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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金凤凰”飞临天福村

倾情 31选 7任五获奖 2.4万

广告

福州仓山螺洲天福村是个家

喻户晓的村庄袁村里有多家工厂袁
其中鞋类加工厂最多遥 在天福村
35号袁有一家店面看起来并不起
眼袁但乡亲们业余时间都爱光顾袁
那就是福州 20596 体彩投注站遥
这是一家与乡亲们相伴八年的公
益体彩站点袁 它不仅为大家提供
了实现梦想的平台袁 还给搭建了
一座为社会公益事业奉献爱心的

舞台遥经过八年相互扶持袁这家站
点终于飞出令乡亲们啧啧称奇的
野金凤凰冶要要要体彩大乐透 565万
元大奖袁 时间是 2017年 10月 25
日遥
“金凤凰”飞临天福村
去年 10月 25日袁 对福州仓

山螺洲镇天福村来说是个平凡的
日子袁 但体彩大乐透却让它变得
与众不同遥 当晚开奖的第 17125
期一下 野井喷冶16注 565万元一
等奖袁福建彩友表现出色袁擒得其
中一注遥 这注一等奖刚好降临福
州仓山螺洲镇天福村 35号 20596
体彩站点遥 这家站点因为大乐透
这只野金凤凰冶的飞临变得蓬荜生

辉袁 耀眼的光芒立即把静谧的天
福村衬托得格外迷人袁 仿佛体彩
大乐透注定是为天福村的乡亲而
量身定制遥 虽然当时已是晚上 9
时多袁 可这只突然造访的 野金凤
凰冶却让天福村沸腾了遥体彩站点
喜揽大乐透 565万元一等奖的喜
讯迅速传遍全村噎噎

八年守候终获回报
这家公益体彩站点已然成为

乡亲们业余生活的聚集地袁 八年
间袁 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在谈论体
彩袁未承想袁他们的努力感动了幸
运女神袁 把一注 565万元大乐透
一等奖洒下遥 该站业主老林夫妇
说袁去年 10月 26日早上袁天气似
乎也感受到大奖的降临袁 许久不
见的太阳露出了脸袁 明媚的阳光
让老林夫妇的心情格外舒畅遥 殊
不知袁 这是对夫妇俩人八年来守
候站点上演大奖降临的感知遥

果不其然袁 当看到终端机的
广播信息里赫然出现 20596站的
信息时袁夫妻俩都愣了袁他们怎么
也不敢相信袁 站点突然被大奖围
绕遥 于是袁 他们马上去制作了横

幅袁 并把中 565万元大奖的好消
息告诉村里人遥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平静的天
福村沸腾遥 附近的父老乡亲知道
后袁纷纷到站点一探究竟袁捧场沾
沾喜气遥 从挂起中奖横幅的那天
起袁站点的中奖彩票接连不断遥不
少乡亲激动地说院野想不到咱村也
能中体彩 565万大奖遥 看来体彩
大奖确实真实可靠袁 只要坚持购
买袁 指不定哪天大奖就轮到我头

上了遥 冶 老林夫妇说院野565万大
奖袁对天福村来说袁是一个可载入
史册的大奖袁 因为这个大奖是天
福村第一大奖遥 冶

下个大奖正在凝聚
565万元大奖降临袁 对站点

而言是全新的开始袁 对乡亲来说
是另一个大奖的起点遥 前来沾喜
气的乡亲们总问院野565万元大奖
彩票是谁打出来的钥 冶面对这个问
题袁 老林夫妇总谦虚地说出自对

方手遥
和气生财袁夫妻间相互尊重袁

不失为一种美德袁 正是因为有了
这种美德袁 才能为乡亲求来如此
之大的鸿运遥 当然袁 对于彩友来
说袁 这张大奖彩票是谁打出来的
都没关系袁 因为夫妇俩已经把这
家站点经营成了一家旺站袁 也许
下一个大奖正在天福村上空凝聚
噎噎

（金嵌 陈振熊）

悬条幅喜迎大乐透一等奖降临 打出大乐透一等奖的销售员

1月 8 日晚袁 屏南县东环北
路 278号 40815体彩站点彩友张
先生中得 3 倍 31 选 7 附加任选
五袁奖金 2.4万元遥

据了解袁 张先生是去年 7月
开始接触 31选 7附加玩法的遥他
说袁一直以来袁他喜欢体彩大乐透
和高频玩法袁一个奖金高袁一个开
奖快遥随着体彩 31选 7推出全新

的购买方式要要要套餐投注后袁他
渐渐迷上这种玩法遥 这种玩法每
天一期袁开奖快袁投入适中袁游戏
选项多袁容易中奖袁奖金也较高遥
于是袁 张先生凭着多年来对大乐
透和高频游戏经验袁 开始尝试购
买 31选 7附加玩法遥 开始时袁各
种玩法他都购买袁 经常能中几百
元遥但后来袁他选择了非常实惠的

任五玩法袁1 月 8 日袁 他凭着感
觉袁选了 5个号码进行 3倍投注袁
惊喜随之到来遥

张先生说袁这次中大奖给了
他更多的信心袁他会继续支持体
育彩票事业袁继续购买袁为社会
献一点爱心袁 也为自己赢得希
望遥

（陆海清）

倍投 11选 5命中 5.7万
1月 19日袁泉州市丰泽区福

田路淮口花苑的 12552 体彩站
点一彩友一期收获 11选 5奖金
5.7万元遥

据了解袁中奖者平日喜欢购
买 11选 5袁偏爱研究冷号尧遗漏
等选择投注号码袁然后倍投遥 这
次就是研究完往期开奖号码袁选
择以 02尧03尧66 为投注号码袁购
买了 3000倍的任选三袁 最终中
奖 5.7万元遥

在 11 选 5 的号码选择上袁

有的彩友喜欢选择在一段时间

内开出频率较高的热号袁有的彩
友喜欢选择在一段时间内开出
频率较低的冷号遥 热号适合喜欢
中奖体验的彩友投注袁因为它在
一段时间内开出的频率较高袁可
在选号过程中重点关注遥 冷号适
合技术型彩友投注袁通过研究往
期开奖号码的顺序尧排列方式的
遗漏来选择投注号码袁经常能遇
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遥

（曹培森）感受公益体彩的温度
说起彩票袁 很多人首先会联

想到野中奖冶遥其实袁彩票最核心的
属性是公益袁 这从彩票的定义就
能看出遥彩票袁是指国家为筹集社
会公益基金袁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而特许发行尧依法销售袁自然

人自愿购买袁 并按照特定规则获
得中奖机会的凭证遥

彩票的公益属性不仅表现在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方面袁 我们每
个彩票参与者都应该是公益的践
行者遥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金山

明珠小区 401 座的 20552 站点袁
有一位热心销售员老林遥 老林夫
妻二人经营这家体彩站点已有五
年袁 进店的每位彩友都是老林的
朋友袁一起探讨选号技巧袁一起为
之前的开奖结果惋惜袁 甚至谁家
有喜事袁 哪位彩友遇到了不顺心
的事袁老林都了然于心遥

小王是 20552 站点的常客袁
他在附近的一个工地上班袁 买彩
票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遥 有段时
间袁 老林发现小王很久都没来站
点袁经打听得知袁小王上班时袁双
脚不幸被砸伤遥 老林立即到医院
探望袁买了水果并送去慰问金遥后
来袁小王出院后回了老家袁并在第
一时间给老林打电话表示感谢遥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袁 老林
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院野做体彩这
行袁既是做公益袁也是做人遥 希望
每个进店的彩友都能感受体彩的
温暖冶遥

（叶晓明） 漫画 /王青销售员老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