困、敬老

爱幼的慈善文化孕育其间。苏州福彩,就是这座魅力之城的文化传承者之一。

在苏州，一个个福彩点从业者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服务中为来来往往的彩

民送上温暖，为公益事业持续贡献力量，是支持新时代福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

股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