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金海燕报道 2
月 10 日袁 体彩大乐透第 18018
期前区开出号码 06尧08尧13尧24尧
28袁后区开出号码 06尧12遥 本期
全国一等奖空开遥 二等奖中出
63 注袁每注奖金为 17.69 万元曰
其中 14 注采用追加投注袁 每注
多得奖金 10.61 万元遥 追加后袁
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28.30 万
元遥 三等奖中出 650 注袁每注奖

金为 6112 元曰 其中 256 注采用
追加投注袁 每注多得奖金 3667
元遥 追加后袁三等奖单个总奖金
为 9779 元遥

奖号方面袁前区 06尧08尧13尧
24尧28 的分布较为零散袁开出了
除 3 号段上以外的号码遥 最小
号码开出 06袁 该号之前曾有 19
期没有露面袁 稍冷曰0 号段上开
还出 08曰1 号段上开出 13袁该号

为隔期开出号码袁 且于最近 4
期之内中出 3 次袁 大热曰2 号段
上开出 24尧28曰24 于最近 9 期
之内中出了 5 次袁较热曰最大号
码开出 28曰3 号段上号码集体
野隐身冶遥

后区开出 06尧12一小一大两
个偶数号码遥 12 为隔期开出号
码遥最近 5期袁后区奖号的大小号
码数量比为 6比 4袁大号略占优遥

冷号方面袁截至目前袁前区
的 11 已有 25 期没有现身 袁较
冷遥 此外袁前区的 05 已有 20 期
没有露面遥

本期开奖结束后袁48.24亿元
滚存至 2 月 12 日渊周一冤开奖的
第 18019期袁 这一水位较上期上
涨了约 5300万元袁为史上首次突
破 48亿元大关袁再创新高遥

2月份以来袁 体彩大乐透千

万元头奖不断袁 第 18015 期至
18017期袁 连续三期中出 8注头
奖袁其中 7注为 1000万元及以上
大奖遥 本期是该玩法 2月份以来
首次出现头奖空开的现象遥

春节休市将至袁 体彩大乐透
节前仅剩 2 期开奖遥 野2 元可中
1000万袁3元可中 1600万冶袁在超
高水位奖池的野保驾护航冶之下袁
届时头奖值得期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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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奖空开

体彩大乐透奖池 48.24亿创新高

老站点喜迎 36选 7特等奖 500万
1月 23日晚袁体彩老牌游戏

36 选 7 在第 18010 期奉献一注
500万元特等奖袁 落入漳州市芗
城区腾飞路 31144体彩站点遥 该
站业主老陈激动地说院野之前总看
到其他站点中体彩百万尧500 万
甚至千万巨奖袁 如今也轮到我的
站点上榜了袁 总算没辜负彩友对
站点的厚爱遥 冶

念旧之人不离不弃
说起经营体彩的历史袁老陈如

数家珍遥 2001年 4月 10日袁在一
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袁漳州市芗城区
腾飞路 31144体彩站点开业遥 当
时袁 体彩的玩法不像现在这么丰
富袁站点也没有如今装修得这么漂
亮袁 门口的街道也没有这么宽敞遥
从 17 年前选择在
此地经营体彩至
今袁 业主从没换过
经营地点袁 老陈说
自己是个念旧的
人袁 而且体彩的性
质同一般商店相比
有一定特殊性袁他
觉得作为一名资深
的体彩业主袁 有义
务做出体彩品牌的
口碑和诚信袁 他想
让彩友都知道腾飞
路上有一家风雨无

阻天天开门迎接广大彩友的体彩
站点袁 由于开店时间久袁31144站
在漳州体彩圈里也小有名气遥 17
年前袁腾飞路还是一条泥泞点杂乱
的小道袁它甚至算不上市区的繁荣
地段袁而今袁街道已经变得非常宽
敞袁老陈的体彩站点也算见证了漳
州的发展遥
天道酬勤终获回报
17年来袁老陈始终一人经营

体彩站点袁 每天七八点他就已到
站点袁晚上 11点多才收拾站点打
烊遥 后来袁新增竞彩玩法后袁在世
界杯期间袁 老陈有时经常要熬夜
打票遥尽管每天的营业时间较长袁
但由于老陈热衷体彩事业袁 他并
不觉得枯燥遥 因为每天可以同彩

友讨论彩票尧聊聊家常袁他反倒觉
得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遥不过袁十
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依旧难能可

贵袁老陈几乎每天都坚守岗位袁除
非出现特殊情况袁 他用实际行动
告诉广大彩友袁31144站随时欢迎
你们的到来遥

风风雨雨 17年袁站点出过不
少大大小小的奖袁但此次 36选 7
第 10 期的 500 万特等奖刷新了
站点的中奖纪录遥更为难得的袁这
是 2018年福建首注 36选 7特等
奖袁 这对福建彩友和中奖站点来
说袁意义特殊遥 老陈表示袁他会继
续努力服务广大彩友袁 让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体彩大家庭遥

（李小勋）

旺站立拱门喜迎大奖降临 打出大奖彩票的销售员

古稀老伯散步不忘支持公益

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保尾
路 691 弄 15 号店面 60289 站点
的中奖者程先生说袁 这是他玩传
统足彩近年来第一次中得 50万
元以上的 14场胜负彩一等奖袁因
事先没有心理准备袁 中奖出乎意
料遥 当期程先生还收获任选 9场
千元奖遥

程先生从小爱好足球袁 一有
空就关注足球赛事袁 对欧洲五大
联赛的球队比较熟悉袁 还时常与
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观看球

赛发表评论遥渐渐地袁身边的朋友
开始接触足球彩票袁 时常中得千
元奖袁可这并没能打动他袁他还笑
道院野这怎么可能会中奖钥 冶

耳濡目染下袁 程先生终于按
捺不住购买冲动袁 开始前往体彩
站点遥 当他看到有自己较了解的

球队比赛时便尝试购买袁 特别是
在任选 9场中袁经常命中红单遥

新年过后袁他在家休息袁有时
间关注比赛袁 而且第 18002期是
西甲和意甲的比赛袁他较熟的 AC
米兰尧巴萨尧尤文尧皇马等均在其
中袁趁此机会袁他准备大显身手遥
首先袁 第一场 AC米兰对阵克罗
托内就让他毫无悬念地选择 3袁
其余 5个胆他也都选得非常顺袁
为控制资金投入袁 剩下场次程先
生则通过两队近期战绩袁 以往交
战记录尧 球队是否处于多线作战
等情况采取双选投注遥
在得知自己的彩票中得

50.98万元奖金后袁程先生顿生惊
喜遥他解释说袁最后一场塞尔塔对
阵皇马袁 他在下单时原本是下了
3尧0袁后来参考了一些数据袁发现

皇马可能无心恋战袁 最后时刻改
成 1尧0袁这才有了此次的大丰收遥
他开心地地说院野我不仅相信买足
球彩票能中奖袁 而且还能中大
奖遥 冶

（陈珍）

14场胜负彩一等奖中奖彩票

过上一个美美的春节
1月 15日晚袁体彩大乐透第

18007 期开奖号码为院 前区 03尧
04尧28尧31尧34袁后区 04 11遥莆田市
荔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 60397站
点彩友陈先生凭借一组 5倍机选
单式票幸运中得当期三等奖 5
注袁收获奖金 3.33万元遥

据了解袁 陈先生是位外来务
工者袁也是大乐透的忠实野粉丝冶袁
每逢开奖日袁 不论多忙都会抽空
到 60397站买上几注袁 但投入金
额一般不大袁 通常机选 5 到 15
注袁花费 10到 30元不等遥 此前袁
陈先生小奖常中袁 但中万元奖金
还是头一回遥

1月 15日中午袁陈先生来到
站点袁与销售员聊起大乐透遥销售
员告诉他袁去年 11月 25日袁莆田

仙游 60420 站点中出 6550 万元
巨奖袁来自一张一组 10倍单式倍
投票袁并问他要不要也效仿人家袁
来一组多倍投注遥闻听此言袁陈先
生立刻机选了一组 5倍单式票遥
都说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袁 当晚
开奖后袁 陈先生的彩票前区命中
4个号码袁后区 2个袁收获三等奖
5 注袁 单注奖金 6669 元袁 合计
3.33万元遥

谈及中奖心情袁 陈先生感慨
万千袁野虽然前区仅差一个号码与
一等奖擦肩而过袁 但我能随机中
得三等奖袁而且一中就是 5倍袁也
很知足了袁 这笔奖金足以让我回
家过上一个美美的春节遥 我还会
关注体彩大乐透袁 争取下次中个
千万头奖遥 冶 （郑素珍）

龙岩古稀年纪的王老伯袁因
散步偶然路过新罗区九一南路体
训宾馆楼下的 70128 体彩投注
站袁只是举手之劳袁支持了一下公
益事业袁却意外中得体彩 31选 7
奖金 8300元遥

王老伯退休多年袁 一直保持
着健身习惯袁 平时与同龄人在小
区或公园的健身路径锻炼遥 不经
意间袁 他得知每天锻炼的健身路
径来自公益体彩的捐赠袁 心里便
萌发出对公益体彩的感激遥 2016
年袁 当他从更多渠道知道公益体
彩反哺民众的方方面面后袁 更是
被激起满腔热情遥 他希望自己能
为公益尽一份力量袁献一片爱心袁
选择了购买体育彩票这种方式遥
王老伯购彩无固定投注站袁 游戏
选择上也是多样化袁 体彩所有子

玩法都购买过袁选号为机选袁购彩
金额多少也随心遥

1月 17日袁王老伯与同伴散
步闲聊袁 正好路过龙岩市新罗区
70128体彩投注站遥 由于首次来
到这个地方袁 王老伯毫不犹豫地
进店购彩遥 当天袁他选定 31选 7
复式玩法袁考虑了一番袁以 11个
号机选了一组复式号码遥 原本只
是献一片爱心的举措袁 却让老伯
有了意想不到的惊喜遥 这 31选 7
次购彩让他收获 8300多元奖金遥
首次有了这样的回报袁 王老伯相
当激动遥 他说院野体彩公益金来之
于民袁用之于民袁给予了需要帮助
的民众袁这是一种大爱的轮转遥如
今自己喜中奖金袁 想必也是心善
的回报遥 冶

（郭艳）

投注足彩的冲动渐渐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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