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女彩民领走大乐透 53 万大奖
该彩民仅因后区一号之差错失千万巨奖

□张笑尘

2015 年的威海彩市可谓是空
前火爆，大奖频出，彩民的购彩热
情空前高涨。近日，威海女彩民赵
女士(化姓)来到体彩中心，兑取
了自己迟迟未领取的超级大乐透
幸运大奖，奖金 531390 元。

“哎呀，这么晚来兑奖是因为
我去外地办事了，当时买完彩票
就给忽略了，后来在外地上网查
了近期的开奖号码，才想起来自
己还有张票没有看。这不一回来
我就立马核实，还别说，竟然真的
中了奖，还是这么高的奖金，这要
是把彩票扔了，我可得后悔死！”

5 月 2 5 日，体彩大乐透第
15059 期开奖，开奖号码为“前区
09 19 23 07 32 后区 0301 ”。

威海彩民赵女士仅因后区一号之
差错失千万巨奖，不过这张追加
投注的复式票为赵女士带来了 3
注二等奖、 3 注三等奖，30 注四
等奖、60 注五等奖和 30 注六等
奖的超值回报，合计奖金达到了
53 万多，造就小投入大回报的惊
喜。

据了解，赵女士是威海本地
人，近几年开始接触体彩，并且特
别喜欢大乐透，擅长通过自己的
推敲选号。赵女士说：“我比较喜
欢研究这个选号，也经常到投注
站里买彩票。每次都是根据近期
走势选出来的，也没什么秘诀。不
过，这次中这么大的奖，真是满满
的成就感啊！”

5 月 25 日下午，外出办事的
赵女士经过位于花园南路东威百

超市旁的 17241 投注站时，看到
站点内人熙熙攘攘，便也走了进

去，“人挺多的，看样子都是店里
面的老彩民。我寻思来都来了就
买一注再走吧，碰碰运气。于是
我 就 站 在 走 势 图 前 面 开 始 琢
磨。”边分析走势边听着店里其
他彩民的分析，赵女士很快就得
出了自己的一组复式号码，便让
销售员打了出来。赵女士拿到彩
票后就回家了，怎么也没想到竟
然就这样意外中了大奖，轻轻松
松将共计 531390 元的奖金装进
了自己的腰包。

兑奖过程中，赵女士显得特
别激动、兴奋，“可惜没能中一等
奖，不然 3 . 6 亿元大派奖，我就能
中 2400 万了呢！不过，这样也够
幸运的，从没想过自己也能中这
么多钱，只是想碰碰运气，简直像
是一场梦一样！太棒了！”

“顶呱刮夏日欢乐送”首日 临沂彩民擒住 25 万元大奖
□葛运伟

6 月 15 日，在“顶呱刮夏日欢
乐送”促销活动开始的第一天，临
沂沂南 22739 体彩站传出佳讯：
一彩民幸运中得顶呱刮“十倍幸
运”头奖 25 万，同时额外获取了
体彩中心赠送的 5000 元购彩金！

据临沂 22739 体彩站的尚站
长介绍，6 月 15 日中午，站内进
来了一个帅气小伙，看见店内陈
列着 30 元面值的顶呱刮“黄金世
界”新票，就买了 2 张刮了起来。

幸运的是他刮了 1 张就中了奖金
100 元！尚站长热情地向小伙子介
绍，今天是“顶呱刮夏日欢乐送”
活动开始第一天，根据活动规则，

“黄金世界”单张中奖 100 元，还
可以获赠 20 元的购彩金。于是，
小伙子就用 20 元的购彩金又买
了 2 张 10 元面值的“十倍幸运”。
第一张没有奖，小伙子遗憾地摇
摇头，接着就刮第二张。在刮到票
面的最后，幸运出现了：在倒数第
二场游戏中出现了数字“ 38 ”，与
中奖号码“ 38 ”相吻合，后面的中

奖金额赫然标注着“ 250000 ”。小
伙子看了又看，确认自己中了 25
万大奖，高兴地差点蹦起来！尚站
长告诉他根据促销活动规则，他
还能额外获取体彩中心赠送的
5000 元购彩金，小伙子嗨翻了：“福
无双至今日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
了！”他乐呵呵地到附近超市买了
喜烟和喜糖分发给店内的彩民。店
内彩民纷纷购买顶呱刮活动畅销
票，试试幸运会不会落在自己头
上。

据悉，体彩“顶呱刮夏日欢乐

送”促销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自 6
月 15 日-7 月 5 日，在山东省体彩
销售网点购买 30 元面值的“宝石
之王”、“黄金世界”；20 元面值的

“点石成金”、“黑旋风”、“黑旋风
II”、“招财进宝”；10 元面值的“十
倍幸运”、“绿翡翠 9”、“通吃”、“八
方来财”的这 10 款畅销品种的任
意一款，都能享受单张中 100 送 20
购彩金，中 500 送 500 购彩金，中
5000 及以上送 5000 购彩金。各位
亲们，赶紧到你附近的体彩销售
点，刮张畅销票让自己欢乐下吧！

菏泽11选5夺金高手
狂揽 27 万元大奖

□张运峰

11 选 5 自上市以来就深受彩民朋友的
喜欢和追捧，尤其任选四、任选五玩法难易程
度适中，奖金可观，并具有一定挑战性，成为
众多技术彩民和老彩民的首选玩法。近日，菏
泽一技术彩民投注任选四和任选五玩法，疯
狂夺金 27 万余元。

据了解，彩民刘先生(化姓)来自鄄城，是
一位体彩的老彩民了。刘先生最早开始接触
的是排列三玩法，自 11 选 5 上市后，因其
开奖快、返奖高，刘先生就逐渐开始投注
11 选 5 ，因有投注排列三的基础，不时有
所收获。近日，闲来无事的刘先生和几个朋
友一起来到经常去的 26312 体彩店投注 11
选 5 ，在分析了走势图后，先小试了几把，
感觉还不错，且略有盈利。在 15061339
期，刘先生通过综合分析选定了 03 、04 、
05、06 四个连号，作为任选四投注号码，当期
大手笔投注了 810 倍。“当时确实很担心，开
出的第一个号码 01 时心就凉了半截，心想这
次完了，没想到后面接连开出了 04、06、05、
03 ，和投注号码完全一致，真是太带劲了！”
当 天 刘 先 生 乘 胜 追 击 又 一 举 中 取 第
15061351 期 810 倍任选四。第二天下午刘先
生再次来到体彩店并一举拿下第 15061449
期任选五 270 倍，两天三期投注为刘先生带
来了 272160 元的奖金。

办理完兑奖手续，刘先生说：“早就有意
向换辆新车了，这次中奖后可以换一辆好点
的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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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个个优优秀秀的的录录音音师师太太不不容容易易了了

什么叫神转折？
神转折是事物发生了一种突破了常理、

违背了逻辑、脱离了世界观的变化，这种变
化往往让人始料不及，完全没有准备。

毁毁三三观观

漠然951228：甲：你能一句话让我感到
绝望吗？乙：你老婆左胳膊有颗痣。甲：能一
句话让我重燃希望吗？乙：我和她是幼儿园
同桌。甲：再让我绝望一次。乙：幼儿园的事
谁还记得。甲：再让我重燃希望一次。乙：那
个时候有拍照片。甲：再让我绝望一次。乙：
而且昨天还重新确认了一下。甲：再让我重
燃希望一次。乙：昨天又看了次照片。

迟迟到到了了

夏拉达尔：那年高考，我是一位监考老
师，在考试开始四分钟后一位考生姗姗来
迟，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大哭：“我已经复
读好几年了，再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了！”他掏出手表说：“我的表才刚过两分钟你
就让我进去吧！”考场里的考生都为他求情，纷纷
掏出手机调时间说只过了两分钟。顿时我就被
感动了，流着泪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无无情情

话少心在i：“你喜欢我吗?”“不喜欢。”她
梨花带雨地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安慰，
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又没有问我爱不
爱你。”她抬起头，眼里闪着泪花用颤抖的声
音问道：“那你爱不爱我？”“不爱。”

不不读读了了

周大吟：初二的暑假作业都留到开学报
到前一天才狂补，那天在我姐家吃晚饭，后
来睡着了，半夜一点多醒来，死命跑回家补！
结果还是没写完，然后第二天怀着沉重的心
情去报到！在学校忘了怎么回事儿跟我爸吵
架，我就说不读了，然后就回家去了。第二天
被拖着去报到，没检查我作业！我那大半夜

都白忙活了！

翻翻脸脸

不要跟我抢网名阿：我做了件对不起老
公的事，我很自责很害怕，每天带着心事的
我已经不能坦然入睡了，我该怎么办？我把
他存了两年的零花钱买了一个手机壳，他不
会跟我翻脸吧？

杂杂技技

Venli磨唧卡咔：跑下楼时，在楼梯拐角
处不小心撞到男神，我脸红着抱歉，男神看
着我：“丫头，你这是表演杂技吗？”我心里一
喜！男神：“胸口碎大石？”

大大失失所所望望

所以_你好_再见_：来到高档男装店，店员
见我穿着普通，没搭理我，于是我走过去掏
出钱包对她说：“我告诉你，你这个服务态度
会让你大失所望的。”店员一看立马变了脸
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想事情走神了，
您要什么衣服，我来帮您介绍。”我冷漠地打
开钱包说：“看吧，就说你会大失所望，其实
我没钱。”

水水族族馆馆

小时候吵着去水族馆，老爸骑车带我去
了很远一个地方，还给了门口老奶奶两毛
钱，说是门票，我在里面看到了好多虾啊，鱼
啊，扇贝啊，直到长大了……等等！那明明是
水产品市场，那两毛钱是看车费好吗？

机机智智

曾经有个小屁孩，考试只考了18分，然
后他拿红笔添了一横，变成了78，然后又在7
的上面多加了半圈，然后就变成了98。后来
卷子拿给他妈妈看，他妈妈说：“这么明显的
改动，你以为我会看不出来你其实考了78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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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老老师师监监考考也也是是蛮蛮拼拼的的 看看不不懂懂这这衣衣服服好好在在哪哪儿儿

晚晚上上大大家家到到朋朋友友圈圈集集合合

这这些些神神转转折折，，让让人人完完全全没没有有心心理理准准备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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