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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大乐透 中奖最倾情

龙岩尽显质朴魅力
十年时光袁 龙岩这座山城有

9注大乐透一等奖诞生于此遥
回顾大乐透十年历程袁龙岩 9

注一等奖各领风骚遥 2007年 11月
28日袁龙岩首注大乐透一等奖 641
万元花落武平遥 好运开河袁新罗区
乘幸运东风袁2008年 3月拿下福
建省当年首注一等奖遥 经 2009和
2010年两年养精蓄锐袁 老区彩友
2011年再发力袁长汀尧新罗区共收
获 2注一等奖遥 2013年袁除新罗区
1月赢得开门红外袁永定县城一鸣
惊人袁 也贡献一注一等奖遥 2014
年袁 长汀 1600万元的一等奖奖金
至今还是龙岩最高的中奖纪录遥
2015年袁漳平以 5注 10元单式票
收获 1000万元一等奖一注遥 2016
年袁新罗区再接再厉袁又获得一注
820万无一等奖遥

9注大奖之花傲然盛放之地
究竟何等魅力袁 让我们穿越时光
隧道袁一同踏进这野秘密花园冶袁探
寻其中的芳香遥

武平：大奖怒放“香气”四溢
2007 年袁 体彩大乐透刚上

市袁野超越 500万冶 的宣传语虽然

诱人袁但也让彩友产生野疑虑冶遥龙
岩首注大乐透一等奖 641万元诞
生之地武平平川镇政府路 65号
渊武装部对面冤70508 体彩站点袁
也是历经了当时的瓶颈期遥 据业
主王女士回忆袁 那时大乐透少有
彩友购买袁对这个新玩法袁彩友都
持观望态度遥 直到当年 11月 28
日开奖的第 07079期袁 该站中得
641万元一等奖后袁 让彩友亲眼
目睹了超越 500万大奖的可能袁
购彩队伍异军突起袁 大乐透成为
龙岩彩友的野香馍馍冶遥 该站点也
因这朵香气四溢娇艳欲滴的大奖

花袁声名鹊起遥
提起这个让龙岩人铭记的历

史性大奖袁时值大乐透上市 10周
年之际袁 在接过龙岩体彩分中心
领导颁发的分量十足的 野大乐透
一等奖诞生冶地的牌匾时袁业主王
女士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遥 这注大
奖是一个开端袁 她站点的经营从
此有了巨大突破袁 极大振奋了彩
友的自信遥她表示袁今后一定撸起
袖子加油干袁 让下一个大奖之花
再度盛开遥

漳平：心怀大爱回报小镇
2015 年 11月 9日袁 体彩大

乐透第 15131期袁 漳平永福镇菁
中北路 55 号的 70717 体彩站点
彩友以一张 5注单式票独揽一等
奖 1000万元遥

仅 10元便获得 1000万元回
报袁这无异于天方夜谭遥 当 70717
站点门口野恭喜本站喜中千万奖冶
的大红拱门平地而起袁 鞭炮声响
彻宁静小镇时袁 淳朴的村民终于
确定袁 真真切切的千万大奖落在
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小镇上遥 小镇
命中千万巨奖袁如此丰厚回报袁那
是心善的福报袁 也充分诠释了公
益体彩的野乐善冶的理念袁这与村
民们心怀大爱的信念不谋而合遥

十年忆往昔袁 有太多令人动
容的中奖画面遥 那幕幕都是公益
体彩泛出的温度袁 是大乐透这股
泉眼汩汩而出的一池春水袁 更是
万千体彩人以微小之势聚集起的

燎原星火袁 让大乐透大奖真切到
无论繁华都市还是质朴村落袁给
每个心存念想的追梦人创造属于
自己那份奇迹的可能遥 （罗娟）

厦门一站点中得 31选 7一等奖

付出真情 大奖回报
当一个恰当时机来临后袁厦

门的张女士成为湖里区尚忠社

102 号 90682 体彩站点的销售
员遥自从 7月 18日晚站点喜中体
彩 31选 7一等奖 500万元后袁她
的朋友圈都在说袁 她是一个从废
品堆里走出的野金手指冶袁在窄巷
里敲出一只野金凤凰冶遥

新职业新自信
张女士自信地说袁 她现在越

来越年轻了遥原来袁在从事体彩销
售工作前袁 张女士一直做废品收
购袁整天风里来雨里去袁即便容颜
再精致袁 工作一天后也看不出人
样来遥乐观自信的张女士觉得袁为
了一家人的生活袁 再苦再累她都
能扛住遥不过袁丈夫非常心疼张女
士袁机缘巧合下袁为她寻找到改变
工作的机会遥 2013年袁她走进了
厦门湖里 90682体彩站点袁 步入
公益体彩大家庭遥

自接手体彩站点袁 张女士全
权负责站点的日常工作遥 朋友总
对她说院野放开手脚干袁 肯定比收
废品强遥 冶老彩友也说袁撇开中奖

不谈袁就冲张女士那自信的微笑袁
他们就爱到站点走一走遥 而张女
士也一直在精心野打磨冶她那双能
干的手遥

中大奖皆喜庆
随着彩友队伍逐渐扩大袁各

行各业的人都会走进站点购彩遥
由于张女士为人热情袁站点的老
彩友总上门找她聊天袁最后还不
忘调侃一句院野你来上班袁我们就
上门买彩票袁看什么时候能中大
奖浴 冶张女士总自信地回答袁大奖
轮流中袁请放心袁一定会中遥

没想到袁这句话在 7月 18日
晚应验遥 站点出的一张 8个号复
式票袁 彩友幸运中得 31 选 7 第
17192 期封顶一等奖 500 万元遥
张女士此前打出的最大奖仅是体
彩大乐透的万元奖金遥

张女士说袁 当时她没注意开
奖广播信息袁 是接到辖区专管员
的电话才知道站点中大奖了遥 最
多中过大乐透 10元的她心情无
比激动袁感觉如同自己中奖遥第二
天袁 听说厦门 90682 站点中 500

万消息的彩友纷纷赶来求证遥 张
女士在解答彩友野31选 7也能中
500万冶疑问的同时袁迅速为站点
造势袁并宣传起来遥

据张女士介绍袁 该站点一直
默默无闻袁 这次总算不负彩友所
望袁中得 500万元遥因为站点门面
较小袁她特制两条长条幅袁将站点
外门面围成圈袁 她要让 野湖里
90682体彩站中大奖冶 的消息全
城皆知袁 让街头巷尾的人们一抬
头就知道这里有家中 500万元的
体彩站点遥

真情出光环绕
正是平日的真情付出袁 才得

体彩大奖眷顾遥 张女士感谢家人
和朋友的支持袁 虽用近 4年才尝
到大奖滋味袁 但她希望大奖光环
能持续围绕袁 因为站点多数彩友
喜爱投注体彩大乐透袁 虽然她是
第一次打出大奖袁但有了第一次袁
张女士相信会有第二次尧 第三次
噎噎

（陈珍 蔡尚君）

大乐透第 17087 期二等奖中
奖彩票

机选投注大乐透

厦门彩友收获二等奖
7月 29日晚袁 厦门思明区

前埔二里 30 号之十七 93013
体彩投站中得体彩大乐透第
17087 期二等奖追加 25.94 万
元袁 中奖彩票是一张 5注单式
追加票遥 中奖者小李说袁他平时
比较野懒冶袁所以就用了个野懒冶
办法袁没想到前后才两个月袁就
幸运中奖遥
直到 8月 2日袁 小李再次

经过 93013 站点投注大乐透
时袁 才知道自己中了追加二等
奖遥 他说袁他接触体育彩票时间
挺长袁因为工作忙碌袁只有路过
体彩站点时才会投注袁 他一般
每期都是机选 3 张 5 注追加
票遥

7月 27日晚下班袁 小李经
过思明 93013体彩站点袁 就走
进站点投注大乐透袁 他照例把
之前买过的三张彩票复制了一
下遥 直到 8月 2日大乐透开奖
日袁他打算再次投注时袁才发现
彩票中了 20多万元遥 小李很诧
异袁从买到中奖袁那几张彩票守

号才两个月遥
8月 3日袁小李开心地兑走

了奖金遥 他说袁他对彩票并不痴
迷袁投入也不多袁看到体彩站点
就买些碰碰运气袁平时中 5元尧
10元还是挺多的遥接下来袁他会
再机选一注袁 大乐透替换中奖
的那注遥

（陈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