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低关关倍倍投投成成法法宝宝
烟烟台台竞竞彩彩联联盟盟揽揽金金2299万万

提到烟台的竞彩联盟，可
以说烟台的竞彩爱好者几乎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竞彩联盟里
的高手们总能在恰当的时机果
断出手，一次一次赚得盆满钵
满，羡煞这些彩友球迷。

为迎接五大联赛新赛季，
在各地开展的“中3 0 0再送3 0

元”活动，一开始就让烟台竞彩
联盟再现不凡“功力”，连续中
得 足 球 让 球 胜 平 负 游 戏 奖

266057元，再加上送奖26550元，
共获奖金29万余元。

低关加倍投一直以来都是
竞彩联盟成员们的夺金法宝.“2

串1”的投注方式更是他们的首
选，中奖概率高，可以投注自己
熟悉的球队，这样就能更容易
斩获奖金。这次他们的800多张
兑奖彩票，无一例外都是2串1

的竞彩足球游戏.借助“中300再
送30元”活动的好机会，他们计

算好了：每张加倍投注的彩票
中奖金额刚刚超出300元，这样
不但能成功捕获竞彩奖金，连
送奖奖金也能一并收入囊中，
回报确实相当可观。

用有限的资金，得到最高
的回报。我们不得不佩服烟台
竞彩联盟的“精明”和魄力。8月
是五大联赛火热来袭的季节，
相信也是更多竞彩彩友收获大
奖的季节。 (李强)

喜从天降！心想事成！烟台招
远小伙小尹近期体验到了这两种
感觉，让他大呼过瘾。8月12日，小
尹中得体彩顶呱刮“甜蜜蜜”大奖
3万元，正愁没有结婚款的他这下
可以开始操办婚礼了。

小 尹 与 女 友 小 王 相 恋 多
年，婚礼已被提上日程，可是前
期买房、装修等一些列的准备
工作，使二人有些囊中羞涩，婚
礼日程被一拖再拖。8月12日，二
人相约见面后，又讨论起婚礼
的费用问题，小尹说：“明天就
是七夕了，牛郎织女都要见面
了，要不咱俩碰碰运气去！”说
着 ，他 拉 着 小 王 进 了 附 近 的
06324号体彩销售网点。看到二

人手挽手，陈站长向他们推荐
了近期刚上市的“甜蜜蜜”即开
票，二人都很喜欢，用小王的话
说：“颜色很粉嫩，主题很适合
我们！”他们要了两张，没想到
刚刮开第一张，3万大奖的字样
就跃入眼帘。小尹高兴极了，立
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媳妇，
这下我们可以结婚了！”小王也
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我等这
一天等好久了！”

第二天农历七夕节，二人手
挽手来到兑奖中心领取大奖。小
王说，在当地，3万元就可以办一
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了，“领完奖，
我就带着媳妇去买婚庆用品！”一
旁的小王，满脸的幸福！ (于丹)

蓬蓬莱莱仙仙境境送送惊惊喜喜
游游客客收收获获排排五五1100万万大大奖奖

近日，烟台体彩中心兑
奖大厅迎来了一位行色匆
匆的客人，他是来烟台蓬莱
旅游的山西游客巩先生。令
人艳羡的是，巩先生此次兑
走了排列五第1 3 2 0 5期的1 0

万大奖，算上买彩票和兑奖
的时间，他一共只用了几分
钟时间。

巩先生是第一次来蓬
莱旅游。当晚游玩结束回到
宾馆时，平日很少接触彩票
的他看到一楼在卖体育彩
票，便借着旅游的兴奋劲机

选了一注排列五，然后才回
房 休 息 。第 二 天 一 大 早 下
楼 ，突 然 得 知 自 己 中 了 大
奖，巩先生起初还以为站点
业主开玩笑呢，他说：“真是
没想到！到仙境蓬莱旅游，
竟意外收获了10万元大奖。
太幸运了！”

马上要赶飞机回山西的
巩先生没说几句话就匆匆地
离开了。他说，将来有机会一
定还要再来烟台蓬莱这块福
地，当然还要买体育彩票，争
取再中大奖。 (李强)

七夕前“甜蜜蜜”送惊喜

烟台小伙领3万元结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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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蜂蜂当当““邻邻居居””，，居居民民不不敢敢开开窗窗
专家：马蜂不会主动攻击人，人蜂可以相处得很好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刘杭慧
通讯员 孙政黎) 7日下午，莱州

市程郭镇五佛蒋家村又响起了清脆
利落的锣鼓声，铿锵的锣鼓声中充盈
着一股正气，一会儿功夫就吸引了一
大批村民围观欣赏。

“这是开台锣鼓，是唱戏前专门
开台用的。”一阵“紧锣密鼓”之后，68

岁的赵万奎老人向记者介绍起了这
套锣鼓的来历，“这套锣鼓堪称俺村
的品牌。”

赵万奎告诉记者，这套锣鼓在他
们村里已传承了100多年，“到我们这
一代已是第五代。”他们的上一代，目
前仅84岁的李步云老人尚在世。

“这套锣鼓的组成是一鼓、俩钹、
一大锣、一小锣，是个5人组合。”赵万
奎老人说，这5人不能只学其中一种，
5种必须样样精通，以备关键时之用。

“当年想来拜师学艺的人很多，
可村里老艺人只传本村，不传外村。
因为，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很难得的金
饭碗。”赵万奎老人说，当年一得到老
师的传授，他是喜不自禁。“无论是睡
觉还是走路，身边无锣鼓器械，他就
在自己肚上做拍打练习。”

可是现在，这套锣鼓面临着一个
非常严峻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学这门
手艺了。

“现在电视、电影、电脑多了，演
戏的少了；年轻人光顾外出赚钱了；
再说，这东西必须得找齐5个人，到哪
儿去找齐啊？”赵万奎老人惋惜道，

“等我们5个人‘走了’，手艺恐怕就要
失传了。”

百年锣鼓手艺
痛临失传境地

本报8月21日讯 (通讯员
司旭光 记者 苑菲菲) 20日
下午，烟台公安消防支队泰山路
中队接到报警，开发区碧海云天
小区一居民楼外有个成人俩巴
掌大小的马蜂窝。看着外面飞来
飞去的马蜂，居民大热的天却不
敢开窗。

20日下午，烟台公安消防支
队泰山路中队赶到了碧海云天
小区4号楼。消防人员疏散了围
观的居民，然后爬到楼顶，用小
火钩将蜂窝取下。

消防人员介绍，这几天他们
频繁出警去摘马蜂窝：15日，翡
翠小区的树上有个大马蜂窝；16

日上午，开发区柳子河路雏鹰幼
儿园后院发现马蜂窝；16日下
午，高新区东谭家泊村出现了个
大马蜂窝；19日，莱山区四季花
园35号楼发现了个直径25厘米
左右的马蜂窝……

居民们看见马蜂在身边飞
来飞去，往往会因为担心安全报
警清理掉马蜂窝。面对马蜂，有
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呢？

据科学松鼠学会会员王先
生介绍，7-9月份是马蜂繁殖的
高峰期。马蜂其实是益虫，是农
林害虫的天敌。一般来说，马蜂
不会主动攻击人，只有受到攻击
的时候才会还击。

因此，若蜂窝体型比较小，
王先生建议可以不必摘除它们，
它们能够成为居民们的好“邻
居”。

“马蜂如果误飞进家中，它
会很着急地寻找出口出去。只要
打开玻璃马蜂一般会自行离开。
这时候如果驱赶马蜂，反而会被
蜇伤。”王先生说。

科学松鼠学会会员王先
生介绍，马蜂一般喜欢在能遮
雨、周围树木多、绿化比较好
的地方筑巢，因此大家多会在
屋檐下、遮雨篷以及阳台或树
枝上发现马蜂窝。

马蜂是食肉昆虫，需要吃
其他农林害虫。因此，若在小

区中发现了马蜂窝，说明这里
绿化不错，生态环境相对较
好，生态资源也比较丰富。

因为摘除的马蜂窝相对
于马蜂这个群体来说，数量是
比较少的，因此对周围的生态
环境破坏，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有马蜂窝说明

小区环境较好

王先生说，他家的窗台外
就有3个马蜂窝，通过窗玻璃
观察马蜂，也是件很有意思的
事。窗户上钉了纱窗，马蜂一
般不会误入。此外，马蜂也喜
甜，最好不要在窗台旁放甜
食，以免招来马蜂。

若不慎被马蜂攻击，应立
刻用衣物保护好头颈部，反方

向逃走或者原地趴下。
若被蜇伤，不要挤压，要

用消毒的针或者镊子夹出毒
针，然后用肥皂水清洗干净伤
口，涂抹食醋。若身边有苏打
水、碘酒等，可涂抹消毒。如果
被蜇后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要立刻送医。

本报记者 苑菲菲

窗台附近

不要放甜食

20日，消防人员又摘掉了一个马蜂窝，用麻袋装走。 消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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