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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畲族乡亲与体彩大奖如此投缘

■2017年 2月 15日 星期三

■编辑 /王青 ■电话 /010-87194398 ■版式 /王青4 ·要闻 福建
专刊中国体彩报版

★本报社址：北京体育馆路 8号 ★编辑部地址：北京体育馆路 8 号 ★邮编：100061 ★编辑部电话：010-87194398 ★广告部电话：010-87194398 ★本报微博：http://t.qq.com/zgtcb-bj

绎本报印点：北京 南京淮安成都乌鲁木齐兰州拉萨昆明南昌合肥银川 重庆 广州 厦门 绎发行部电话：010-67150150 绎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8071号 绎周一、三、五出版
本报提醒
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未成年人请勿涉足

广告

★本报社址：北京体育馆路 8号 ★编辑部地址：北京体育馆路 8 号 ★邮编：100061 ★编辑部电话：010-87194398 ★广告部电话：010-87194398 ★本报微博：http://t.qq.com/zgtcb-bj

绎本报印点：北京 南京淮安成都乌鲁木齐兰州拉萨昆明南昌合肥银川 重庆 广州 厦门 绎发行部电话：010-67150150 绎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8071号 绎周一、三、五出版
本报提醒
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未成年人请勿涉足

广告

2017年首期足彩 14场胜负彩惊爆 500万元一等奖

2元神单“秒杀”大小复式票

大奖不怕中 只怕没梦想

600倍投斩大乐透四等奖 12万

14 场胜负彩第 17001 期一等
奖中奖彩票

在 14场胜负彩中袁中百万元尧
500万元大奖的比比皆是遥 然而袁
在这些大奖背后袁 印证了一个事
实袁那就是玩传统足彩袁想凭借 2
元去争取 500万元大奖袁其难度如
同登天遥现实中往往有些事出人意
料袁甚至出现奇迹遥 在 2017年 14
场胜负彩第一期开奖中袁受多场冷
门交集袁 全国仅爆出 1注一等奖袁
奖金 500万元遥这注令人羡慕不已
的大奖被福建彩友获得袁该奖出自
位于漳州市芗城区南昌路丽园广
场 8幢 D20店面 30134竞彩店遥
中奖彩票是一张 2元的单式票袁中
奖者是野90后冶小董遥

低额购彩惹来“嘲笑”
在福建体彩中心袁 小董外表

显得还有点稚嫩袁 给人的感觉像
初涉彩市的野菜鸟冶遥交谈中袁他却
给人别有洞天的震撼遥小董说袁他
从 18岁开始玩彩票袁当时以足彩
为主袁因为他是球迷袁上学时特别
喜欢看球赛遥走出校园后袁他继续
买彩票袁但每次购彩金额不大袁在
10元左右袁以单式票为主遥 多年
来袁 他很少中奖袁 最多一次中过
4000多元袁 还是竞彩 8串 56袁当
时错了一场袁 不然奖金可能会更
多遥 由于他很多时候购买的金额
仅为 2元袁 经常被购买足彩的人
笑话袁 曾经有人对他说院野你这样
买还不如不买袁等于打水漂袁你看
我们买复式票都不能确保中奖袁2
元还想中奖袁太可笑了浴 冶

既要研究又要运气
采访中袁小董表示袁买彩票本

来就是娱乐袁买个希望而已袁至于
能否中奖还得靠运气遥 面对别人
的不理解袁他很少放在心上袁依然
坚持自己的购彩方式遥当然袁随着
购彩经验的逐步累积袁 小董发觉
买足彩不能完全依照专家推荐袁
如果专家推荐能中袁 必定是火锅
奖袁即使中了袁也没有兴奋感遥 有
一次袁他凭借 2元票中了任九袁结
果奖金才几块钱袁很令人扫兴遥后
来袁 他买足彩从不看专家推荐文
章袁全凭自己的经验去投注袁而且
经常跟大家反着买遥虽然没中奖袁
可一旦鸿运降临袁 他就有可能上
演一幕令人拍案叫绝的 野绝地反

击冶遥
2元票“秒杀”所有复式
坚持尧 恒心噎噎小董以不服

输的精神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袁在
14场胜负彩竞猜中不断锤炼袁他
持之以恒的动力终于打动了幸运

女神袁 在 2017年首期 14场胜负
彩竞猜中袁 他凭借一张 2元的单
式票袁在众人惊羡的眼神中袁夺得
全国唯一 1 注 500 万元一等奖遥
不过遗憾的是袁 他的任九没有中
奖遥这张票一经公布袁立即引来围
观袁在大家惊叹声的同时袁更多的
是对小董的夸赞遥彩友纷纷表示袁
这张 2元神单直接野秒杀冶所有大
小复式票遥

（金嵌）

2014年 6月袁福鼎硖门畲族
乡一野80 后冶女子凭借一张 4 元
单式票袁成功牵手体彩 36选 7特
等奖 500 万元曰 时隔两年袁2016
年 12月 21日袁 福鼎硖门畲族乡
的乡亲再次与体彩女神邂逅袁喜
中体彩大乐透 500 万元一等奖遥
这两个分量十足的体彩大奖袁显
示出福鼎畲族乡的乡亲与体彩大
奖缘分不浅遥令人称奇的是袁这两
注令人眼馋的 500万元体彩大奖
居然全部出自同一家站点袁 它是
位于宁德福鼎硖门畲族乡金洋街
75号的 40344投注站遥 而驻留在
畲族乡亲心中的 野中一次大奖后
不会再中大奖冶 的说法也不攻自
破遥现在袁在畲族乡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要要要体彩大奖既真实又可

靠袁 体彩架起了畲族乡亲通往大
奖舞台的桥梁遥

昔日首获体彩特等奖
说起两年前畲族乡亲首次牵

手体彩 36选 7的 500 万元特等
奖袁 中奖站点销售员小林记忆犹
新遥 该站点中出 500万元大奖的
前几天袁 已有稍小的体彩 野幸运
星冶 先行探访过站点遥 2014年 6
月 21日晚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14071期袁该站彩友凭借一张 7垣
3复式票袁 幸运中得 2注二等奖
及多注小奖袁 奖金总计 45万多
元袁中奖者是野85后冶雷先生遥 当
大家正乐此不疲地议论这注 45
万元二等奖时袁 更大的体彩大奖

紧随其后袁当年 6月 26日晚开奖
的体彩 36选 7第 14072期袁1注
令畲族乡亲无比振奋的 500万元
特等奖降临这家站点袁 乡亲首次
目睹了体彩 500 万元大奖的诞
生遥 牵手体彩 500万元特等奖一
事如同春风袁 吹向硖门畲族乡的
每个角落袁 整个乡都像过节似的
热闹非凡遥

今天再牵乐透 500万
45 万元与 500 万元两个大

奖接踵而至袁 让乡亲体验到中体
彩大奖的快乐袁 同时也引起了人
们的疑虑要要要中一次大奖后不会

有大奖再来遥面对这些猜忌袁销售
员小林坦然面对袁 她对乡亲说院
野旺站不是靠一两个大奖支撑的袁
靠的是运气与实力遥冶除这两个大
奖外袁该站还中过不少 22选 5特
等奖袁31 选 7尧36 选 7 的千元奖

也隔三岔五地前来报到袁11 选 5
即乐彩经常爆出几千元超值奖袁
最多出现过近万元奖金遥 令乡亲
不可思议的是袁两年后的 2016年
12 月 21 日晚袁 体彩大乐透第
16150期 野井喷冶106注 500万元
一等奖袁 其中 1注不偏不倚正好
野砸冶 向硖门畲族乡 40344 投注
站遥 乡亲再次与体彩大奖热烈拥
抱遥 这不仅印证了销售员小林说
的野旺站靠的是实力冶的预言袁也
让乡亲彻底改变了 野只能中一次
大奖冶的偏见遥

两个 500万元大奖袁一个 45
万元超值奖袁以及多次万元奖尧千
元奖噎噎让畲族乡亲深刻体会
到院他们与体彩大奖是这般有缘袁
下一个体彩大奖又在不远外向畲

族乡亲招手遥
（金嵌 孙晨剑）

大乐透一等奖降临再次提升体彩投注站知名度

泉州南安梅山 12692 站点
迎来 2017 年首个大奖袁一位在
梅山工作的福州人用 600 倍投
的方式中得大乐透第 17008 期
4垣1 四等奖袁 奖金总计 12 万
元遥

说起来很有意思袁这位彩友
平时都是买 8垣2的复式票袁那天
买完彩票后看着大乐透 30多亿
元的奖池若有所思袁要几倍才能
把奖池清空呢钥 假设一等奖是
500万袁那么只要 600倍就是 30

亿元袁 这是多么伟大的壮举袁想
想都觉得刺激遥所以他就在彩票
机上一直按机选的号码袁看有没
有心仪的号码遥 选了很久袁该彩
友感觉并没有自己中意的号码袁
接着又转到走势图前袁边看边写
出了这注中 4垣1的号码遥

虽然离终极大奖还差两个
号码袁 但这 12万元奖金对于这
位彩友来说也是新年的好预兆遥

大奖不怕中袁 只怕没梦想遥
（黄腾昌）

600倍投斩获大乐透四等奖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