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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年“首秀”

《《丝丝绸绸之之路路》》2255日日奏奏响响历历山山剧剧院院
本报讯 山东省演艺集团、

山东演艺联盟发展有限公司和
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2015年
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年”为主
题联合推出系列音乐会，其首场
演出——— 民族管弦乐精品音乐
会《丝绸之路》将于4月25日晚挥
弓引弦，奏响历山剧院。目前票
务系统已启动，票价分别为40、
80、120、150、180元不等，还有特
惠套票，票务销售十分走俏，喜
欢民乐的市民需提前预订。

据悉，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
全部选自民族管弦乐精品。《月
儿高》、《良宵》、《将军令》、《阿
佤山》、《秋江花月夜》、《丝绸之
路》、《胤禛美人图》等大型作品
将悉数亮相。演出特邀中央民

族乐团优秀青年指挥家刘沙任
指挥，刘沙是济南人，他的指挥
风格细腻丰富，奔放而富于表现
力。

记者了解到，音乐会有几大
精彩看点。首先，作品有极高的
学术和史料观赏价值；其次，演
奏作品技术含量相当高；另外，
作曲名家荟萃，其中不乏斩获
大 奖 的“ 新 生 代 ”作 曲 家的作
品。

“《丝绸之路》音乐会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年’活动的首场
演出，经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两个月精心打造，是我省扎实推
进院团改革成果的展示，也是省
歌舞剧院民族管弦乐团实力和
才华的展示。”山东歌舞剧院院

长王彬林介绍说，“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年”系列音乐会演出活动
贯穿2015年，到年底大约完成六
场至八场大型民族音乐会。“我
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两个百年’中国梦等，都与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我们

将以专题音乐会的形式，结合弘
扬传统文化，对这些内容进行普
及宣传。”

据悉，这场音乐会演出场馆
设在历山剧院，票价优惠，践行
文化惠民的公益性路线。

（刘芳芳）

迷迷恋恋彩彩票票，，老老板板成成了了打打工工仔仔
因痴迷博彩而生活骤变的彩民不在少数

在采访中，洪楼附近一投注
点的杜先生提醒记者不要上瘾，
更不应有赌博的心理。“本来买彩
票是个人的事，有的人买彩票能
中100万，靠一般人的工资是肯定
做不到的。但是痴迷于彩票是不
对的，应该适可而止，当做小小的
投资就行。不能花费所有的积蓄
或者借钱买彩票，毕竟中奖的几
率太小，只是少数人能中奖。”

根据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发
布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显
示，我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

“问题彩民”约700万，重度问题彩
民达到43万人。而所谓的“问题彩
民”是指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彩民，
呈现出一种对彩票在精神上“成
瘾”的症状。

有不愿具名的心理专家告诉
本报记者，博彩行业确实存在赌
博成瘾的现象，专业上称之为“博
彩成瘾”。彩民在彩票中奖之后会
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正强化，觉得
自己有博彩的特长，正是这种正
强化干扰了他理智判断。“成瘾者
脑中妄想的成分和脱离现实的想
法太多了，对中奖结果有很强的
心理预期。在这种心理预期的主
导下，强迫性的行为倾向和绝对
化思维便会生成，并做出一些不
理智的行为。”

“很多人沉迷于彩票，就像迷
恋赌博一样，沉浸其中失去理智。
彩票在设计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回
报率，这种回报率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所以会引来许多人乐此不
疲参与，这与心理学上的赌徒心
理有些类似。同时，这也与一些人
的不劳而获心理不无关系。”烟台
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
卢凤菊说。

相关链接

我国目前约有

“问题彩民”700万

一名普通的工薪阶层，瞒着妻子巨额举债购买彩票；一朝债主登门隐情曝光，夫妻争吵中砍死妻子。日前，发生
在济南天桥区的一桩血案让人唏嘘(本报4月22日报道)。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访市内十余家彩票投注点，调查发现痴
迷于彩票的人相当普遍。从痴迷到癫狂，因“博彩”而生活骤变者，亦不在少数。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任雅欣 戴杰

“二十多年了，天天都会
买。”69岁的老张算得上是位

“老彩民”。小学毕业的他，是地
道的济南人，下过乡、当过兵，
后来转业进厂。

2003年，老张下岗后和老
伴一起在经五路上经营一个小
摊儿，卖些零食饮料，收入勉强
够老两口家用。虽然家境不算
阔绰，但老张每天傍晚收摊后
都会买彩票。

“我买彩票的地点不固定，
人气高的彩票站我都去过。少
则二三十元，多则二三百元。”
老张说，他每天消费多少主要
看当时手上有多少钱。他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这二十年来他
在彩票上的投入达三十多万
元。至于中奖的钱数，老张表示
很无奈。“中过一次上万的，但
大多就是中个几块、几十块。”

“都够付首付的了，早该住
上新房子了。”一听老张说起痴
迷买彩票的事，他老伴就气不
打一处来。“俺老两口还住着二
三十年前的老房子，要是不买
彩票，攒下的钱足够付新房的
首付了。”最让老伴窝火的是，
老张曾动用他俩辛苦攒下的五

万元积蓄买彩票，结果一分钱
没中。“去年一夏天挣的钱，全
打水漂了。”

老张介绍，和他这样“小打
小闹”的老彩民不同，还有一些
彩民“挥金如土”，没多久就让
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一败涂地。

“我认识一个人，在济南开工
厂，规模不大，但每年也有上百
万的收入。”据老张说，这个人
迷上彩票后，没多久就把自己
的钱全投进去了。“买彩票没钱
了，就四处跟亲戚朋友借钱，后
来工厂垮了，老婆也跟他打离
婚。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当老板
了，而是给别人打工。”

老张还认识一位和他一起
买过彩票的“韩先生”。这个“韩
先生”是西安人，以前经营一家
运输车队，生意干得红红火火。
一次买彩票，韩先生中了一等
奖，1000万元到手。“中奖后，他
疯了似的继续买，后来家业全
败光了。”

记者提出想见见这两位朋
友，老张摊了摊手。他说，眼下，
这两个人，一个在为别人打工，
一个在四处招摇混口饭吃，不
便见了。

辛苦攒下的积蓄
全买彩票打水漂了

根据老张的推荐，记者找
到经五路附近一家“人气比较
高”的彩票投注站。

时至午饭时间，仍不时有
人前来投注“群英会”，并坐在
电视下面等待开奖。“还有3分
钟。”老吴坐在电视下面的椅子
上，身子前倾、仰着头，目不转
睛地盯着电视，偶尔歪歪头瞅
瞅电视旁边的“中奖号码登记
表”，嘴里嘀咕着什么。

老吴说，他可不是为了等
待开奖。“ 4 , 1 1 ,……快给我
投。”吴先生转过头跟工作人员
说了五个数字后，深深叹了口
气。“根据我的推算，应该会有4
和11。”老吴满脸自信，对自己
的推算很有把握。

“怎么会没有！我明明算过

的！”3分钟后，开奖结果出乎老
吴意料。他用手指着“中奖号码
登记表”，一遍一遍地核对中奖
号码。

“运气不好，失手了。”旁边
的“彩友”瞅着老吴，问他怎么
办。“再买一组，这次该差不多。
就买这一次，再不中就走。”

结果再次出乎意料，老吴
还是没有猜中第二次的中奖号
码。通过对“中奖号码登记表”
上中奖数字大约三四分钟的研
究后，老吴站起身走到服务台
那儿瞪着工作人员，买下第三
张彩票。

三次，四次，……七次投注
之后都没有中奖，老吴翻翻钱
包说，“扛不住了，今天手气太
背。”

咬着牙翻钱包
算来算去也没中

66岁的老陈退休前是一
位汽车修理员，现在他是一位
资深彩民。自从彩票上市，他
就开始买彩票。

“第一次买彩票还是别人
拉进去的，后来就经常买了。买
彩票大概得20多年了。”虽然买
彩票多年，老陈认为自己还算理
智。“每天买上十几块钱的，最多
的一次买了六十块钱的。不能
有买彩票中大奖这种思想。”

与老陈看法相左的人也
不鲜见，记者在七里堡采访时
就遇到了几个“较真”的彩民。
记者以学习彩票为由向这几
位老彩民请教，他们都很乐于
讲解自己的心得。但提及买彩
票的过往，他们又不想过多透
露。“买彩票好几年了，花了不
少钱，就想着把钱挣回来。结
果又栽了，但就是不甘心。”这
个地方有不少生意人集聚，不
少人都想着碰碰运气，把做生
意的本钱投入到彩票里面。轻
的生意凋零，重的卖房子、妻

离子散。
像老陈那样天天买彩票

但花钱不多的人，可谓对彩票
“上心”；而那些不相信“点背”
和“邪门”的人，可谓对彩票

“入魔”，也有一部分人仅仅把
买彩票当做一种娱乐。

“我买彩票纯粹是为了
玩，都是瞎蒙。我又不抽烟，就
权当花个钱买烟，也没指望着
这个赚钱。”家住堤口路的老
郭告诉记者，他买彩票从来不
在乎输赢。

除了买彩票的原因各异，
彩民群体中也不乏一些特殊
心态者。

“一些痴迷彩票的彩民往
往选择在离家较远或者位置
偏僻的投注点购买彩票。一方
面是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有
购买彩票的行为，以免争吵；
另一方面，输了钱觉得丢人，
更不想让周围认识的人知
道。”经五路一家投注点的工
作人员说。

有的只是玩玩
有的却入了魔

时间：4月25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
订票电话：40000-99566

0531-82627277

济齐路一家彩票投注点内，
墙壁的显著位置张贴着中奖榜。

见习记者 李阳 摄

堤口路一家投注点，一位老彩民正在研究中奖结果。
见习记者 李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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