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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完亲，媒人问她：“你觉
得小宁怎么样？ ”她说：“好高
呀。”媒人心里一紧。小宁身高
1.85 米，因为身高，吓跑了不
少姑娘。“高个子好，天塌下来
他顶着。”她抿嘴笑。媒人心中
一乐，赶紧去小宁家报喜讯。

很快， 他们就举行了婚
礼，婚礼结束，她将娘家陪嫁
来的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
个小木箱， 对小宁说：“以后，
咱家的钱就放在这里吧。 ”小
宁将礼金放进去， 她锁上，将
钥匙放在小宁手心， 说：“以
后，咱家的账归你管，吃喝拉
撒也归你管。 ”

小宁奇怪地问：“为什么
我管？ ”她嘻嘻一笑说：“因为
你个高，天塌下来也能顶着。”
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
爱的女儿。 一家人幸福美满。
她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从来
不乱花钱，但也从来不操心家
中的经济。

每个月发工资，小宁都会
将小箱子打开， 放一些钱进
去。 对她说：“这是你的养老
钱。”她便幸福地笑了。每个月
他还会买 5 注同号彩票，期待
能中大奖，给她更好的生活。

她以前是代课老师，生孩
子后便没有上班了，没有五险
一金，将来也没有退休金。 小
宁计划着每月给她存一些钱，
日积月累，等她老了，即使自
己有个万一， 走在她前面，她
的生活也会有个保障。

（熊燕）

广东: 体彩公益助力乡
村发展

2015 年起， 广东体彩连续四
年开展“情系山区 送书助学”专
项公益活动，帮助 18 所山区学校
建立起了“爱心图书室”，平均每
所学校资助 3500 册新图书及 4
个书架，解决了 7000 多名山区儿
童“图书少、读书难”的问题。

2016 年起， 广东体彩连续三
年举办“快乐操场 +”公益主题活
动， 活动覆盖全省 11 市 50 所山
区学校，捐赠体育器材、组织体育
支教、举办冠军课堂等公益善举，
帮助山区少年儿童养成“爱运动，
强体魄”的良好习惯。 较好地促进
了广东省落后地区中小学教育、
体育事业发展。

深圳：主题广泛彰显责
任体彩

近年来， 深圳市体彩中心每
年至少举办两项大型公益活动，
引导市民积极参与， 切身体会体
彩公益，感受责任彩票内涵。

2017 年， 深圳体彩还举行了
“循环阅读 爱心回炉 2017 深圳
体彩环保公益行动”，活动在人流

密集的地铁站内进行， 由专人引
导地铁乘客对免费领取的报纸进
行定点回收，以呼吁市民对报纸、
书刊等纸质读物进行二次回收，
实现循环阅读，传达“每回收 200
份报纸，就能拯救一棵小树”的环
保理念，共有 3000 余人领取了体
彩制作的“环保公约卡”。

佛山：公益体育培训强
少年

6 月 1 日 -2 日，“爱心童行，
共筑未来” 第六届慈善儿童欢乐
节在禅城区岭南明珠体育馆举
办， 佛山体彩在现场向父母们开
展“体彩顶刮呱义卖活动”，父母
们通过爱心购彩， 用行动向孩子
从小灌输爱与慈善的概念， 让孩
子从小在快乐中奉献爱心。 至慈
善儿童欢乐节结束，“体彩顶刮呱
义卖活动”共销售 5000 元，佛山
体彩将销售款 5000 元全部捐赠
给禅城区慈善会“大爱童心医疗
救助金”，用于救助因重大疾病陷
入困境的儿童。

汕头：无偿“共享雨伞”
帮市民解忧

在广东， 尤其在汕头这样的

沿海城市，天气瞬息万变，即便不
少细心的市民在雨季出门会常备
雨具， 但雨伞存放和丢失也是绕
不开的烦恼。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汕
头市体彩中心自 2018 年 6 月开
始，发起了“共享雨伞”公益项目，
汕头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
无偿免租金借还雨伞。

江门：希望家园关爱少
年儿童

江门市体彩中心于 2016 年

开始，联合共青团江门市委员会，
共同举办“中国体育彩票希望家
园”活动，通过团省委“广东红领
巾基金”项目平台，出资资助“中
国体育彩票希望家园”项目建设，
为的是帮助社会上的留守儿童、
外来工子女、 农民工子女等弱势
群体， 为孩子们建立集“心理疏
导、情感交流、学习帮助、文体活
动”等四大功能于一体的“希望家
园”，提供心理、学习、活动等方面
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尽
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中山：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月 22 日上午,“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清洁郊野环保公益行
活动在中山市紫马岭公园举行，
近 300 名热心市民不畏酷暑，践
行公益，在边捡垃圾，边体验环保
游戏的过程中度过了一段有意义
的周末时光。 本次活动由中山市
体彩中心特约赞助举办， 活动旨
在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通过捡拾垃圾的形式唤
起更多市民注意文明出行， 让人
们走进大自然， 享受漫步郊野的
乐趣。

一张彩票凝聚爱心与责任
体彩公益之花盛开南粤大地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通讯员 谢明明

8 月 6 日，第 19211 期排列
5 开奖，中奖号码为“59006”，当
期，全国共中出 38 注一等奖，其
中 7 注落在阳江市， 为一人独
中，落在位于市区三环路大润发
商场二楼广场的体彩销售亭。

开奖第二天上午，中奖者就
来到阳江市体彩中心领奖。 中奖
者是一个买彩多年的资深购彩

者。他说，购彩那天，他根据往常
的看盘选号经验，觉得上一期开
出的“77360”号码中的“60”有
可能重新开出， 而且位置会调
换。 于是最后选定了“59006”的
号码组合， 花 14 元进行了 7 倍
投注， 最终中得 7 注一等奖，收
获 70 万元的总奖金。

（安颖）

阳江购彩者喜中
排列 5 玩法 70 万元大奖

体育彩票全国
统一发行 25 年来，
截至 2019 年 7 月，
广东累计销量超过
1735 亿元， 筹集公
益金超 448 亿元，极
大促进了国家公益
事业和广东体育事
业发展。

广东体彩的公
益贡献并不止于彩
票公益金， 多年来，
广东省体彩中心和
各市体彩中心还充
分利用有限的发行
费资源，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专项公益行
动，惠及教育、环保、
民生等多个领域。 一
张体育彩票，凝聚起
社会的爱心与责任；
每注善举，温暖一片
人心。

8月20日上午， 广州市体育
彩票中心为位于海珠区工业大
道的4401001836网点举办了庆
祝活动 ， 因这一站点中出第
19087期体彩大乐透一等奖1注
及其他奖项多注，单票奖金共计
1056万元。

据悉 ，幸运儿以“10+3”复
式投注， 以1512元中得当期大
奖。 他自称虽然接触彩票已很
多年， 但重点关注大乐透则是
年初修改游戏规则之后才开始
的， 没想到买一个多月就撞上
了大运。 这个幸运儿表示，即使
中了大奖，自己依然会继续买体
彩大乐透 ：“我觉得我还会中
的，因为我平时乐善好施，看到
路上的乞丐也会给他们十块八
块的。买彩票我也是图个开心和
做善事 ， 所以我应该还能中

的。 ”他还表示，下次再中大奖，
会继续跟彩友分享自己的心得
体会。 有意思的是，报道一出，
不少网友和读者都表示：“别分
享心得体会了， 你能把下次中
奖的机会分享给我吗？ ”

中奖人还说，得知自己中得
大奖时心情相当激动，当晚辗转
反侧， 直到凌晨3∶00困得不行
才朦胧睡去。

在 20 日 的 庆 祝 活 动 中 ，
4401001836体彩网点获“幸运销
售网点”称号，其业主得到10000
元的奖励金，销售员也获得2000
元的奖励金。

据统计， 进入2019年以来，
体育彩票不断回馈广州购彩人，
这已经是广州今年第13个500万
元以上大奖（按单票中奖金额计
算）。 （安颖 李琪）

中出大乐透 1056 万大奖
穗海珠区体彩网点获奖励

大乐透： 前区： 大号热
出， 大小比关注 3：2 防 4：
1。 和值上升，关注 95—125 之间。 奇数强势，
关注奇偶比 3：2 防 4：1。 012 路关注：2：1：2。
连号淡出，关注散号。 后区首防双小、双偶组
合，次防双大、双奇组合。

七 星 彩 ：130—523—486—679—054—
246—928。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893、250、476。
排列 5： 精选号码三注：54014、32657、

23184。 （安颖）

大号热出 奇数强势
———析体彩玩法走势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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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