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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伴漫山遍野
跑，爱弄一把野南荞来吃。70 后、80
后都熟悉野南荞，茎叶挺立，修长溜
刷，中途有节，像微缩版甘蔗。掐一截
嚼嚼，汁水青色，味儿酸甘。那年头物
质匮乏，馋嘴是儿童的权利，不贪嘴的
童年，还叫童年么？

野南荞茎叶淡绿秀气，身躯苗条，
叶脉柔嫩。块根奇形怪状很不受看，
晒干磨成面，黄褐色，就成了化食偏
方。捏一把粉末和鸡蛋同蒸，可以消
食化积，有小儿的人家爱用。我也吃
过，口感略涩，吃不利落，但吃过胃口
真的好了点。土里土外各占一半的野
南荞，味道区别恁大，娃们都喜欢上半
截的味道。

那年，班级里有家境好、衣着讲
究、做事精致的小姐姐，带同学回她家
做客，我是之一。经过一片绿草地，小
姐姐停下来，说，扯点。干啥？我们瞪
大眼，明知故问的调门。这么讲究的
闺秀，也好这口？

弄来吃。小姐姐很淡然，率先带
头，手脚麻利揪了一大把。那回我们
在她家吃了一顿，有精巧小饼干，葡
萄、梨子，还有折成小段的野南荞。乡
野零嘴也列入席间了哦，娇贵小姐也
为这些绿色野草低下了美丽骄傲的头
颅，和我们一样嚼得吧唧吧唧，很投
入，味道真不坏。

30多年前，我对野南荞的认识也
就停留在上半截，下半截的块根从来
没有了解过。后来才知道，这个不惹
眼的绿草竟然有众多悲悯情怀。野南
荞又称作野荞麦、铁石子、铁甲将军
草、铁拳头等。根状茎入药，秋季挖根
晒干。功效蔚为大观——清热解毒，
活血散淤，健脾利湿。主治咽喉肿痛，
肺脓疡，脓胸，肺炎，胃痛，肝炎，痢疾，
消化不良等，真是个聚宝草，这么多的
功效都埋没在土里。

野南荞把好感留给茎叶，小娃都
好那口酸甘，而滋养茎叶的块根深藏
不露。要有多深厚的积淀，才能捧出
这样的丰富内涵。作为药材，它一直
有重量级的地位。

好多年不见野南荞了，当年乡野
随处可见的亭亭翠嫩，已经很稀少。
儿时乐土都不见，那饱含童年的酸甜，
悬壶济世的块根，药食同源的野南荞
迁徙去了哪里？今天我加深了认识，
也因此更怀想。

应该还有专门的药用田土存在
着。我也开辟了一块精神的田园，供野
南荞留存，那也是童年和成长的滋味。

四川射洪有一个特殊家庭，由两个爸爸和一
个女儿组成，没有妈妈。这个家庭为什么没有妈
妈呢？这还得从37年前说起。

1982年那个寒冬，在一个寒风凛冽、雪花乱舞
的上午，射洪明星镇何应文家来了一位太婆。太
婆在山上破庙捡了一个女婴，知道何应文老婆正
在坐月子，就将女婴送到何家讨奶吃，希望何家能
收下这个孩子。何应文夫妇已有两个女儿，实在
无力再养一个孩子。

何应文想到自己那两个光棍舅舅，如果他们
愿意收养这个女婴，一来孩子交给了可靠人家，二
来两个舅舅老了也有依靠。何应文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到舅舅家征求意见。两位心地善良的老舅，
50来岁了，没想到从天上掉下个女儿来，自然乐意
收养这个女婴。

他们给女婴取名王大芳。舅甥约定：大芳在
外甥家生活一段时间，断奶后，再送到舅舅家抚
养。两位老人符合收养子女的条件，王大芳的户
籍顺利落到了舅舅家，两个舅舅从没分过家，王大
芳有了两个爸爸。

虽然没有妈妈，但在两个爸爸外加“表哥”一
家人的悉心照顾和老师同学们的关心下，王大芳
得以健康成长。王大芳聪明懂事，学习刻苦，成绩
名列前茅，期期都有奖状捧回家。

1999年7月，不到17岁的王大芳初中毕业，以
优异成绩考上射洪师校。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王
大芳高兴之余更多是惆怅：家徒四壁，学费从何而
来？她知道两个年迈的养父已经山穷水尽，只好
向“表哥”何应文求助。

不巧的是，前不久，何应文母亲生病住院，花
光了家里的积蓄，实在拿不出钱。何应文没有拒
绝“表妹”，一再安慰她说，莫着急，办法是想出来
的，无论如何，这书肯定要读。

开校了，何应文拿着借到的钱，将王大芳送进
射洪师校，并向学校领导保证，大芳欠下的费用，
他一定想办法凑齐。王大芳终于坐进窗明几净的
教室，开始了愉快而艰辛的求学生涯。

国庆节，王大芳放假回到家，向镇民政办递交
困难补助申请。我是那天才知道这件事的，连夜
赶写了一篇通讯，被《遂宁日报》刊登，很快引起当
地镇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极大关注。

明星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从2000年1月起，
由镇民政办每月按时资助王大芳生活费，直到毕
业。我又到射洪师校代王大芳向校长求助，学校免
除了她的三年学杂费。师校附近一名不愿透露姓
名的退休老人，每月按时向王大芳提供学习费用。

2000年元旦，王大芳在何应文的陪同下，向我
致谢。看到女孩那么阳光，笑得那么灿烂，我既高
兴又酸楚。看见她衣服单薄陈旧，我带她到服装
店给她买了羽绒服、裤子、运动鞋、袜子等。

2002 年 7 月，王大芳从师校毕业，找工作困
难。整个暑假，我都在为王大芳顺利登上讲台而
绞尽脑汁。我带着她到有关部门找门路，碰了不
少壁，吃了不少闭门羹。最后，王大芳成为涪西镇
小学的教师。

春去秋来，时间又过了18年。王大芳已是太
乙镇小学的优秀骨干教师。她成了家，生了两个
乖巧伶俐的女儿，在县城买了房，夫妻恩爱，日子
过得甜蜜而充实。

王大芳对两个爸爸王可义、王可德更是孝顺
有加，年年添制新衣服，有空就回家看望老人，问
寒问暖。她更忘不了何应文一家人的似海深情，
她是吸吮“表嫂”甘甜的乳汁长大的。王大芳更没
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现在常常带着孩
子做公益帮助别人。

香龙茶号称是茶，在神州茶系里却没
名没分。香龙茶其实是家乡山上一种普
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生长在田地边，山
坡上，杂草中。

每年开春，香龙茶醒来，嫩芽从土里
探出头来，开始抽枝长叶。端午前后，香
龙茶开花了，蓝白色的小花闪烁在杂草丛
中，像蓝精灵的眼睛。阵阵浓香，在夏日
暖风里，氤氲成徐志摩字里行间的万般柔
情。人们循着茶香，寻着朵朵小花，拨开
草丛，不一会就能采上半背篓。

香龙茶，是家乡特有的茶。那个年代，
香龙茶是乡下人消暑解渴的最佳饮品。烈
日下，人们割麦、犁田、插秧、挑粪，饥渴难
耐，采一把香龙茶，洗去尘土，连同根茎叶
花一齐丢进锅里稍煮片刻，舀到水桶里，挑
到田坎地边，茶香弥漫，荡气回肠。

汗流浃背的人们，舀上一水瓢，咕嘟
咕嘟一阵豪饮，饥渴，困乏，疲劳，一股脑
全吞到了肚子里，又顺着毛孔挤出来，滴
在负重前行的脚下。在不知茶为何物或
想有茶喝又很难如愿以偿的日子里，人
们把这种草叫做茶，包含着万般的喜爱
之情。

我是喝香龙茶长大的。妈妈劳作之
余，常常在山坡上采一些香龙茶，我也跟
着去采，于是认识了香龙茶。有时，我也
和小伙伴上山去采。拨开草丛，看见一根
根细小的茎高高托起一朵朵浅蓝色的花，
花瓣虽然细小，却笑意盈盈，一如父老乡
亲的脸，贮满了宽厚朴实的快乐。

我们把香龙茶洗净，用稻草一小把一
小把扎好，挂在壁头上晾干。需要时，抽
出几根，丢进大铁锅的开水里，焖上一
会。稍过片刻，揭开锅盖，芳香四溢，一屋
子都是幸福的滋味。

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得成为我一
生的念想。别后经年，香龙茶仍生长在我
心中，涂抹在我记忆的味觉上，稀释了我
对红茶绿茶白茶的感觉。

一天，应老乡之约某会馆茶叙。刚入
座，小妹就将茶端到面前，热气蒸腾，醇香
扑鼻。这香味似曾相识，“香龙茶？”我疑
惑地凑近茶杯左瞧右看。“香龙茶。”老板
说。

香龙茶！许多年没喝香龙茶了，它的
醇香穿过时间的隧道，亭亭玉立地站在我
面前。我凝望着玻璃茶杯，香龙茶在滚烫
的开水中慢慢伸展开叶片，茶水慢慢由浅
变深，由浅绿变深绿，碎米状的小花在茶
水中舒展开来，闪闪烁烁，点缀在嫩绿的
茶叶间，嫩绿、鹅黄、浅白，整个茶杯宛若
一轴水墨画，荡漾着春天的气息。端起茶
杯，轻轻移至鼻端，一股馨香沁人心脾，令
人神清气爽。

久违了，香龙茶；久违了，幸福的滋味。
家乡山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真

的跻身成了茶？原来，近年，家乡有人收
集香龙茶种子，开辟茶园，把香龙茶从山
坡请进了茶园人工种植。香龙茶似乎将
要挤进茶的家族，名正言顺册封为茶了。

老板给我们每人送了一盒香龙茶。
如今，茶喝完了，空盒尚在，我时常把它捧
在手心，深情相视，手里满满的全是家乡
的味道。

我已经讲过，妹仔同妹子的意思差不多。在遂宁
地区，还有一种叫法，明明是个男娃娃，长辈们偏偏要
叫他妹崽，比如四妹崽，说是那样“好带”。这里说的
好带，有无灾无病、顺利长大成人之意。

四妹崽姓李，四十岁左右，上头有三个哥哥（我只
见过其中的两位），都各自成了家，只有他，好像还没
有长大似的，理解能力也不见有什么突破，所以一直

“单”着，还跟李家阿婆一起生活。
李家老大在西藏从事建筑行业，两个儿子均已长

大，也在那边发展。湾里的人说，这一家子在那边混
得不错，像是发达了；也有人说，发达倒是未必，不过
不像是下苦力的。

因为这个缘故，李家老三也去了西藏，似乎只有老
三媳妇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餐馆做洗碗工。每年春节
回到湾里，总能在有棋牌娱乐的地方看到她。春节那
会儿，打工回来的人们总会约在一起，说是娱乐也可，
说是赌博也可，有的几乎通宵达旦。据说老三媳妇麻
将牌打得好，她对邻居们说，在拉萨，除了工作就是打
牌，“又没有其他事情做，不打麻将又做啥子嘛！”有那
么一点嗜好的人，大例都会为自己寻找一定的理由。

据说李家老二一家住在镇上，没见过，也不知道
其所从事的职业。

李家阿婆应该差不多八十岁了，因为有三四个儿
子，生活来源自然是有的。四妹崽不同，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可以赡养他的后代，所以能享受“低保”待遇。

据说，四妹崽在家里还会做饭。他是做什么事都
需要提点的，所以李家阿婆在家里的重要可想而知。

说起来，四妹崽还是湾里最值壮年的留守者，因
为大家知道的原因，他从来不会出去帮工。在李家阿
婆的提点下，也去捡一些废品集起来，集到差不多了，
便用手拖车拉了去镇上换钱。可是，他有点搞不清楚
废品到底包括哪些，常常把人家一些有用的东西当废
品给“捡”了，现在好像也没有再以此为业。

有时，湾里有什么活可干，四妹崽虽不参加，但是喜
欢去凑个热闹。做工的人便会问他一些“问题”，比如今
天早晨家里吃的什么啦？哪位嫂嫂多久没有回来啦？

诸如此类，四妹崽都会一五一十认真回答。这大
概也是大家愿意同他说话的缘故，轻松有趣，还有些
返璞归真的意味，像是能够让所有为生活奔波的人，
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代去。

大家抽烟时，也递给四妹崽一支。他是会吸烟的，但
有时也会客气地说：“这个时候不想抽，抽烟多了不好！”

让四妹崽最为高兴的莫过看电影。有一个“送文
化下乡”项目，每隔十天半月，湾里就会放一场电影。
四妹崽会早早搬来小板凳，等着电影上映。不一会
儿，湾里的人陆续到达广场，闲聊一阵，电影便开始
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哪里放电影了，十里八乡打
着火把都去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之所以还
来看电影，更像是一种怀旧。

入夏以后，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去城里做工的人
归来，有时也去湖塘游上一会儿。

四妹崽也喜欢游泳，而且能游很远。女儿湖中有
几个土堆，也可以叫小岛。岛上杂草丛生，四妹崽能
游过去捡鸟蛋、鸭蛋，有时甚至会捡到鹅蛋。

有一年春节，李家老大自西藏回，请我去镇上喝
酒。席间谈到，在外面漂泊久了，他总有一天会回来，
并打算在湾里建一栋新房。他家的老屋在新农村建
设时已经拆除，据说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想一幢久未
住人的老屋伫立在广场中央。

这让我很是感动。
之后，他又叫来四妹崽，当着我的面说：“这是我

们湾里的文墨先生，你不能去打扰。听到没有？”
“我晓得的。”四妹崽也是说到做到，五年来，每一

次从敝庐外边走过，老远就会打招呼，而且从不在我
家屋舍周围捡拾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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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什么是公益？古语有云：“日行一善。”这话教
导人们要有一颗向善之心，每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善事。“公益”一词至迟在1887年就已经在中国出
现并被使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写入《城
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起初，许多人对公益的认知就是“捐款捐物”。
其实，公益的形式有很多种，对社会有益、对公众有
益的事情，都可称之为公益行为。如今的公益，似
乎更加倡导“举手之劳”“人人参与”，做好事、行善
举，传递爱、播撒温暖。

不知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也想去做公
益，但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感觉自己太平凡，做公益
太遥远。”其实，公益就在您身边：不妨先从买一张
福利彩票开始，举手之劳，参与公益。

或许在您的认知里，彩票即是大奖，谈何公
益呢？我想告诉您，公益是中国福利彩票的重要
属性，中国福利彩票始于“有奖募捐”，原本就是
为了筹集公益资金发展和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
事业，初衷就是“团结各界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
人士，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筹集社会福
利资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福利事业和帮
助有困难的人”，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福利
彩票的发行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瞧，这是一张面值20元的福利彩票双色球，
票面上除了当期的开奖信息外，还有一行字“感
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7.20元”。也就是说，您买
一张20元钱的双色球彩票，就为公益事业贡献
了7.20元。买福利彩票，是不是就是做公益呢？

以双色球游戏为例，其销售额的36%计提为福
彩公益金，而中国福利彩票的各游戏玩法，公益金
的提取比例均不低于20%。

或许您不曾关注过，或许您不曾了解过，中国
福利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正绵延流淌在中华大地，
滋润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且，每当国家危难之
时，与福彩公益金有关的公益点滴，都深深地烙印
在时代卷轴之上。

1998年入夏，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同年
10月，为了支援洪涝灾区人民，民政部接受国务院
下达了发行赈灾彩票的任务，各级民政部门发挥组
织动员能力和“大奖组”集中销售的优势，五个月完
成发行赈灾彩票50亿元的任务，所筹15亿元公益
金，全部上缴国家财政用于灾区灾后重建工作。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期间，在6000多万元福
利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非典疫情资助项目”启
动，用于抗击非典药品社区免费发放、一线医护人
员的自身防护、特困非典患者的医疗救助等，惠及
人群3.5万人。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罕见冰雪灾害，各地
福彩中心纷纷支援：安徽省福彩中心为灾区送去

500件救灾棉大衣和1400件食品；湖北省福彩中
心从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4000万元资金，
在约20个县（市）推进“福彩安居工程”；广州市福
彩中心向灾区捐赠100万元人民币……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2008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中央集中的
即开型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在这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共销售赈灾彩票
377亿多元，筹集赈灾公益金达75亿多元。其中，
网点即开票销售额达273亿多元，筹集公益金54.6
亿多元;中福在线即开票的销售额则共为104.9亿
多元，筹集公益金为20.98亿多元。

您看，中国福利彩票自诞生起，一路走来，始终
与公益并肩，在我国的广袤土地上，在城野乡村，处
处都能看到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设的留痕。而我们
每个人又何尝不是福彩公益金的受益者？

您或许不知道，从2001年起，彩票公益金就
成为社保基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金来源：2018年
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573.77亿元，彩票
公益金358.45亿元，占比62.47%，在财政性拨款
中占据大头。彩票公益金持续性地为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提供资金支持，是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
亿万百姓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与我们每个人的
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

正所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无论公益的意
义于您为何，其“助人”的本质从未发生改变，为社
会做贡献，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而我们每个
人，也将通过公益得到改变。

您愿意同福利彩票一起，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
业贡献一份力量吗？

“行家”领走迟来的747万元
11月29日下午2点，成都747万元大奖得主现

身领奖。经核对，该张中奖票出自成都市青白江区
石家碾东路一四五号福彩51012662号投注站，是
一张投注金额为504元，投注号码“02+07+10+
13+14+19+23+29+31*06+08+15”的“9+3”复式
票。

据中奖者介绍，他是双色球资格的“行家”，采

用单选、复式、胆拖、不同的投注方式，收获奖金的
同时也获得很多乐趣。他表示，有几次都跟一等奖
擦肩而过，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一等奖来得有点
迟！如此势在必得的架势，小编表示：双色球行家
该你“飘”！

号码自己选 理性是关键
中奖者介绍，他买双色球不会选择守号，每期

都会有所变化。他的中奖窍门就是把家人的生日、
幸运数字结合，从近期走势图中选出比较看好的号
码进行编排组合。

当被问到购彩心态时，他说道，买彩票一半靠
经验和技术，一半就要看时机运气了。在感觉一般
的时候少买些，感觉好的时候就多买些，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下，视自身情况而定。

资金链活了 准备要二胎
谈及中奖奖金的用途，中奖者说，自己是做生

意的，物质方面不会发生大变化。只是之前为年底
工人奖金的事情发愁，现在“松活”了，资金链完全
盘活，简直太高兴了！但是，这笔奖金将让他的家
庭发生重大的变化——他郑重地宣布，准备要二
胎！

老铁们啊，透过“行家”掩盖不住的幸福感，必
须要抓住利好时机，在双色球12亿派奖活动和9.8
亿元奖池的双核驱动下，咱们都“飘”起来吧！

双色球“行家”真的飘了！
成都747万元大奖得主来领奖啦

公益之路长远 公益之心常在

行家，一般是指在一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有一定经验的人。双色球作为梦想彩票，有
着众多的拥趸，许多人便成了双色球的“行家”。

11月28日，双色球第2019137期开奖，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7、10 、13 、19、23 、31，蓝球号
码06。全国高开头奖27注，单注奖金722万余元。我省成都彩民中得1注头奖，获得总金额
747万余元！截至目前，12亿元派奖进行10期，我省彩民已中出8注一等奖，大奖福地的“高
产”能力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