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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者整包刮顶呱刮“绿翡翠”

25

意外收获排列 5奖金 10万

10元机选同样中大奖

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袁
想在健身中收获幸运袁 就是每天
到体彩投注站走一走尧溜一溜袁然
后买一买体育彩票袁 健身垣幸运
一举两得的好事就有可能实现遥
来自龙岩的一位姓曾的耄

耋老伯便是这样的达人袁他 3月
23 日到位于龙岩新罗区西陂镇
西郊路 103 号华龙社区内 39 幢
的 70882 投注站袁乘野刮体彩顶
呱刮袁耶座驾爷带回家冶活动之东
风袁买了一包野绿翡翠冶即开型彩
票袁 不仅出人意料地刮出 25万
元超值大奖袁还获得一辆山地自

行车遥
几天后袁 这位身体硬朗的曾

老伯在儿子的陪同下袁 迈入福建
省体彩中心大门遥在办理手续时袁
从他的外表打量袁 一点也看不出
这位老人已年过八旬遥 当他道出
年纪时袁 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都
惊呆了袁 大家都一致向曾老请教
养身之道遥面对这个问题袁他慢悠
悠地说院野多运动袁 多说话袁 多微
笑遥 仅此而已遥 冶

曾老表示袁 他购买公益体彩
已有好多年袁 每天都会到家附近
的体彩站坐一坐袁 同站点的彩友

们聊聊天袁侃侃彩经遥 不过袁他最
喜欢的还是顶呱刮彩票袁当然袁在
购买时袁 他有一个习惯要要要喜欢
买整包袁然后一张一张地刮遥这样
可以让待在里面的大奖溜不走遥
之前袁 他多次刮中过千元以上的
超值奖袁其中万元奖就有过两次遥
这次能幸运刮出 25万元大奖袁还
得感谢体彩中心举办的活动遥 当
天袁他本来没想着要刮彩票袁可到
了站点袁听说有活动袁只要单张彩
票中得 400元至 3000元袁在获得
奖金的同时袁 还可额外获得一辆
山地自行车遥听到这个喜讯袁原本

想给孙子买辆自行车的曾老立即

提起了精神袁 因为这个活动有可
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袁 于是就买
了一包野绿翡翠冶遥

曾老的运气真是好得出奇袁
他不仅刮出了一张奖金为 400元
的彩票袁还刮出一个 25万元超值
大奖袁不但圆了中大奖的梦想袁也
圆了送孙子一辆自行车的愿望遥
中奖后袁 风趣的曾老笑着说院野买
彩票袁中大奖袁对我来说已经没有
任何意义袁 我只不过很享受玩彩
当中的快乐遥 冶

（金嵌） “绿翡翠”25万元中奖彩票

万奖金被自行车“驮”回家

世间诸事有时实在是妙不可
言袁 刻意追求袁 却总是不尽如人
意袁而有时一个无心之举袁往往会
带来超乎想象的收获袁有道是野无
心插柳枊成荫冶遥

这种妙不可言的事频频发生

在体彩彩市中袁龙岩市新罗区解放
北路蜈蚣山宿舍楼下米兰阁站边
的体彩 70123投注站袁就演绎了仅
用 10 元斩获排列 5 第 17097 期
10万元超值奖的神奇一幕遥

中奖者王先生算不上 70123
站的常客袁他只是偶尔到店里玩一
玩高频 11选 5遥 不过袁他也能兼顾
大乐透尧36选 7尧排列 5等玩法遥 4
月 14日傍晚袁他到 70123店后袁开
始看高频走势图袁 购买几期下来袁
投入与收获基本打平遥 他想袁可能
是当天运气未到袁 于是打算撤退遥

当时袁他手中正好拿着 10元零钱袁
一向不爱留零钱王先生通常会购

买其他玩法试试手气遥正琢磨着是
要打什么彩票时袁无意间看到排列
5的走势图袁 就马上机选了 5注遥
谁也没有料到袁他这个随意之举竟
然中得 10万元奖金袁 刷新了他购
彩以来的中奖纪录遥

第二天袁王先生全然不知自己
中奖遥 他在投注站看开奖号码时袁
并与自己的彩票一一核对袁不禁喜
出望外遥 排列 5第 17097期 4月
14日的开奖号码为 80670袁正与他
手中的机选票第三注同号遥 当时袁
王先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袁直
呼院野真是无心插柳枊成荫哪袁机选
也能选出 10万元袁而且只花了 10
元遥 中奖机遇真是无处不在袁平常
心反而更能中大奖遥 冶 （金嵌）

大乐透二等奖中奖彩票

机选 5倍投注擒大乐透 73万

人要善良运气不会差

野一期买个 10块钱袁 能中奖
是最好袁不中奖心里也坦然, 买多
买少都是奉献爱心遥冶这简单的话
语是从福州台江区环河路集贸市
场福清巷 1号 20234体彩投注站
中奖者杨先生口中说出的遥 正是
一份爱心与平常心袁 让他幸运收
获体彩大乐透第 17036期二等奖
5注袁共中得奖金 73.09万元遥

5年来袁 杨先生一直抱着献
爱心的态度购买体育彩票遥 他非
常喜欢体彩大乐透与 36选 7袁一
开始他也选择守号投注袁 每期都
是 1注 5倍投遥渐渐地袁他改为机
选投注袁在他看来袁中奖纯粹拼运
气袁虽然在中大奖前袁他最多仅中
过 50元袁可他还是认为机选的中
奖概率比较高袁特别是大乐透袁几
乎每期不落地机选 1 注再 5 倍

投遥 他总说袁一期不买多袁能中奖
买 10块钱彩票也够了遥

3月 30日晚袁在下班回家的
路上袁 杨先生正好路过熟悉的福
州 20234站袁见站点还在营业袁他
就进店与业主寒暄了几句遥 杨先
生说袁因为清明要回老家扫墓袁怕
错过大乐透袁所以就提前购买了遥
他还是按老规矩袁 机选 1注再 5
倍投遥当时袁他也没在意机选的是
哪几个号码遥

4月 2日上午袁 杨先生突然
接到站点业主打来的电话袁 说是
站点中了 5注大乐透二等奖袁询
问是不是他中的遥 他马上打开手
机查询袁果真中了 5垣1袁心里相当
兴奋遥杨先生的家人和亲戚袁在兑
奖那天齐聚福建省体彩中心遥野他
们说体彩中心是中奖的风水宝

地袁都想来沾沾喜气遥 冶杨先生笑
着说遥

吃过百家饭的杨先生总说袁
人要善良袁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袁这
样运气就不会差遥 （陈珍）

竞彩 15倍投 6串 1中得 6.45万

“光头哥”瞬间闪光
5月 3日下午袁 三明竞彩联

盟在推送当日的赛事推荐以及投
注计划表后袁 在三明梅列区体彩
微信工作群里掀起了一波议论热
潮遥 几名竞彩业主纷纷晒出近几
天从 2串 1到 5串 26购彩成果遥
其中袁 引来热议的是那张竞彩足
球混合过关 6串 1袁15倍投袁最高

可中固定奖金 6.45万元的单子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那张票基本作废袁
那么高的赔付指数袁 中奖的概率
很低袁可那张彩票的主人袁三明市
东安新村 71 幢一层一号店的
80013 投注站点的业主 野光头
哥冶袁却要去三明体彩管理中心兑
奖了遥

说起店里竞彩销售氛围不

错袁野光头哥冶很是欣慰袁他说院野除
了维护好与客人之间的关系袁最
重要的是要自己做竞彩推荐袁客
人跟着你的推荐中得多了袁 自然
就留住了人遥 冶店里不忙的时候袁
野光头哥冶就端着手机翻看竞彩官
方微信公众号袁 对当日比较拿手

的赛事的进行分析袁 了解对阵双
方的球员情况等袁 再选择合适的
串关遥大多数时候袁他选择的都是
区别于蚊子肉的中低赔付指数袁
偶尔兴致来了也会打两张高赔付

指数的彩票遥
5月 3日下午袁 日职乙几场

比赛野光头哥冶决心放手一搏袁下

了一张 15 倍投的 30 元单子袁没
想到比赛爆冷袁走了高赔付指数袁
为他赢得 6.45万元奖金遥

当众人纷纷送上祝贺时袁野光
头哥冶 不好意思地摸摸他那个锃
光瓦亮的大光头说院野这都是运气
啊浴 冶

（陈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