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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女彩友自选投注 选 命中一等奖

同守机选号 同中二等奖

广告

天天开奖的体彩 31 选 7 在
新年第二期便向福建彩友送出百
万大奖袁从而开启了 2018年豪夺
体彩百万大奖的征途遥体彩 31选
7第 18002期的一等奖由厦门市
思明区武夷工贸 191号 90116站
点中得袁奖金 256万元袁为一张 2
元自选单式票袁中奖者是野70后冶
陈女士遥
据陈女士介绍袁 她购买公益

体彩已有十余年袁喜欢购买 31选
7尧36选 7及大乐透尧7星彩等袁之
前曾中过 31选 7二等奖 3000多
元袁这是她之前的最高中奖纪录遥
尽管万元以上的奖金没能中过袁
但陈女士仍以良好的心态坚持购
彩袁 每种玩法每次投注 2元或 4

元袁以自选号码为主遥 她表示袁虽
然号码都是自己选的袁 但从未研
究过走势图袁 多是凭借每天的感
觉选号遥

说起这次幸运中奖 256 万
元袁陈女士说很意外遥 1月 2日下
午 4点多袁她路过 90116站点时袁
顺便拐了进去遥 那天开奖的玩法
有 31选 7尧36选 7尧7星彩尧 排列
3尧 排列 5及 22选 5遥 她凭借感
觉袁每种游戏各写了 1注号码遥写
号码时袁 她的感觉跟平时没什么
不同袁也没有任何特别的预感遥开
奖当晚袁她并不知道投注的 31选
7彩票已经中得一等奖袁 直到次
日袁她用手机查看 31选 7开奖号
码时袁心里咯噔了一下遥

当看到 31 选 7 一等奖只有
1注袁奖金高达 256万元时袁陈女
士顿时心花怒放遥野坚持总算收获
了大回报浴 冶她心里默默嘀咕着遥

随后袁 陈女士把中得百万元大奖
的喜事告诉了家人袁 与他们一同
分享中奖的快乐遥

（金嵌）

体彩 31选 7第 18002期一等
奖中奖彩票

在体彩大乐透第 17128期开
奖中袁 福建彩友揽获 3注 23.73
万元的二等奖袁 分别由莆田市仙
游县盖尾镇宝峰街 369 号 60477
站尧 泉州丰泽东海街道东海湾俊
园 2 号楼 40 号店 13791 站和南
平顺昌县双溪街道华阳路 1号西
岗小区 B 区 17 号店面 50531 站
中得遥虽然他们各居一方袁但因为
一个共同的购彩爱好袁 并以相同
的方式要要要守机选号要要要问鼎体
彩大乐透二等奖袁 各自收获了一
份令人心动的大奖遥

两载守号复式票
来自南平顺昌 50531站的中

奖者李先生购买公益体彩已有多

年袁他表示袁这次购买的 7垣2复式
票能幸运中得二等奖袁 得益于他
的恒心袁因为两年前袁他机选了一
张 7垣2复式票袁之后雷打不动袁每
期如法炮制袁其间虽只中过小奖袁
可他始终没有放弃袁 这张机选得
来的复式票一守便是两年多遥

令人欣喜的是袁去年 11月 1

日晚开奖后袁 李先生
这张守号的复式票结
出硕果袁喜揽二等奖遥

与二等奖幸运邂
逅袁李先生表示袁他的
运气还不错袁 只是与
一等奖喜结连理还差
些火候袁 只要坚持购
彩袁 将来或许有机会

再访福建省体彩中心遥
原票复制喜中奖
来自泉州 13791站的幸运者

姚女士袁是位生于上世纪 90年代
的漂亮女孩遥她说袁她购买公益体
彩只有两年多袁以前买得比较少袁
从去年开始袁才坚持每期购买遥

一般情况下袁 姚女士都是机
选投注大乐透袁如果没有中奖袁她
在下一次便会原样投注袁 一旦中
个 5元尧10元袁便重新机选遥
姚女士这次的 5注号码是前

一期机选的袁由于当时没有中奖袁
她便原样打了一遍袁 结果与二等
奖上演不期而遇遥虽然去年 11月
1日晚这张守号的彩票已经中得
二等奖袁可姚女士却不知情袁直到
两天后袁 她再次到站点购买彩票
时袁终端机里刷出了大奖遥

淡定心态不一般
来自莆田 60477站的幸运儿

陈先生是位老彩友袁 之前最高只
中过 300元奖金袁出自 7星彩遥比

这更多的奖金袁 他还没有机会获
得过遥

这次中奖彩票上的号码袁是
陈先生前几期机选得来遥当时袁他
觉得号码搭配得不错袁 就连买了
几期遥未承想袁这一个小小守号的
决定袁最终促成他中大奖的梦想遥

23万余元奖金袁虽然不算很
多袁但也是一份不大不小的礼物袁
一时要赚这么多钱袁 还真有点天
方夜谭遥得知中奖后袁陈先生并没
有第一时间前去兑奖袁 而是等了
几天袁直到去年 11月 8日才现身
领奖袁其淡定的购彩心态袁可见一
斑遥

（金嵌）

体彩大乐透第 17128期三张二等奖中奖彩票

同期揽奖 20万 兑奖速度大不同
去年 9月 30日晚袁体彩大乐

透第 17114期袁 福建彩友表现出
色袁揽获两注 20.74万元二等奖袁
分别由厦门同安区新民镇四口圳
里 241号 96204站点和宁德市蕉
城区霍童镇卫生院大门口 40115
站点中得遥具有不同意味的袁厦门
96204站的中奖者待去年国庆假
期一结束便火速现身领奖袁 而宁
德 40115 站的幸运儿则一拖再
拖袁直到去年 11月 15日袁也就是
离兑奖截止日期仅剩半个月袁才
慢悠悠地前去兑奖遥

这两位幸运者又蕴藏着怎样
鲜为人知的故事钥 不妨让我们一
同聆听两人各自讲述要要要

出游费用被“报销”
来自厦门的幸运儿姓杨袁野90

后冶遥 他购买公益体彩的时间不
长袁也就一两年袁之前最高只中过
10元袁上百元的奖对他来说都是
可遇不可求遥即便如此袁他依然坚
持购彩袁因为他觉得袁买彩票总能
给他带来希望与乐趣遥

说起这次幸运偶遇二等奖袁
小杨表示出乎意料遥购彩当天袁小
杨正在准备国庆节出游袁 路过厦
门 96204站时袁心想国庆出去玩袁
哪还有心思买彩票袁 如果在出去
前买了一些彩票袁 说不定还能中
个千元奖袁 出游的费用就能 野报
销冶了遥

于是袁小杨走进站点袁机选了
5注大乐透以及 31选 7和 36选
7彩票袁花费了 30元遥 由于手上
当时刚好有 30元零钱袁他便没让

销售员对大乐透彩票进行追加遥
当晚袁 当他把出游的东西全部准
备妥当后袁 时间已是晚上 10 点
多遥 这时袁他突然想起当天买的 3
张彩票袁 立刻用手机上福建体彩
网查询开奖号码遥 当他看到大乐
透的开奖号码时袁一下子愣住了袁
因为第四注与当期开奖号码仅差
一个号袁 而且差在后区袁 这意味
着袁他中了二等奖遥

小杨拿着大乐透彩票袁 在嘴
边一亲袁 喜笑颜开地自语道院野还
真被我言中了袁这次出游的费用袁
体彩中心给耶报销爷了遥 冶

二等奖险些被弃
来自宁德 40115站的中奖者

姓黄袁也是野90后冶遥 小黄说袁9月
30日他刚好回到老家袁经过老家

的体彩站点时袁 顺手机选了 5注
大乐透彩票袁 然后就把彩票塞在
钱包里遥回到宁德市区后袁他整天
忙于工作袁 把在老家买的那张彩
票给忘了遥

这样一直持续到去年 11 月
14日遥

那天袁小黄刚好
不忙袁 准备下班时袁
翻开钱包看了看袁发
现还有一张彩票袁便
上网查看了一下开

奖号码遥 没想到袁喜
从天降袁最后一注号
码居然中了 5垣1袁也
就是二等奖遥

之后袁小黄又在
福建体彩网上看到

报道这注二等奖的新闻袁 原来这
注二等奖距开奖日已经过了 40
多天袁 还有十几天就要到兑奖的
截止日期遥 心有余悸地小黄暗自
庆幸袁最终发现了这张中奖彩票袁
否则极有可能成为弃奖遥

（金嵌）

体彩大乐透第 17114期两张二等奖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