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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大叔”守号两年力擒大乐透一等奖

两彩友机选票同揽 31选 7一等奖 三注 14场胜负彩一等奖花落福建

在现实生活中袁 不管是学
习还是工作袁 讲究的是一种态
度遥 良好而又端正的态度袁总能
让一件事做起来顺风顺水袁并
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遥 来自福
州市仓山区螺洲镇的 野爱心大
叔冶林先生袁凭借良好的态度袁
不仅事业有成袁 还在彩市上抱
得大奖归遥 他凭借 10 注守号袁
两年如一日地为社会公益事业

奉献爱心袁终于在去年 10 月 25
日 晚 开奖 的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7125 期中袁 幸运揽获一注 565
万元一等奖遥 与他一同享受幸
运的还有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
天福村 35 号渊村口冤20596 体彩
站点遥

吃水不忘挖井人
野爱心大叔冶 林先生是螺洲

镇人袁目前做点小生意袁虽然还
没成大气候袁但也小有成绩遥 他
说他的生意能风生水起袁主要是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袁他经常帮助
身边的人袁虽不能为他们解决后
顾之忧袁但经常能解他们的燃眉
之急遥
两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袁他

眼里闪入了公益体彩袁 那是因为
他所在的村子突然像模像样地弄
了好多跟健身有关的东西袁 健身
路径尧篮球场袁等等袁再加上螺洲
镇越来越走向城镇化袁 乡亲们也
越来越喜欢这些健身内容遥 林先
生也经常在早上起来袁 到这些场

所去健身袁一来二去袁他渐渐喜欢
上了这些由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的
健身器材遥吃水不忘挖井人袁林先

生想袁 总不能老站在前人的肩上
纳凉袁也应该以实际行动袁给后人
留点什么遥就这样袁他带着这份爱
心袁走上了公益体彩之路遥

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生意场上风里来雨里去的

林先生做事比较随性袁 要争取但
不强求袁要谨慎但不是任性袁所以
在买彩票时袁他也是比较随性袁因
为鸿运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袁 无法
强取豪夺袁只能以良好的心态袁日
复一日袁年复一年袁靠自己耐力与
恒心袁去守候尧去等待遥 于是在选
号上袁他或是机选袁或是守号袁很
少正经八百地进行分析与研究遥
就拿这次来说袁一年前袁他凭借自
己一时的兴起袁随手写了 10注大

乐透号码袁之后便每期守着袁其间
还中过两次 4垣2袁 虽然奖金不算
多袁 但几千的超值奖还是让他觉
得很欣慰遥不过袁这回他总算守得
云开见月明了遥

奉献爱心不止步
对于林先生而言袁面对这笔

奖金袁 他当然愿意投到生意上袁
期待它能给为生意插上一对腾
飞的翅膀遥对于两年来一直陪伴
林先生走向梦想舞台的公益体
彩袁他表示袁仍会继续购买袁毕竟
每天花上十元二十元袁既能为社
会公益事业奉献爱心袁又能给自
己带来快乐与希望袁 何乐而不
为浴

（金嵌）

体彩大乐透第 17125期一等
奖中奖彩票

在体彩 31 选 7 第 17299 期
开奖中袁一等奖劲爆 2注袁单注奖
金达 64.85万元袁 分别由位于漳
州长泰县武安建设南路江华苑华
福楼一层店面的 30814站点和宁
德福鼎市下龙山南路 25号 40346
站点中得遥近日袁两位中奖者现身
福建省体彩中心袁 办理了有关领
奖手续遥

认定机选从一而终
20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袁漳

州余先生听朋友们在相互讨论体
育彩票袁好奇地询问了一番袁最后
决定也去买一注袁 可第一次投注
的号码该如何选呢钥 朋友们直截
了当地说院野机选浴 冶2017年 11月
2日袁 余先生机选的一张 8个号
码的复式票中得 31选 7第 17299
期一等奖袁揽奖金 65.69万元遥

中奖后袁余先生心情愉悦袁对
于多年来购彩经历侃侃而谈遥 他
笑着说袁 正是一开始因为好奇去
问朋友什么叫体育彩票袁 才能有
这次幸运中大奖遥 他第一期就买
了当时最热门体彩 36选 7袁花了
20 元机选一张 8 个号的复式票
和 1注 2元单式票袁 连着买了三
期袁就在第三期袁机选的那张 8个
复式票竟然让他中得一等奖袁于
是他越来越觉得运气这东西的奇
妙遥 对于选号袁涂先生非常坚定袁
一路机选到底遥 虽然余先生不是
每个游戏都参与袁 但他都进行了
了解袁 他会阶段性地购买某一种
游戏遥 最近袁他看上的是体彩 31
选 7遥 去年 11月 2日中午袁余先

生路过漳州长泰县武安建设南路
江华苑华福楼一层店面的 30814
体彩投注站袁 便进去机选了几注
8个号的复式票遥

余先生每晚 8点前后都会上
福建体彩网查看开奖号码袁 每次
看号码前袁 他都会先关注开奖公
告下方的中奖站点遥中奖当晚袁当
他第一眼看到漳州 30814 站后袁
马上预感到自己可能中奖袁 一核
对彩票袁命中 7个正选号袁中奖板
上钉钉遥 余先生平时热爱体育运
动袁对体育二字有很深的感情遥他
说袁 购买公益体彩袁 生活多姿多
彩遥

误打误撞命中头奖
来自宁德福鼎的幸运者是

1993出生的女彩友小陈遥 她购买
公益体彩仅一年多袁 当时之所以
喜欢购买公益体彩袁 是因为她身
边的朋友都在买大乐透袁 因为奖

池高袁大家都在投注遥 此外袁她喜
欢购买彩票袁 还因为她父亲每天
都有购买公益体彩的习惯袁 也算
是受老人家的影响遥当然袁她购买
大乐透比较随性袁都是机选袁而这
次会误打误撞中得 31 选 7 一等
奖袁 是因为那天去买彩票时是周
四袁她想都没想袁就脱口而出说院
野帮我机选当晚开奖的彩票 袁5
注遥 冶销售员立刻机选了一张 31
选 7彩票袁她也没看袁把彩票往包
里一塞遥次日袁当她又一次走进体
彩站点时袁把彩票拿出来一刷袁被
告之中了一等奖遥

野一等奖袁那是不是 1000 万
元钥 冶小陈开始以为自己中了大
乐透袁后来得知是 31 选 7袁心里
虽有落差袁但对于一个女孩子来
说袁能拥有 64万元奖金袁已然不
易遥

（陈珍）

体彩 31选 7第 17299期两张一等奖中奖彩票

晋江彩友击中 11选 5任选三近万元
1月 5日上午袁 晋江市内坑

镇龙泉路 67 号 12867 体彩站点
彩友喜获 11选 5奖金 9500元遥
据站点销售员介绍袁 此番中

奖的是 11选 5任选三玩法遥当天
上午袁站点开门后袁老彩友曾先生

早早来到站点玩起了任选三遥 刚
开始都是先试试手气袁打的不多遥
在第 18010520期时袁该彩友将 4尧
7尧9投注了 250倍遥

出票后袁 谨慎的曾先生又
对 4尧8尧9 投注了 250 倍袁 就这

样袁 幸运获得 500 倍任选三玩
法奖金 9500 元遥 中奖后袁曾先
生惋惜地说袁若是投注任选四袁
便可摘取 3.9万元奖金遥 不过袁
在开年之际便有幸运收获 袁他
非常开心遥

体彩 11选 5有玩法多尧开奖
快等特点袁 特别是在任选玩法的
基础上增加了乐选玩法袁 提高了
玩法乐趣遥

（肖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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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足彩玩家可谓高手

云集遥 14场胜负彩第 17178期是
英超尧法甲和一场西班牙杯的混
猜比赛袁它为福建彩友带来三注
一等奖袁分别花落福州长乐区吴
航街道航华路 78 号 23815 站尧
福州连江凤城镇凤尾村王家庄 3
号 22918 站和泉州安溪城关河
滨西路 41号 10524站遥 彩友在
享受精彩赛事的同时幸运中得

一等奖袁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遥
来自连江的中奖者小黄说袁

这是他玩传统足彩两年多以来
第一次中得 60 万元以上的大
奖遥 他玩足球彩票是因为喜欢巴
塞罗那队的球星梅西袁他觉得梅
西不仅球技好袁在球场上的为人
处世也让他很有好感遥 虽然之前
与朋友合作多次中过 14场胜负
彩一等奖袁 但这次中的奖金最
高袁所以他亲自兑奖遥 他平时除
了看比赛了解球队袁也学着分析
各种数据袁 一般他选择强队做
胆袁14场比赛中肯定有实力相差
悬殊的较量袁不好得出结果的比

赛袁他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双选或
全包遥

泉州 10524站业主陈先生在
2010年开了泉州第一批竞彩标准
店袁他也是泉州竞彩联盟的一员遥
他说袁因为喜爱足球又踢球袁所以
申请了一家体彩站点遥 目前袁他的
站点里主要推广的就是竞彩和传
统足彩遥 这个大奖是他站点中得
的第一个体彩大奖遥 他介绍袁这次
中奖是一位玩传统足彩十多年的
老彩友袁平时就爱玩 14场胜负彩
和任选 9场袁中奖也不少袁这次中
得的奖金最高遥 与彩友一起讨论
看球思路也是保证站点有充足的

客源方法袁 而彩友临时有事不能
抽身兑奖袁这种美差袁陈先生当然
愿意效劳遥

福州长乐区 23815站点的中
奖者牛先生这次购买的是一张
2592元复式票袁 这张复式票最终
让他收获了 64.19万元奖金遥 他
说袁 这是他购彩两年来中得的最
高奖袁之前只中一些野火锅奖冶遥

（陈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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