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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1462万原来是这样中的

四个二等奖 四个小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开袁 无心插柳
柳成荫遥购买公益体彩 20余年的
陈先生对这话的理解更透彻遥 1
月 1日袁他机选了一张 5注 15元
追加单式票袁 居然与体彩大乐透
幸运女神擦出火花 袁 喜揽第
18001期 1462万元一等奖袁 不仅
在新年首日秒变千万富翁袁 还给
2018年赢得好彩头遥 中奖旺站是
漳州市芗城区金峰北路 12 号店
渊佳龙电子旁冤30192站遥

自选号码曾中头奖
陈先生虽然没到福建省体

彩中心领过 20万元以上的超值
奖袁 但中过体彩特等奖袁 那是
2001 年袁他凭借自选号码袁中得
31选 7特等奖袁收获 12万余元遥

那笔奖金现在看起来不算多袁但
在 2001年已经不少遥 此外袁成百
上千元的奖金袁 他也中过很多遥
平时袁陈先生除购买大乐透彩票
外袁还买 31选 7尧36选 7遥早些时
候袁 他都是通过走势图选号袁可
如今他的心态更为淡定袁以机选
投注为主遥 中过 12万元超值奖
后袁 他觉得购彩的心态要正袁因
为中奖可遇不可求袁大奖更是如
此遥
收获千万后知后觉
虽然陈先生新年首日便中得

1462 万元巨奖袁 但他却后知后
觉袁 开奖两天后袁 也就是 1月 3
日袁当他又一次去站点购彩时袁才
发现其中一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

码完全吻合遥他说院野以往袁我都是
把彩票交给销售员直接刷袁 看有
没有中奖袁一目了然遥可那天不知
怎么了袁我拿着彩票袁在站点的走
势图前袁亲自核对是否中奖遥 冶在
福建省体彩中心袁 陈先生喜不自
禁地说袁野是不是心有灵犀袁 怕自
己中了大奖被身旁人知道袁 才没
有去刷一下彩票遥 冶当然袁他一到
站点袁就被告之袁这家站点在新年
第一天就中了大乐透 1462 万元
一等奖遥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袁这个
新年千万巨奖居然是他自己中
的遥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得知中得体彩大乐透 1462

万元巨奖后袁陈先生乐开了花袁他

激动地说院野当时很紧张袁 主要是
担心被旁人知道遥 冶不过袁在离开
站点后袁 他第一时间给妻子打了
电话遥当妻子得知丈夫中巨奖后袁
从没买过彩票的她感觉很迷惘袁
因为他不觉得陈先生会有如此好
运袁跟他过了大半辈子袁都没看到
他拥有中千万元的好运遥

在陈先生到福建省体彩中心
办理领奖手续时袁妻子一路陪同袁
生怕被人骗遥不过袁陈先生倒很达
观袁他说体彩是国家彩票袁是公益
彩票袁怎么也不会糊弄老百姓遥当
陈先生的银行卡在瞬间暴涨到 8
位数时袁他妻子喜上眉梢袁说院野原
来都是真的浴 冶

（金嵌）

大乐透第 18001 期一等奖中
奖彩票

1 月 15 日晚开奖的体彩大
乐透第 18007期袁 福建四位彩友
鸿运当头袁 各拿走一注 26.31万
元二等奖袁 其中两位彩友进行了
追加投注袁 各自多拿 15.78万元
追加奖袁令二等奖总奖金达到 42
万余元遥 这两注追加二等奖分别
由莆田市城厢区月塘街 360 号
60196站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潭城
镇中埔三建一处店面 21014站中
得遥 另两注二等奖分别由福州市
台江区国货西路 282号一层店面
20287站和泉州晋江罗山街道泉
安中路 71号渊绿纯大厦旁冤12851
站中得遥

守号三载终获青睐
晋江的李先生购买公益体

彩已有 15年袁 平时除了买大乐
透袁 还买 31 选 7 和 36 选 7袁之
前最高中过 3000 多元超值奖袁
而上万元的奖项一直没有中过遥
虽然如此袁但李先生十多年来仍
对体彩不离不弃袁凭借一颗平常
心袁在彩市中充当着一名为社会
公益事业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遥
这次袁 他中奖的是一张 5 注 10
元单式票袁这张彩票的上号码是
很早以前机选出来的袁到中奖这
期袁差不多已经守号 3年多遥 李
先生开心地说院野这次开奖当晚
我并不知情袁是第二天又去买彩
票时袁被刷出大奖来袁当时就想
着这回总算被幸运女神给相中
了浴 冶

追加机选赢得厚爱
1994 年出生的小池虽然购

买公益体彩才一年多袁 可他的好
运却达到了顶点袁1月 15 日下午
5点多袁他路过莆田 60196站时袁
顺路拐了进去袁机选了 50注单式
票袁并进行了追加遥 他说袁他买大
乐透一般都会进行追加投注袁因
为他觉得追加投注相当给中奖者
一个冲击更高奖金含金量的机

会袁所以要把握好遥 在选号上袁他
一般采用机选方式进行投注袁因
为他觉得买彩票中奖靠的是运
气袁 因此用机选撞大运方能彰显
购彩的真谛遥 之前袁 他只中过小
奖袁 就连上百元的奖级都没能品
尝过遥 不过袁他并没有灰心袁毕竟
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想得到幸运女
神的眷顾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遥
不过袁这回能幸运偶遇 42万元超
值二等奖袁这对小池来说袁已经是
幸运女神的厚爱了遥

未留意“误”删一等奖
平潭的阮先生是幸运者中的

幸运者袁 因为他曾在去年 11 月
14 日晚袁 中得体彩 31 选 7 第
17311期 185万元大奖遥 没有想
到的是袁 这注体彩百万大奖居然
给了阮先生赴福建省中心领取大
奖的又一把金钥匙遥两个月后袁阮
先生轻车熟路地迈进福建省体彩
中心袁 这次他领取的是体彩大乐
透第 18007期二等奖袁 中奖的是

一张 10垣2 追加复式票遥
这张复式票除了中得二
等奖外袁 还兼中一串小
奖袁奖金总计 43.05万元遥
对于这张复式票袁阮先生
有些失落袁因为他本来选
的是 10垣3袁 可不知怎么
了袁 把写好的后区 11给
删了袁这一删直接把一等
奖从身边删走了遥

耄耋老翁眼光独到
福州的余大爷虽已

耄耋袁但身体健康尧硬朗袁
天天坚持散步到体彩投

注站购彩遥 1 月 15 日上
午袁 他走进国货路 20287
站遥 平时袁余大爷到体彩
站点都要坐上好半天袁可
那天他没有多逗留袁而是
将前一期刚换的 5 注大
乐透号码照打了一遍袁 结果幸运
中得一注二等奖袁收获奖金 26.31
万元遥

别看余大爷八十多岁袁 可他
耳聪目明袁 十几年前学会买公益
体彩后一直坚持至今遥 看着许多
彩友改玩体彩大乐透袁 余大爷也
学着玩起来遥 由于自己有大把的
闲暇时光袁 余大爷期期研究号码
走势袁虽然之前最高仅中过百元袁
可他乐此不疲遥 因为去体彩站点
既锻炼了腿脚袁 又在选号时锻炼
了大脑袁一举两得遥

中奖第二日袁 余大爷如期关
注报纸上的开奖信息袁 拿出彩票
核对后袁 发现手中的彩票有一注
号码中了 5垣1遥他怕自己弄错袁于
是叫上家人陪同前往购彩的站点

一问究竟遥 当得知站点确实中出
一注 20多万元的二等奖时袁余大
爷开心极了遥 他说院野一把年纪买
彩票就是为打发时间的袁 没想过
能中什么大奖遥 突然知道中了 20
多万袁非常高兴袁只要我还能走得
动袁就坚持买袁权当锻炼身体遥 冶

（金嵌 陈珍）

浦城举办“体彩杯”闽浙赣户外趣味定向越野邀请赛

大乐透第 18007期四张二等奖中奖彩票

1月 21日袁南平市浦城县第二
届野体彩杯冶闽浙赣户外趣味定向越
野邀请赛暨忠信精品旅游线路推广

活动袁在风光秀美尧景色怡人的浦城
忠信镇滨江公园拉开帷幕遥 活动为
推动全民健身的开展和持续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袁 充分体现了
野公益体彩袁乐善人生冶的国家公益
彩票的鲜明形象遥
忠信镇有关领导介绍袁 闽浙赣

户外趣味定向越野邀请赛暨忠信精
品旅游线路推广活动袁 大大提升浦
城忠信镇的形象袁 提倡当地广大群
众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袁 有力
推动浦城县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
推广野美丽乡村冶品牌宣传袁广泛宣
传了村旅游尧观光农业尧特色资源袁
倡导新型生态旅游模式遥

本次活动项目有团体趣味定向
越野尧趣味拔河尧烟花表演尧颁奖晚

会等袁吸引了来自福建尧浙江尧江西
的户外运动俱乐部尧自驾团体尧各旅
行社尧 摄影组织以及户外运动爱好
者近 150位参与遥据了解袁许多参与
者还是体彩大乐透的野粉丝冶袁他们
为体彩公益事业奉献过绵薄之力遥
趣味定向越野比赛更是为参赛者提
供了一次亲近自然尧 感受自然的绝
佳机会袁 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
生活遥 （王敬沂） 定向越野邀请赛开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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