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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家乡的春色春景
很美，尤是梨花盛开的时节。

家乡在沱江边上，偌大的丘
坝聚居着两百多户的人家。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房前屋后，沟涧岭
沿都遍植梨树，大的需两人合抱，
小的也似桶粗，苍虬的枝桠伸向
天空，参差不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三四月的家乡确是如
此盛景！和煦的清晨，推开院门，
外面便是一片洁白的世界，堪比
风雪北国。微风吹拂，似雪花飘
舞，洁白了天空；洁白了大地。阵
阵清香，沁人心脾，透彻的芬芳
……小时候总是好玩，我会约上
春娃、国国、强军几个小伙伴，偷
偷折下细细枝条，挽圈戴在头上，
在梨园里钻来窜去，玩“捉特务”
的游戏。因为贪玩，很多时候会延
了上学时间，自然少不了会挨上家
长和老师的责备。如果遇上巡园
的生产队长，那就更惨了，在他大
声的呵斥下，我们几人都得老老实
实认错，否则就要享受扣粮的待
遇，在那靠家长挣工分口粮的年代
里，这待遇谁都不敢享受。只是那
些年，我们被队长呵斥了好几回，
但一次也没被扣粮。后来方才明
白：其实表面严厉的队长大伯心里
慈爱着呢！他是心疼那折下的枝
条能结出好些梨儿呵。

我们都曾为这满园的梨花欣
慰和骄傲着。在那物资极度匮乏
的年代里，平常百姓家中是很难
见到水果的。当果园里忙来忙去
的蜜蜂嗡嗡声渐渐隐去，参差交
错的梨枝焕然变绿遮荫蔽日，我
们又期待着夏季的好收成。

梨儿成熟了，队上除去上交
任务和集体提成，也会分给每户
数百斤不等的果子，这时母亲便
会选上一些品相好的，吩咐给对
家中有帮助的亲朋好友送去，余
下的大都贩运到城里零卖，以补
贴家用开支和我们兄妹几人秋季
开学的学杂费用。

我们也渐渐长大，相继离开
家乡。家乡的梨园还在，只是渐
已稀疏，不胜当初。近些年来，受
朋友之邀也去了很多冠之梨乡的
地方，种植规模和种植品种都远
胜于家乡，但总是乘兴而去，淡然
而归。唯有回到家乡，再见这片
片梨花，才深感洁白世界里的豁
然开朗，玉心无瑕！

春娃在外闯荡了多年，在城
里开了自己的公司，那年接到年
迈的队长大伯电话，说这梨园需
要好好打理，他就当即应承下
来。这个春天，他又邀上儿时的
我们几个伙伴，说回来看看吧，梨
花开了，一如以前。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梨花的美，
尤是家乡梨花的美，已深深根植于
心底，哪儿都取代不了它的位置。

自去年生了娃，微信里多了好几个群：育
儿经验群、儿保咨询群、二手买卖群……更有
一辣妈群，不到半年，聊天内容铺天盖地，够
得上写十部《藏地密码》了。

妈妈们的夜生活在微信群里展开，行话
叫“夜奶打卡”，除了独家育儿经，各家有盐有
味的吐槽像是喝下了一杯“深水炸弹”，过瘾
极了！

芬达妈妈为首的辣妈群，人数达到了上
百人，以吐槽老人婆，老公为主。妈妈们戏称
老人婆为“回奶神器”，老公则是自己带娃过
程中的猪队友。

90 后的心心妈妈时常被自己 60 后的婆
婆气得回奶。某次她讲，周末婆婆出去和朋
友聚会，留她和心心爸在家看孩子。而心心
爸晚上又有应酬，便打电话叫婆婆下午回家
做饭带孩子。婆婆在电话里面满口答应马上
就回来，并且在外面给儿媳妇打包了饭菜。

结果，到了晚上 8 点，婆婆还没回来，心
心妈饿着肚子，一边竭力哄着要奶奶的心心，
一边给婆婆打电话。“说堵车，走哪儿了也不
知道，离家五公里的地儿，三个小时还没回
来，干嘛去了，诚心收拾我吧？”心心妈在群里
义愤填膺地给众妈妈说着。

各位妈妈也是统一了战线：你婆婆肯定
是在装怪嘛，娃娃要她哭成那样子，她心也太
狠了嘛！晓得孩子认人，还不回来，惩罚孩子
就是惩罚你咯！也有妈妈劝：她肯定是想锻
炼你们两口子带娃娃嘛，自己多承担些，把娃
娃哄好。

心心妈撂下一句“她要收拾我，我就收拾
她儿”后，便在妈妈群里“失声”了。第二天打
卡，心心妈再次播报了最新进展：昨晚婆婆十
点钟才回来，被叫回来的还有心心爸，战役还
没正式打响，就被孩子的哭声给终结了。

“早上婆婆又做早饭又买菜，算了，我还
指望她带娃呢”，心心妈以尴尬的表情符号收
场，留其他妈妈们众说纷纭。

脸脸妈讲月子期间，她妈和老人婆都来
家里照顾。结果在做饭时，就在一盘青椒肉
丝放不放豆瓣的问题上，老人婆和她妈吵起
来，双方差点在厨房“血战钢锯岭”。第二天，
老人婆来了个敦刻尔克大撤退，收拾东西回
了老家。那她们后来又咋破冰相处呢？“那还
不是我妈在家庭微信群里面发我娃的照片，
然后我老人婆又和我妈聊起来了，没几天老
人婆提着鸡蛋来和平共处了。”

妈妈们除了吐槽婆媳关系外，还肆无忌
惮地吐槽猪队友。咕咕妈说，我老公拿我爸
妈的话说就是“穷人养的富二代”，该教的努
力学习，工作上进，具有责任感这些男人应该
具备的基本素质不教，不该包揽的家务劳动
又百分之百包揽。耍朋友时我去他家，竟然
看见他妈还把牙膏挤好了递到他手里。第一
次他来我家吃饭，我煮了饭让他洗碗，洗了一
个小时他都还没出来，我进去一看，他还在斟
酌咋个洗……

其他妈妈也不甘示弱，“我老公不会哄
娃，一抱就哭，出门都以为他是人贩子。”“我
家爸爸才是熊孩子，竟然和孩子抢手机耍游
戏，差点大打出手”。“我老公摄影技术不摆
了，长期拍娃脸都是糊的”……

这年头，妈妈群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它
很大程度上可以治疗产后抑郁症。妈妈们无
话不谈，无话不说，分享着育儿时期的快乐，
抒发着家庭矛盾的烦恼。

话说城西某小区有一小面馆，据说开了
多年，只卖早上和中午，生意好得很，网上都
窜红。一日，我和几位同事慕名前往。路上，
有同事特意叮嘱：听朋友说这苍蝇馆子是一
家人开的，老板牛脾气，食客不准拍照，不得
要求加油添醋，否则会被老板“洗刷”甚至撵
走。大家一听都感觉奇怪。

东问西问，终于来到这家传说中的脆绍
面馆子。该小馆紧邻一菜市，在一栋居民楼
的底楼。这小馆真的太小，只有四五张小方
桌，墙上挂着两个牌子，一个上面写着“本店
只支持现金支付，营业时间早上7：30至中午
1：30”；另一个牌子上写着“脆绍面一律不外
卖，传统口味谢绝添加任何调料”，价格为“牛
肉脆绍2两12元，3两15元；猪肉脆绍2两11
元，3两14元”。

我掏出手机，准备闪几张照片。老板之
女立马大声警告：“拍啥子你！”老板也闻声朝
我盯过来，眼神凌厉。我只好放下手机，瞅机
会再拍。

小面很快端上来，三两面不怎么多，牛肉
脆绍不像鲜肉做的，有点像肉松，撒了少许在
面上。我们有点失望，但饥肠辘辘，举筷三下
五除二开吃，感觉味道尚可。

小面下肚，我们几个大男人感觉不饱，又
各再添二两。正等待间，外面进来一男一女，
男的戴眼镜，颇斯文，女的年轻貌美，白领模
样。姑娘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请掌勺的
老板少放点花椒，她怕麻。若是其他老板，肯
定回答：美女，要得哈，没问题！但这个剪着
板头的牛老板，却丝毫不怜香惜玉，大声道：

“我们就这味道，你不吃就到其他地方去吃！”
姑娘没想到老板如此不客气，涨红脸起身道：

“生意不是这样做的，起码的礼貌要有嘛！”老
板的女儿白了她一眼：“不吃算了，你们走噻，
不存在！”见两人受了窝囊气而去，我们都觉
得牛老板过分了。

随后，我发了朋友圈，大家对牛老板的霸
道口诛笔伐。也有一些朋友感到好奇，表示
要去尝鲜。可也有朋友高兴而去，败兴而返，
差点对牛老板挥以老拳！

朋友壮哥也乃好吃嘴，住家离牛老板的
小面馆也不远，他曾去吃过一回。这天中午，
他和老婆先去菜市附近一家味道颇佳的抄手
店吃了抄手，顺便说起脆绍面。老婆一听来
了兴致，两人便来到牛老板的面馆。因已吃
了抄手，壮哥便叫二两面给老婆吃。老婆嫌
多了点，于是叫牛老板分成两碗。不经意间，
老婆说二两牛肉面12元有点贵。不知是牛老
板听见说面贵还是不安逸两人才吃二两还要
分碗，勃然大怒，把捞面的长竹筷一甩：“不下
了！不卖了！”

壮哥和老婆没回过神来，众目睽睽下，很
是尴尬。他问：“为啥不下了？”牛老板脖子像
长颈鹿一样使劲一伸：“不下就不下，没得为
啥子！”

壮哥也毛了，猛地站起身来，指着牛老板
怒道：“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你有啥了不
起，这么子歪？”大约自知理亏，这次牛老板装
着没听见，不再吭声。壮哥老婆属于有修养
的女性，不想惹事，忙拉着壮哥捏紧的拳头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

至今说起此事，壮哥仍愤愤不平。我们
也感到迷惑不解：牛老板为啥这么牛？这么
不善待食客？只怕他如此牛下去，哪天遇到
更牛的人，恐怕就牛不下去了！

一个星期天，外公带我参加一场教授
聚会，我看到了让我脸红的一幕：教授吃饭

“打包”。
东道主王教授是研究国家现代化问题

的，我叫他王爷爷。王爷爷当年恢复高考
后上了大学，又去美国工作多年，回国后在
某高校任教。他的一位姓李的朋友在美国
拿了绿卡，当了美国的大学教授，回国来探
亲，王爷爷在宾馆设宴招待他。外公是王
爷爷的朋友，也被邀请去作陪，带上我，是
希望我长一点见识。那天一共八个人吃包
桌，吃完还剩下半只香酥鸡、半只烤鸭和半
盘水煮大虾，大家正准备离席，王爷爷突然
叫服务员拿来两个塑料袋打包。我觉得在
美国教授面前打包，实在有失颜面，正想看
看李教授是不是会露出鄙夷的神色，不料
他微笑着站起来，拿起筷子就帮王爷爷收
拾，还说“我们当知青的时候，粮食不够吃，
去刨生红苕充饥，吃得肚子痛。现在不要
浪费，现代化离不开勤俭节约，其实美国人
也很注意这个。”两位教授一席话，说得我
脸都红了。

让我脸红的不是王爷爷李爷爷说的
话，也不是教授“打包”，而是让我想起一次
同学聚会。2017年春节后不久，一个同学
过生日，邀请十来个同学到宾馆海吃海喝，
什么牛排、披萨、龙虾、大闸蟹之类，点了一
大桌。结果同学们似乎都很斯文，只吃下
一小半。离席的时候，老板叫我们打包：

“同学们，光盘行动啊！”大家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但就是没有谁带头去拿一点，最后
都争先恐后地离开了，我听老板嘀咕：“这
些娃娃啃爹啃妈，一点不心痛。”走出餐厅，
做东的同学说，“大家高兴我高兴，浪费一
点没啥。”我脸上火辣辣的，但认为面子也
很重要，浪费就浪费了吧。

“刨生红苕充饥”这样的故事，我以前也
听外公外婆说过，想想那样多不卫生呀。没
想到王爷爷、李爷爷也有这样的故事。与我
们那次剩下的牛排、披萨、龙虾、大闸蟹相比，

“生红苕”什么也不算，但经常被爷爷、奶奶辈
记得，可以想象他们曾经的艰苦。

曾经，在潲水桶里，我经常看见雪白的
馒头、香甜的米饭或一些肥肉丢得不少，有
时跟爸爸妈妈参加一些婚礼，见到的浪费
现象更是触目惊心。

我外婆原是乡干部，退休十多年了。有
一次，外婆的老领导偕夫人来拜访，外婆很
高兴，带一家人陪老领导去宾馆吃饭，叫我
爸点菜。爸爸为了显示慷慨大方，点了一大
桌好菜，外婆看过菜单后有些犹豫。老领导
说“千万不要点太多！”接过菜单，略加思索，
提起笔来把点的菜砍掉近一半。一顿饭吃
完，基本实现光盘行动，大家都高兴。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都能
背诵这首诗，但真正实行起光盘行动来，大
体却分三种态度。一种是我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一辈的老年人，他们大都是从艰难困
苦中走出来的，因此对光盘行动是衷心拥
护，行动比较自觉。第二种是我的父母辈，
他们经历的困难生活不多，面子观念重，光
盘行动怕麻烦，表现就不是那么积极主
动。第三种就是我们年轻人，根本没有经
历过苦日子，认为光盘行动是小气，丢份
儿。如果不能克服这样的心理，最终必定
沦为“丢人”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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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各国怎么说:

浪漫王国(法兰西)

政府发行彩票是向公众推
销机会和希望，公众购买彩票则
是微笑纳税。

钟表王国（瑞士）

彩票系指有计划地用碰运
气的摸彩中签中号或其他类似
方法获得物质好处，其中包括
中彩本身所含有的物质好处及
从属于它的奖品、权力或实
物。”

考拉王国（澳大利亚）

‘彩票’一词系指通过抽签
抓阄所进行的那种货物、制品或
商品的转让。”

泰国

泰国发行彩票的目的是为
国家的发展筹集资金，是授权于
政府，没有任何欺骗民众的行
为，为民众提供一种博运道的消
遣机会。”

中国

我国在《彩票管理条例》进

行了权威定义：
“本条例所称彩票，是指国

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
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
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
证。彩票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
息。

无论各国对彩票怎么定义，
都揭示了彩票的四个本质

1.它是一个凭证
2.购买彩票就要遵守它事前

确定的游戏规则；
3.彩票游戏是自愿参加的
4.彩票是为了公共目的而发

行的。

福彩的起源与发展

1、罗马彩票
（1）公元前2000年—
世界上最早的彩票诞生在

古罗马
起源：角斗士运动
罗马帝国时期，国王利用

节日和举行大型活动时，开展
博彩活动，旨在增加节日气氛，
为国庆筹措资金。最初的彩票
并不是以纸片的面目出现于世
的：

在角斗士表演完后，由皇
帝向观众抛售陶瓷物品，每个
物品都代表价值不同的奖品。
抢到物品的人可以获得相应的
奖品。这个传统逐渐发展为把
陶瓷物品分发给所有观众，使
每个观众都能得到奖品。

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
斯图斯（公元前63年－公元14
年）是第一个把这种游戏作为
集资方式的人。他把公共彩票
的集资用于兴建和修饰罗马。

（2）1530年-
第一个公开发行彩票机构

的在佛罗伦萨诞生
起源：商业贸易筹款

2、英国彩票
起源：赛马比赛
英国彩票业萌芽始于 12

世纪，早在1174年，英国的王
公贵族们每逢星期五就在伦敦
郊外举行赛马活动。

1569年英国首次发行国家
彩票，收入用于修建公共设
施。这被视为英国彩票业的正
式开端。

此后数百年历史中，行业
经历了暂停与波折，最终于
1934年出现第一部彩票方面立
法，从此开启英国现代彩票发
展历程。

3、法国彩票
法国彩票业的发展是彩票

国有化的典型例证
起源：战争筹款
法国彩票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16世纪，由意大利的白彩票
传入。1539年，由于同西班牙
的战事，法国财政预算掏空；再

加上法国国民参与国外彩票导
致资本外流。为了解决这两个
问题，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
在造访意大利后，决定授权让
其朋友经营彩票，接下来的一
个世纪，彩票陆续在法国发行。

法国彩票简史
1700年
根据皇家法令法国设立了

巴黎市彩票，其销量总计1000
万里弗尔，为了卖掉所有彩券
还延期了1年时间。其他情况
下也发行了类似的彩票，在
1714-1729年间，将近半数的
巴黎教堂用彩票钱实现了翻
新。

1754年，
发行了帮助孤儿的彩票；
1757年巴黎军事学院彩票

机构成立，该彩票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其收益全部用于巴黎
军事学院建设。

1776年，
为了平衡财政赤字，路易

十六垄断了彩票经营。彩票发
行不再用于孤儿救济，教堂修
建等活动。

法国大革命后，对彩票展
开了各种批判性争论。

1793年
迫于巴黎公社的压力，国

民议会废除了彩票。
1798年末，
法国彩票以“国家乐透”的

新名字重新出现，其经营沿袭
了过去的路线。

1804年，
在拿破仑的治下，彩票得

到振兴。他在占领的每一个国

家都建立了法国彩票的分支。
包括布鲁塞尔、都灵、热内亚、
佛罗伦萨、汉堡都有法国彩票。

4、美国彩票
起源：战争筹款

美国发行彩票的历史十分
悠久。早在美国的殖民地时
期，彩票就作为一种筹集社会
资金的方式，出售印有特定数
字的票券，随机抽取中奖票券。

1777年，美国独立战争期
间，美国大陆会议曾为应付战
争所需发行彩票，筹集资金500
万美元。

美国建国后，彩票成为了
各州重要的财政收入，然而监
管的缺失，1890年，美国国会
宣布使用邮寄方式发行彩票的
行为为非法，并在1895年明令
禁止各州越界向其它州发行彩
票。随后，美国议会很快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彩票业务，
美国的彩票发展随之也进入冷
冻期。

1964年，美国彩票业得以
复兴。新罕布什尔州首先创建
了州立彩票，标志着美国新时
期彩票合法化进程的开始。

从 1970 年到 1975 年，有
12个州发行了各自的州立彩
票。到2004年，38个州以及美
国首都华盛顿也开始运营起彩
票业。

回望彩票发展历程
彩票之路只有始终坚持以

支援国民福祉、为公益而发行
的道路，才能良性健康发展。

各国眼中彩票是什么？

彩票诞生至今有几百年了，却一直没有一个像数学公式那样被广泛认同采用
的定义。

国际上三大百科全书之一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彩票的解释是：
“抽彩给奖是通过抽签摇彩，凭机会在一定范围的人们中分配奖品或奖金的

方法。它是赌博的一种方式，抽彩给奖的开办人将出售彩票所得款项，扣去一切
开支（包括税金）和利润后，分作若干份大小奖金分发给中奖者。”

各国彩票的起源之欧美彩票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