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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 19114 期前区开
出号码“03、05、07、20、23”，后
区开出号码“04、11”。 当期是新
规则上市后的第 96 期开奖，以
2.93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 1.05 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3 注头奖，
全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
金 1000 万元，3 注头奖分落河
北、河南和湖南。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邯郸，中
奖彩票为一张 336 元“8+3”复式
投注票， 在中得 1 注一等奖之
余，还拿下 2 注二等奖和多注其
它奖项，单票擒奖 1148 万元。

河南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鹤壁，中奖彩票是
一张“前区 1 胆 11 拖 + 后区 2
拖”的胆拖复式票，投注额 660

元，单票擒奖 1011 万元。
湖南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怀化，中奖彩票是
一张 2 元单式投注票，票面仅有
1 注号码。

稍微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采
用追加投注，来自河北、河南、湖
南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均没
能多拿 80%奖金 ， 齐齐无缘
1800 万元的追加投注头奖。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以
“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的健身健美项目展示系列活
动分别近期在揭阳楼、 东风广场、青
年广场举行，此次活动在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助力支持下圆满落幕。

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主要以健
身、健美、舞蹈、文艺表演等形式为
一体，为群众带来了一道道丰盛的
文化大餐，让人们感受力量与美的

完美整合，认识到健身健美是一项
具有形体之美、运动之美、赏心悦
目的全民健身运动项目。 在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有利于
拓展健身群众的规模，将全民健身
促健康的生活模式持续推广下去。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
责任彩票，以“负责任、可信赖、健
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为
目标， 致力于支持体育事业和各

项社会公益事业， 已经成为惠及
全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 体
育彩票公益金不仅用于支持全民
健身和奥运争光， 还用于补充社
保资金、 教育助学、 城乡医疗救
助、扶贫、残疾人救助等社会民生
的各个方面。 旨在弘扬“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践行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
旨。 （安颖 陈钰榕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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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前区：大号强势，
大小比关注 3：2 防 4：1。 和值
上升，关注 95—125 之间。 奇
数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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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奇组合，次防双大、双

偶组合。
七 星 彩 ：539—621—

303—114—277—698—730。
排列 3： 精选号码三注：

170、659、413。
排列 5： 精选号码三注：

29237、46980、31291。 （安颖）

大号强势 连号淡出
———析体彩玩法走势

9 月 11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9106 期迎来开奖，当晚二等奖井
喷 106 注 51.7 万元， 其中有 52
注二等均出自于云南省临沧市一
家投注站，仅凭借一注 52 倍投的
单式票就狂揽 2688 万元，只因一
号之差错失 9.36 亿元巨奖。 开奖
后不久， 中奖彩民罗先生携同妹
妹火速兑奖， 他称这笔奖金来得
很及时， 打算用这笔巨奖给父亲
做手术和还清家庭债务为主。

中奖的是哥哥（罗大哥），妹妹
（罗小妹） 则在兑奖过程中笑逐颜
开。 罗小妹表示：“我哥哥一直买彩

票，买了七八年了。 他每期都买一
两百块。 我们全家都不太理解他。
没想到他真的中了那么大个奖！ ”

说起这笔奖金的用途， 兄妹
俩已经有了规划。 家中父母身体
都不太好， 因为看病家里已负债
累累， 近期父亲需要做一个大手
术，有了这笔钱，手术费就完全不
是问题了。罗小妹说，中奖就像做
梦一样，都不敢闭上眼睛睡觉，生
怕睁开了发现一切都是梦。 奖金
就是救命钱， 及时雨， 久旱逢甘
霖， 罗家兄妹打心里感谢体育彩
票。 （风信子）

体彩公益金支持
揭阳“庆国庆健身健美系列活动”

同期二等奖也中出 75 注，
单注奖金 71.01 万元。 其中 21
注为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56.81 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 127.82 万元。

当期广东共中出 7 注二等
奖，由茂名、深圳 2 位幸运儿瓜
分。 其中茂名幸运儿通过一张 5

注号码 2 倍追加投注方式，独中
2 注追加投注二等奖，揽得奖金
255 万多元。 而深圳幸运儿则是
凭借一张 3 注号码 5 倍追加投
注彩票，独中 5 注追加投注二等
奖，更是揽得奖金 639 万多元。

第 19114 期开奖结束后，大
乐透奖池滚存仍旧高达 26.18

亿元。由于今年国庆假期首次迎
来彩票市场休市，期间大乐透暂
停销售和开奖， 节后首期 （第
19115 期） 将在今晚开奖。 经过
长达 7 天的休整， 相信很多大
乐透的拥趸都已经跃跃欲试
了。 那么，大家可千万错过今晚
的幸运啊！

节前开出 3 注千万元头奖

深圳幸运儿中得 6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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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52 倍投注揽 2688 万元“救命钱”
一号之差憾失 9.3 亿元

9 月 30 日， 体彩大乐透迎来国庆假期
前最后一期开奖， 当期全国开出 3 注 1000
万元头奖。 开奖过后， 大乐透奖池滚存至
26.18 亿元。 今晚，大乐透将迎来国庆长假
后的首期开奖，“晚晚好彩” 提醒广大购彩
者，千万不要错过今晚的投注机会。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插图 采采

大乐透奖池 26.18 亿元
迎接长假后首期开奖

图里有“宝”可微信扫描

李悦是一位网络写手，也
是一位彩迷。 那次李悦懒得下
楼买彩票，正好要点外卖，就在
备注栏写了一组数字， 让外卖
小哥帮他顺带从彩票投注站买
张彩票。 外卖送来了， 还有一
张彩票，李悦非常感谢，要给外
卖小哥 10 元钱， 让他买瓶水
喝，外卖小哥坚决不要。

幸运的是， 外卖小哥帮他
买的那组彩票中奖了， 李悦相
当兴奋，他决定庆祝一下，于是
又叫外卖，特意点了几个硬菜，
在备注栏里又写了一组数字，
再次让外卖小哥顺带帮他拐彩
票投注站买彩票。 外卖送来
了，让人意外的是，还是上次的
那位小哥，李悦有点不好意思，
他知道外卖小哥很辛苦， 让小
哥代买彩票， 不仅加重了工作
量，还影响了他的送餐速度。

为了表示歉意和感谢，李

悦想请外卖小哥一起用餐，小
哥说送餐箱里还有十多份餐要
送， 婉拒了， 李悦问他：“你应
该还没有吃饭吧？ ” 外卖小哥
说：“这个时间正是外卖高峰
期，现在没空吃饭。 ”李悦就把
米饭和一份排骨强塞给外卖小
哥，让他得空填填肚子。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李悦
点外卖， 没再要求外卖小哥帮
忙买彩票。 （尚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