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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万余音缭绕 1000万狼烟四起

鸡年大乐透千万封顶头奖爆不停

返乡途中不忘购彩

候车投注中奖 5万多

用野1600万元余音缭绕袁1000
万狼烟四起冶 形容鸡年体彩大乐
透千万封顶头奖爆不停的盛况袁
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遥 开市后袁
1600 万元封顶一等奖上演三连
爆袁 千万奖的余音还在彩市上空
缭绕袁未承想袁大乐透千万奖的封
神榜继续在彩市中激情演绎袁又
连着两期奉献了令人怦然心动的
1000万元封顶一等奖袁让全国彩
友沉浸在千万巨奖带来的前所未
有的冲击与快乐中遥
三彩友各揽千万封顶头奖
大乐透第 17016期全国中出

3注 1000万元封顶一等奖袁分别
被山东尧广东和云南的彩友获得遥
可惜的是袁 这三位幸运儿没有对
购买的彩票进行追加袁 齐齐错失
了中取 1600 万元封顶追加大奖
的机会遥

数据显示袁广东的头奖出自
中山市袁 中奖彩票是一张 6垣4
复式投注票袁 投注额为 72 元袁
单票总奖金为 1042 万多元遥 山
东的一等奖出自临沂市袁 云南
的则出自昆明市袁 这两位幸运
儿同样都是购买的 5 注号码单
式票袁投注额均为 10 元袁其中 1

注斩获 1000万元一等奖遥
厦门一站独中 5注二等奖
当期二等奖开出 84 注袁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 9.7万元袁其中
20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袁 每注多
得奖金 5.8 万元袁追加投注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达到 15.5 万元遥
当期袁 福建彩友中得 10注二等
奖袁其中有 1 注出自追加袁由位
于泉州鲤城清濛开发区崇宏街

盛 克 工 业 园 综 合 楼 6 号 店
13794 投注站中得遥 另外袁位于
厦 门 市 思 明 区 角 滨 路 2 号
90236 投注站独中 5 注二等奖袁

奖金总计近 48.63 万元遥 还有福
州连江坑园镇 20716 投注站和
连江凤城镇 23702 投注站尧福州
长乐 23811 投注站和厦门思明
区 96333 投注站也各中 1 注二
等奖遥
鸡年千万封顶头奖机会多
进入鸡年后袁喜欢购买体彩

大乐透的彩友正在验证一句
话要要要鸡年千万封顶头奖机会

多多遥
据统计袁鸡年以来袁体彩大

乐透 5期开奖袁期期派发令人羡
慕的千万元封顶一等奖袁总计已

送出 10注袁 其中包括 4注 1600
万元追加一等奖袁仿佛让人看到
了一幕大乐透千万封顶一等奖
大集结的颁奖盛况遥

在此袁笔者特别提醒各位彩
友袁在购买体彩大乐透时袁千万
别忘记追加袁这极有可能让彩友
中 1600万元巨奖的梦想变为现
实遥 喜欢倍投与追加的彩友袁只
要十几倍追加或 20 倍投袁 就有
机会实现中 1 亿元巨奖的小目
标遥

（金嵌）

野中不了大奖袁只能说明自己
选的号码不对袁 自己的运气还没
来袁不能怪别人遥 冶当笔者采访在
漳州芗城 31272站中得体彩大乐
透第 17001期一等奖得主陈先生
时袁 性格豪放的他爽朗地说道院
野新年第一期就能幸运获到大乐
透一等奖袁奖金高达 689万元袁不
仅说明自己的运气不错袁 而且选
的号码也对路遥 冶

陈先生是一位拥有十多年彩

龄的老客户了遥过去袁虽然他不十
分走运袁 最高只中过 31 选 7和
36选 7的 500元奖金袁千元以上
的奖级从未染指过袁 如此的中奖
战绩只能用野惨淡冶来形容遥不过袁
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袁 而是持之以
恒地买体育彩票遥 他笑逐颜开地
说院野彩票重在玩袁 在玩当中去体
验可能带来的快乐袁 比如中个 5

元尧10元的小奖袁 也能给自己带
来快乐袁如果能中个 50元或是百
元袁那心情就更加舒坦了遥一天的
心情都会棒棒哒浴 冶

别看陈先生已是上了年纪的

人袁说起话来风趣十足袁有些话还
令人捧腹大笑遥 他说院野经常到站
点去买彩票袁 总会听到不少对彩
票大奖的议论袁 比如平头百姓是
不可能中得大奖的袁等等遥对这些
话我总是嗤之以鼻袁 自己运气没
到袁中不了大奖袁就找借口袁这种
心态非常不好遥我经常在聊天时袁
也常跟他们说袁中不了大奖袁只能
怪自己选的号码不对袁 还是就是
鸿运还没来袁只能去守尧去等遥 这
就好比做生意袁运气不好袁做什么
生意都得亏袁 难道还要怪别人不
来捧场钥 冶

听着陈先生如此精辟的论

道袁笔者也深感汗颜遥 后来袁仔细
品味陈先生这番言论袁 也不无道
理遥 事在人为袁别人能做到的事袁
我们做不到袁除了自己没努力尧没
争取袁主要是好运还没降临遥他兴

奋地说院野买彩票很能考验一个人
的性格遥性格好的人袁总能沉稳应
对袁心态也特别平和袁遇事总能沉
着应对曰性格不好的人袁整天就是
哭爹骂娘袁怪这怪那袁这种心态真
的不好遥冶就拿这次幸运邂逅大乐
透 689万大奖来说袁 陈先生也跟
平时一样袁通过走势图袁自选了 4
注号码袁 虽然在选号时跟往常没
什么区别袁 可这回就是硬生生地
撞上了一等奖袁 连自己都没明白
是怎么回事袁大奖就粘上了身袁想
赖都赖不掉遥

开奖当晚袁 陈先生第一时间
还不知道自己当天买的大乐透彩

票已经中得大奖遥那天晚上袁他一
人独自在家泡茶袁准备去睡觉时袁
用手机上网一查袁 无意中发现中
奖袁 但仍不敢确信是不是中一等
奖袁 连对了几十遍袁 还是不敢相

信袁总觉得老天在跟他开玩笑遥后
来袁陈先生叫老婆和儿子也来对袁
他们也觉得不可能遥后来袁打福建
体彩中心客服电话袁 发觉开奖号
码没有错袁 但一家人还是觉得不
可能遥次日袁一家人分别到附近站
点私访袁 看到大家都在议论大乐
透 689万一等奖的事情袁 才相信
这是真的遥

陈先生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
天晚上获知中奖的情景袁 他激动
地说院野这回我的号码总算选对
了袁而且运气也来了噎噎冶对于这
笔奖金袁陈先生表示袁之前他还没
办法给儿子买套房袁弄得儿子 30
多岁还未能取妻袁 这个大奖的到
来袁儿子取妻就能实现了袁买房子
也成为实现袁 他和妻子的心可以
放下了遥

（金嵌）

位于三明新市南路永福大厦

一楼的 80195投注站袁 是一家经
营多年的老店袁 位置临近城门汽
车站袁往来的人流量多袁许多旅客
在路过投注站时都会购买一张彩

票以盼一路好运相随遥 来自大田
的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好运
相随的旅客遥

1月 14日袁在三明务工近一
年的茅先生踏上返乡的旅途遥 虽
然他是个野80后冶的农民工袁但有
着一颗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心袁
努力工作之余袁还经常购买体彩袁

给自己信心和希望遥 此次他在城
门汽车站侯车时袁 走进了 80195
投注站遥 体彩大乐透尧11选 5尧31
选 7尧36选 7这些都是茅先生经
常投注的玩法袁 由于候车时间有
限袁 他就选了几个自己钟爱的号
码袁 分别买了大乐透尧31选 7和
36选 7这三种当晚开奖的彩票遥
其中 05尧06尧13尧14尧22尧25尧28 这
一组看似平常的号码袁 却给茅先
生带来了大收获遥

当晚袁福建体彩 36选 7开奖
后袁茅先生幸运中得一等奖袁拿下

奖金 5.24万多元遥
这是茅先生多年购彩以来

中得的最大的体彩奖金袁高兴得
他合不拢嘴遥领奖后的茅先生显
得特别满足袁他说院野我购买体彩
多年袁 一直都是小投入小回报袁
这次终于让我真真正正地感受
到了彩票的大奖魅力袁让我们农
民工兄弟也能感受到 耶幸运女
神爷就在我们身边遥 我肯定会继
续购买体育彩票袁继续支持体彩
公益事业遥 冶

（游艳虹）

同时中奖 同时兑奖

幸运儿原来是同乡
体彩 31选 7第 16299期附

加玩法任选四中奖者尤先生有多
年购彩经历袁 他对体彩大乐透和
31选 7两种玩法情有独钟遥 他多
年坚持在三明市大田县建设镇建

华路 83号的 80426站点购彩遥
去年 12月 27日袁尤先生用

自选号购买的任选四 25倍彩票
中奖了袁 合计拿下奖金 2.25 万
元遥他边说边与另一位兑奖的陈
先生聊了起来袁 一聊才发现袁两
人竟是老乡袁中的还是同一期彩
票袁真是缘分遥只不过袁陈先生中

的是当期一等奖遥
陈先生也有着十来年的购

彩经历袁他对 31 选 7 和大乐透
玩法也非常青睐遥 不同的是袁陈
先生每次购彩都是机选遥 2016
年 12 月 27 号傍晚袁 他下班后
特地到沙县凤凰路 36 幢 3 号
的 80716 投注站袁 机选了两注
传统玩法遥 没想到袁从未中过大
奖的他这次与幸运之神邂逅袁
用机选票轻松中得 3.52万元一
等奖遥

（游艳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