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天地

彩

2009

年

4

月

9

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

2009040

期开奖， 我省常德市一彩

民购买了一张红球为

04

、

07

、

10

、

20

、

26

、

30

，

蓝球为

10

、

12

、

14

、

16

的复式票， 结果让他

一举收获了一注一等奖、三注二等奖。当期

双色球一等奖单注奖金

519

万元， 二等奖

单注奖金

2.4

万多元。中奖站点为我省常德

市皂果路

43069229

号投注站。

4

月

10

日，

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前往常德对该幸运投

注站表示祝贺，并颁奖授牌。

中得五百万大奖的幸运投注站点人

气急剧上升，彩民、附近居民、锣鼓队、媒

体记者纷纷前来表示祝贺，投注站的老板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笑呵呵地站在门口

接受着媒体的采访。因为投注站中出了一

等奖，省福彩中心特举行授牌仪式并给予

投注站一万元的奖励。工作人员有幸能与

这位幸运的老板零距离对话，现在整理如

下，与各位朋友共同分享。

省福彩中心（以下简称“福彩”）：陈老板，

首先恭喜您的投注站喜中双色球一等奖。

投注站陈老板（以下简称“陈老板”）：

谢谢，这多亏各位彩民朋友对福彩事业的

支持，对我工作的支持，希望各位彩民朋

友都能多中奖，中大奖。

福彩：来您这个投注站购买彩票的都

是哪些人呢？

陈老板： 在我的投注站里买彩票的主

要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还有一部分就是

老彩民，他们跟我有话题聊，因此会从很远

的地方特地来我这买彩票。 我这个投注站

还有个特点，就是买彩票的年轻人特别多。

福彩： 您这个投注站的销售量怎么

样？

陈老板： 我这里的销售量一直很稳

定，属于中上等水平，买彩票的人数不少，

中奖人数也不少，双色球、七乐彩、

3D

都

有不少中奖者，不过像这么大的奖我们投

注站还是头一次中。

福彩：您对这位一等奖的得主有印象

吗？

陈老板：我们投注站虽然有些是固定

彩民，但也有很多新面孔，具体是谁这么

幸运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中了奖是好事，

希望彩民朋友们都能多中奖，中大奖。

福彩：您这个投注站哪种彩票卖得最

好？

陈老板：所有玩法都卖得不错，不过

双色球奖池大，

3D

趣味性强，因此卖得特

别好。

福彩： 您这个投注站生意这么红火，

请问有什么销售技巧或是经验能与同行

共同分享吗？

陈老板： 别看我这个投注站面积不

大，但注入了我全部的心血。 遇到技术型

玩家， 我就和他们共同探讨选号技巧；如

果遇到新手玩家，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一

定会热情地向他们推荐号码。

福彩：福彩中心对中出

500

万以上的

投注站的奖金由

1000

上升到了

1

万元，

请问您有何感想？

陈老板：当然很高兴！ 这是湖南省福

彩中心对我们投注站老板工作的肯定。在

这个岗位上我已经坚守了

6

年，在这

6

年

的时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省福彩中心对

我们投注站业主的关怀和鼓励。在今后的

工作中， 我一定会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

继续为福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福彩：谢谢，再次向您表示祝贺！

陈老板：谢谢！

(

曾庆黎

)

4

月

9

日 ， 双 色 球 第

2009040

期开奖， 开奖红球号码

为

04

、

07

、

10

、

20

、

26

、

30

， 蓝球号

码为

12

。 就是这样一注号码，使

得大奖全国遍地开花，当期全国

惊爆

21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519

万多元，我省喜中一注，中奖福

地是常德市皂果路

43069229

投

注站， 同期全国二等奖开出

246

注，我省独中

11

注。 据省中心机

房检索，这注彩票是

6

红

4

蓝的

复式票，投注金额为

8

元，共中

得

1

注一等奖，

3

注二等奖，可谓

是注注都中得了大奖！

紧接着， 在

4

月

12

日双色

球第

2009041

期开奖中，全国爆

出

9

注价值

500

万元一等奖。 其

中，我省彩民再次斩获双色球一

等奖！ 这也是我省今年中出的第

4

注双色球一等奖。 这注巨奖花

落星城长沙，中奖福地是曙光中

路

146

号

43019158

号投注站 。

另外， 本期我省喜中

3

注二等

奖， 分别由衡阳市红湘北路

38

号邮政社区服务中心

43042017

号投注站、益阳市南县大世界一

桥

43073032

号投注站中得 ，还

有一注来自手机投注。 据省中心

机房检索，这注彩票采用的是胆

拖投注，

4

胆

9

拖红球，蓝球单挑

8

，投注金额为

72

元，共中得一

等奖

1

注，三等奖

14

注，四等奖

21

注，奖金合计

504

万多元。

我省彩民在沉寂两个月以

后，发起猛烈攻势，再掀中奖狂

潮，喜煞众人，连续两期斩获双

色球一等奖，这在我省彩票史上

还是第一次。

2009

年元旦开始双

色球游戏规则的调整，吸引了更

多彩民的目光，在新规则实行的

3

个多月的时间里， 全国大奖喷

发，在今年以来双色球已有的

41

期开奖中，全国共爆出

255

注一

等奖，我省也在这大好形势下收

获

4

注一等奖，其中有两注在千

万以上。

由于大奖的接连喷发，中彩

中心决定：再次从双色球调节基

金 拨 出

3000

万 元 ， 注 入 第

2009042

期奖池， 第

2009042

期

奖 池 资 金 原

为 ：

2028

万

元 ，累计金额

为 ：

5028

万

元。

（杨健）

4

月

10

日，长沙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组织全市

72

个投注站业主进行

了韶山、宁乡花明楼“红色之旅”一日

游的活动。 本次活动参与的站点业主

分别是电脑票季度销售前三、销售增

量前三，刮刮乐各片区第一季度销量

第一名，开乐彩日均销售第一名。

在一天的“红色之旅”中，业主们

相互交流销售经验， 气氛十分融洽，

很多业主由不熟悉到熟悉，并且成为

了朋友，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 他们

觉得长沙福彩组织的 “红色之旅”不

仅让业主走近了伟人，更给业主们提

供了一个可以近距离交流的平台，业

主们对这一形式纷纷表示赞赏。

据悉，长沙市福彩中心每季度都

会举办类似的回馈销售站业主、回报

社会的公益性活动，每位业主都有机

会参加，下一次活动期待更多业主参

与。 （长沙福彩）

常德 500万投注站老板笑纳奖金

我省连续两期斩获双色球五百万大奖

长

沙

福

彩

：

组

织

优

秀

站

点

业

主

﹃

红

色

之

旅

﹄

长沙市销量突出投注站业主走进伟人故乡

常德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巨开给投

注站老板颁奖

寻古探幽

二

○○

九年 第

53

期

柳

□

吕运涛

不抱怨土地的贫瘠

总是最早报告春的消息

不奢望呵护的娇贵

总是真诚展示柔的美丽

尽管被撂在不耀眼的角落

却依然俯下身子感恩哺育

从不仿效藤萝的趋炎附势

也不苟同小草的抱怨蜚语

习惯于临水而居

是对兼容并蓄的一种倾听

开心地触摸阳光

是对温暖热情的一种吮吸

平凡的身躯

彻悟生存的真谛

羊有跪乳之义

柳有谦躬之心

故乡的陶窑

□

担水上天

秋收一过 ， 故乡的陶窑便蓝烟挂天

了。

这窑是承袭了远古文明的窑。 它依山

而凿， 沿坡而上， 一字儿排开， 一排就是

十几座窑， 绵延一二百米， 从山顶横卧山

底， 肚腹入地， 戴帽穹庐。 每座窑上竖人

字屋架瓦面， 飞檐挑舫， 煞是雄伟壮观。

每当寒露过后，天气变冷雨水稀少了，

便是烧窑的黄金季节。人们将窑子清整，疏

通烟窗火道，堵死缝隙气眼，然后将夏天制

作的土坯盆、缸、坛、罐、钵分门别类，装入

窑中，再择吉日酒牲祭祀后点火烧窑。师傅

们夜以继日地守候在陶窑的洞门旁添加柴

薪。经数日烈火不断烘烧，察窑内陶体色泽

和窑烟清淡曲直， 确定火候到家就封闭窑

门，再将窑顶的环绕水道注满水，用精细铁

钎扎入窑内输进窑水， 冷却一段时间开窑

出仓，精美的陶器便面世了。

传说中故乡的陶器开初并不佳， 贩陶

人到外边卖时老砸锅。 不管制陶师傅们手

艺是如何细致精到， 可陶器出窑时总是有

纰漏货， 并有丝微的缝隙， 卖时可要偷偷

抹上稀泥或松节油， 但总还是逃脱不了更

为精明的买主。 当当当击拍一阵后还要拿

去 “坐水”， 空坛空缸插入水中， 几晃几

摇便露了馅。

后来， 贩陶人在外结识了一位神游的

江西老表， 老表鹤发童颜， 他来仔细观察

了制陶烧窑的全套工序。 一天夜里他对窑

上的师傅们讲， 烧窑柴薪要全部改成杂木

柴火， 保护旺火恒温， 待窑烟湛蓝挂天清

薄如丝时封窑。 后来照此法烧出来的货果

然上乘， 釉面光滑而水色泽润， 似铜镜可

正衣冠， 经敲耐打无隙可击。 可那一夜后

再也没有见着江西老表了。 后人说这是仙

人指点迷津。 从此， 我们故乡的陶器享誉

资水流域， 并成批成批的通过大船小舶和

毛板船源源不断运到洞庭湖畔， 远至汉口

码头。 据有关史料记载， 汉口有个湖南码

头， 而湖南码头则是那帮运煤贩陶的新化

人开辟的， 红火一时。

故乡的陶窑， 从未间断过， 燃烧了上

千年， 走过了祖祖辈辈的陶窑， 现在， 窑

火依旧， 烈焰辉煌， 美丽的色彩鲜活而生

动。

现代都市中人， 常常在人声鼎沸里感到

孤独， 在霓虹闪烁中觉得寂寞。 楼舍们沟壑

重重， 早已没有了老邻老舍的称谓。 城市的

灯火失却了乡村萤火的迷人， 挺拔的大厦再

也找不回田园茅房的温馨。 这是城里人的悲

哀。

蛰居都市十多年， 我已融入了公交线路

式的城市生活。 记得小时候， 常常喜欢与小

伙伴们爬上老家高高的山顶， 张望远方的城

市， 找寻高楼大厦， 聆听车马喧哗 。 到如

今， 早已没有了儿时的迷恋。 闲暇时候， 我

经常登临城市的高楼， 遥望远方的乡村， 放

飞淡淡的乡愁。 我骨子里本是乡下人， 习惯

于用乡里的话语表达， 用乡间的思维做事，

用乡下人的情感接人待物。 可我已与乡村蒂

落脐断、 渐行渐远， 再也拿不到返回乡村的

门票。 离开了生养的故土， 我时常在思念中

行走， 怀念乡村的萤火。

仲夏的夜晚， 乡村有星有月。 村庄的犬

吠勇敢而温和， 田间的蛙鸣团结而热闹。 揣

透明的瓶子， 与三五伙伴窜入田野， 捕捉美

丽的萤火。 城里亲戚下乡了， 带来了久违的

表哥表妹， 也跟着来吧。 追逐飞闪而去的流

萤气氛热烈， 抓捕落草停憩的萤火则屏气敛

声， 显得紧张。 一抹流星划过， 难忘的夜晚

就此定格。 当大人们的呼唤终于响起， 瓶子

中早已萤火飞扬， 举着如一盏小小的马灯。

表哥表妹称羡不已， 那么来吧， 请接受乡里

伙伴的慷慨给予……要入睡了， 拧开瓶盖，

将美丽的萤火放飞在蚊帐里， 眼睛紧紧地盯

着那些飞舞的小精灵， 慢慢地、 慢慢地， 萤

火入梦， 一梦萤火。

我的怀念已经逐渐隐约， 但却简洁而深

刻。 怀念乡村的萤火， 让我紧绷的眉头变得

舒展， 僵硬的表情变得轻松， 冷漠的心灵变

得明快。 我常常想， 当我的儿子弄腻了大大

小小的电动玩具， 有一天去到乡下， 他是否

也会喜欢那些乡村的萤火， 与乡下的子侄们

奔走在仲夏月夜的田野……

２００9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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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带来潇潇的春雨， 在这方的天幕化

作蒙蒙烟雨。 这雨， 像烟不是烟， 像雾不是

雾， 像纱不是纱， 像帘不是帘， 开始淅淅沥

沥， 瞬间筛筛扬扬， 扑向人间， 弥漫着， 浸

润着。 洞庭湖、 君山岛、 岳阳楼， 更有这一

方都被笼罩在漫无边际的烟雨里。

登上岳阳楼， 放眼湖的那边， “白银盘

里一青螺” 只有朦朦胧胧的轮廓， 更远处重

重的纱幕， 锁住了夏天的水天一色、 水天相

接， 抬头苍穹只是记忆石壁的印象和心头的

回味。 俯视昔日的湖面， 溟濛中满眼只有生

烟的青草， 你也分不清哪是淅沥春雨， 哪是

青草腾起绿烟。

跨过君山大桥， 溜过青青的草色， 站在

君山朗吟亭上回望岳阳楼 ， 不见东岸的楼

廓。 借问采茶人， 楼在何处， 他手指伸向的

东北角， 那里也仍是一片烟雨。

烟雨何处是洞庭？

昔日洞庭里船行水镜破， 浪花沾人衣，

浪花溅身人心动的情景已成往事的记忆。 泊

船的码头已在人们眼里成为楼阁 ， 机声隆

隆、 船艇穿梭已成过去， 白帆片片、 渔歌唱

答更是悠远。 烟雨里， 只有几道河沟划开绿

雾袅袅绕绕地朝北伸去。

试问上岸的打鱼人， 浩浩汤汤、 气象万

千？ 随冬去了！

追问楼里的守护人， 四面风云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文人们还能发出这种感

慨？ 湖的灵魂不失！

洞庭就在烟雨中 ！ 穿行在洞庭湖洲深

处， 烟雨里路边钻天杨嫩绿没有盖住裸露一

冬的干枝， 送冬迎春的香樟叶色深绿和鹅黄

分明， 被宠为岳阳市树的杜英红荪绿叶； 田

垅里油菜花收起了那种勃勃野性， 就像青春

外溢的少女长成了温顺的少妇， 变得端庄而

沉稳； 道道绿、 种种黄簇拥的是红瓦白墙的

人家， 映山红和茶花， 点缀着门前屋后。

一年一轮回， 不变的只有四季烟雨。 春

天烟雨如母亲贴着沉睡婴儿的耳根轻语， 将

洞庭唤成绿色的世界； 夏天烟雨洗净天幕也

将湖水洗净， 尽展现在月夜下赏湖的刘禹锡

们眼中是银色世界； 秋天烟雨如网将丰盈笼

住， 让洞庭成了披金戴银的世界； 冬天呢，

烟雨放下这方纱帐， 演绎着洞庭深沉的世

界。

烟雨滋润着洞庭。

烟雨飘飘扬扬， 烟雨软软绵绵， 洞庭的

灵动、 洞庭的丰盈、 洞庭的多彩、 洞庭的气

象、 洞庭的朦胧、 洞庭的深沉， 更有洞庭的

生命在她的体内孕育。

人说岳阳天下楼， 因为它在烟雨里。 三

国鲁肃在烟雨里树起这座楼， 滕子京在烟雨

里重修这座楼， 多少人在烟雨里登上这座

楼。 范老夫子写的 《岳阳楼记》 虽以夏秋之

交的洞庭为背景， 可他多次在烟雨中登上斯

楼， 他本身也给后世留下历史的烟雨， 为解

答他当年是怎样登楼的千古之谜， 忙得人们

现在要跑到天一阁去查证。

人说君山一部书。 “远古的呼唤” ———

岛的北端那片岩石上的符号， 让人至今无法

解读； 岛的东面发现了摩岩石刻， 肯定是铁

器时代人类活动时的遗存。 二妃泪洒斑竹、

柳家公子为小龙女传递书信在这里只能称为

传奇； 吕洞宾醉卧岳阳楼 ， 责怪人们不识

“金镶玉” 而飞到洞庭这边岛上休憩， 只能

是一个玩笑； 南宋农民钟相、 杨幺操练水军

抗拒岳飞， 只能说是一段历史的插曲。

烟雨一年又一年， 如画笔将天地的色彩

涂抹在惬如人意的部位， 造就了洞庭的春夏

秋冬， 也造就了这方的美丽、 神韵， 以致这

方不仅成了审美对象， 更撩发了人们的情

怀 。 这个自然的湖流淌着文化 ， 流淌着历

史， 流淌着情愫。

告别烟雨中的洞庭湖、 告别烟雨中这片

土地， 我在车窗中回望， 我像发现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现。 记得一位老兄说，

古人原创了 “烟雨” 这个词， 不仅仅是审美

意义上的， 更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 烟雨笼

罩的不仅是一道道景色， 更是堆积的财富、

粘乎的情愫、 人不能知的秘密。 我以为是。

烟雨是洞庭湖的生命。 你不要为春湖的

浮浅而遗憾， 你也不要为夏湖的恣意而叹

息， 你也不要为秋湖的短暂而揪心， 更不要

为冬湖的冰冷而异议， 只要这方的烟雨在，

这里永远是洞庭。

烟雨洞庭

□

文热心

叩见交河城

□

陈惠芳

刚刚一热一凉， 又是一凉一热。 从荫凉

的葡萄沟爬上炽热的交河故城遗址， 我如同

登上了火焰山， 十分燥热。

人是血肉之躯， 在凉热中折腾， 却心甘

情愿。 都是为了满足淤积的好奇心， 喂养平

淡的日子。

世界同此凉热。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西

10

公里， 坐

落在雅尔乃孜沟河心洲的土崖上， 与高昌故

城齐名， 是吐鲁番盆地现存的两座著名古城

遗址， 大体为唐代遗存。

雅尔乃孜沟是远古时代由洪水冲刷而成

的一道河谷， 河谷中央留存一个平面呈柳叶

形、 东西走向的河心洲， 长约

1650

米， 宽约

300

米。 沟水在土崖北端分流

,

在南端合流

,

故

称 “交河”。 崖岸如削

,

高达

30

米

,

形成天然

壁垒， 当地人称 “雅尔和图”， 意为 “崖儿

城”。 《汉书·西域传》 载， 交河故城 “户七

百， 口六千五十， 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又是遗址， 又是遗存。 又是满目疮痍，

又是断壁残垣。 与宽大的交河故城相比， 玉

门关、 阳关只算是一处城关， 达坂城更是小

小的一角城区。

巨大的荒芜 ， 巨大的衰落 ， 巨大的震

撼， 巨大的伤感。

交河故城曾是古代西域车师前国的都

城。 首都啊！ 中心的中心， 繁华的繁华！ 要

想象吗？ 想象吧！ 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想

象吧！ 金戈铁马， 风起云涌。 风云人物， 没

有了人物， 只留下了风云。 高贵人物， 没有

了人物， 也没有了高贵。

交河故城是从黄土层中掏挖出来的城

市。 街道、 窑洞、 平房， 都从原生土中直接

掏挖， 形成大大小小、 高高低低 、 长长短

短、 圆圆扁扁的空间。 我分明看到， 先民们

还在掏挖， 掏挖， 不停地掏挖。 这是他们亲

手掏挖的城市啊！ 人去城空， 人去情在。

走在这座 “土城” 之中， 我已经分不清

东南西北， 分不清历史与现实的方位。 我很

难辨认出哪是城堡哪是寺庙， 也很难辨认出

哪是官府哪是民居。 我不想核实哪是东区哪

是西区， 也不想核实哪是东门哪是南门。

面对废墟， 面对兴衰， 我被千百年的沧

桑所慑服， 所蒸发。 我没有一粒一粒豆大的

汗珠重重滴落， 只有一丝一丝微弱的汗气慢

慢飘散。 听风， 没有一丝风。 看荫， 没有一

片荫。 天地之间， 一堆一堆的热， 一股一股

的热， 毫无遮拦地扑来。

我伸出了双手， 却拥抱不了交河城。 我

伸出了目光， 却抚摸不了交河城。 但我留下

了看不到的足迹， 留下了听不见的呼吸。 它

们已成为交河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为什么

我就不能 “微不足道” 呢？

交河城内， 人如蚁。 过去如蚁， 现在如

蚁， 将来如蚁。 我们都处在不可逆转的时态

之中———过去进行时、 现在进行时、 将来进

行时。

怀念乡村的萤火

□

黎冰

千古名楼———岳阳楼。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