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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彩彩友友再再中中大大乐乐透透880000万万
出奖站点喜气洋洋

山东彩友又中大奖了！11月
27日晚，大乐透第13139期开奖，
当期全国共开出三注一等奖，山
东临沂彩友幸运斩获当期追加
一等奖一注，收获奖金800万元。
这也是继10月2日、30日临沂彩友
分别中得体彩大乐透500万、1118

万后，不到两个月内临沂彩友第
三次斩获大乐透一等奖，而这也
是2013年临沂第五注500万(含)以
上体彩大奖。

据了解，中出此次大奖的
站点是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正阳
路北段路东干果市场沿街的
22818体彩投注站。11月28日一
早，笔者便来到了22818体彩站
的 庆 贺 现 场 。一 见 到 笔 者 ，

2 2 8 1 8体彩站业主姬老板便掏
出一张 3元钱的单式追加票打
趣道：“昨天晚上我还以为是我
中的呢，激动的都不行了。”原
来，据机房数据检索，当晚临沂
市的大乐透 8 0 0万中奖票为一
张3元追加单式票，而业主姬老
板开奖当天也在自己店里打了
一张3元的单式追加票，所以还
误以为是自己中奖了呢。就在
笔 者 与 姬 老 板 攀 谈 的 同 时 ，
2 2 8 1 8体彩站门前火红喜庆的
庆贺拱门与大红喜报吸引了许
多附近沿街商铺的商户与过路
行人，看到站点门前聚集了不
少人，姬老板也拿出喜糖分发
给大家，希望将好运与大家分

享。
不少彩友也来到投注站内

打上几注大乐透沾沾喜气。在投
注站内，彩友们热烈讨论着站内
中出的大乐透800万大奖。彩友小
刘冲着姬老板打趣道：“到底是
不是你中的啊？”姬老板掏出自
己购买的那张3元单式追加票同
样打趣道：“票不在这儿么，我这
就‘领奖’去。”据22818体彩站的
销售员介绍，投注站附近有个干
果市场，平时店内流动购彩的彩
友较多，具体是哪位彩友中了奖
自己也确实记不清了。看来彩友
们想要一睹大奖得主的“庐山真
面目”，还要等待兑奖之后为大
家揭晓。 (王浩)

““8855后后””小小伙伙喜喜摘摘顶顶呱呱刮刮““好好彩彩头头””110000万万

大奖时常有，最近特别多。继
足球胜平负第13163期一举斩获4注
一等奖之后，青岛彩友最近又有喜
人表现，一注顶呱刮“好彩头”100

万头奖花落即墨，为今年的体彩顶
呱刮大奖榜再添新记录。

11月30日一大早，中出大奖
的即墨岙山街道泰安街的体彩

03370站门口就支起了拱门、张贴
中奖横幅，很多彩友都过来一看
究竟。“他是昨天晚上中的奖，刮
出大奖之后挺开心，找我反复确
认，的确是中得100万后，就准备
领奖啦！”03370站刘站长谈起大
奖得主如是说。

30日上午，中奖人小方来到
体彩中心兑取了大奖。据了解，
小方是个“85后”年轻小伙，年初
从东北老家来即墨打工，在该站
附近的工厂工作，休息时喜欢到
站里买几张顶呱刮，算是一个常
客，每次虽然买的不多，但经常
中个小奖。领奖时，小方告诉工
作人员，自己一夜没睡好，一直
在想奖金怎么办。“我是家里的
独生子，这次出来打工，爸爸妈

妈都不太同意，但是我总想出来
闯一闯、见见世面，在外面快一
年了，感觉还是家里好，很想家，
领奖之后准备辞职回老家，拿出
一部分奖金给父母养老，剩余部
分准备自己创业，做个小生意。”
小方说，这100万大奖可以说改变
了自己今后的人生规划，让自己
对今后的生活充满希望。

体彩“顶呱刮”因为其即买、
即开、即中、即兑和返奖率高的
特点，一直深受彩友欢迎，尤其
是20元、30元票，更是因为中奖机
会多、头奖奖金高受到彩友的追
捧。同时，“顶呱刮”也在不断为
彩友们创造着财富良机，每年都
有无数彩友收获它所带来的大
奖惊喜。 (庞彤彤)

加奖期间复式倍投任选5

烟台彩友万元奖金抱回家

家住烟台莱山的彩友小
金是一位体彩 1 1 选 5 玩法的
忠实爱好者，最近正值11选5

加奖活动期间，小金果断加
大投注，轻松揽获奖金15680

元。
平时由于工作比较忙，小

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购彩，只
能每天下班后到体彩站小坐
一会儿，买上几期自己喜欢的
11选5。“每天到体彩站，我都将
当天的走势研究一下，选出自
己认为比较热的几个号码进
行复式投注。”22日那天，小金
下班后先和朋友一起吃了饭，

来到站点时已是晚上快八点
了：“近期正是11选5加奖活动
期间，我就下决心加大投注的
力度，希望能中大奖！”当天小
金对自己选出的号码非常有
信心，当即决定加大投注，于
是将选出的4个号码做胆，剩余
的号码做拖，一次性投注了28

倍 。就 这 样 ，小 金 揽 获 奖 金
15680元。

兑奖之后，小金说：“任选5

是我最喜欢的投注方式，得到
的奖金，我要继续购彩，争取
多买多中！”

(于丹)

六六所所名名校校自自主主选选拔拔寒寒门门学学子子
入选学生最高可享60分优惠

莱莱阳阳两两小小学学学学生生吃吃上上免免费费午午餐餐
财政拨款，430名学生将受益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李庆盛 李
震） 12月2日，对于莱阳市白

藤口小学和光山小学的孩子
们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当天，两所学校共430名学生

吃上了免费的营养午餐。
2日11时30分，当下课铃声

响后，白藤口小学200名学生
便排队走进学校食堂，领取第
一顿免费的营养午餐：大白菜
炖肉、甜椒鸡块、蘑菇汤，荤素
搭配、营养可口。

据介绍，营养午餐搭配合
理，一周内饭菜还不重样，主
食有米饭、花卷、大饼和包子，
菜品有花菜炒肉、白菜炖豆
腐、土豆炖鸡腿、芹菜炒肉，还
有蘑菇鸡蛋汤、冬瓜虾仁汤、
鸡蛋番茄汤。

五年级的马晓慧一手拿
着香喷喷的馒头，一手正拿着
用筷子夹菜。“很香，有很多
肉！比在家里吃的还好。”她
说，以前中午在家吃，为了省

时间，妈妈就做一个菜，现在
在学校吃中餐，还能吃上三个
菜，也不用耽误妈妈的时间。

免费的午餐是真的吗？白藤
口小学校长王成敏介绍，“免费
营养午餐，是由莱阳市财政按照
每天每名学生5元午餐的标准补
贴，其中不包含人员工资、水电
费等杂项，全部都用于学生的营
养午餐，整个含金量非常高。”

记者从莱阳市教体局获知，
这两所学校是莱阳市首批实行
免费营养午餐的试点学校，学生
所用的食材将统一采购，安全放
心，该活动是继莱阳市“促进
教育事业发展15件实事”之后
的又一项惠民工程，并将这两
所学校“免费营养午餐”工程
打造成“放心工程”“阳光工程”。

让异地同学

吃上“平安果”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苑菲菲)

平安夜里，很多高校学生都会吃苹
果祈福。那么，你是否想在平安夜给
远方的同学送去祝福呢？4日，记者从
山东省高校创业联盟获悉，该联盟集
合全省14地市120所高校学生，构建
一个全省通行的苹果配送体系，在异
地即可给同学送苹果了。

这次活动负责人、烟台南山学院
的学生李斌介绍说，平安夜吃苹果祈
福逐渐在高校里流行。在平安夜当
天，同学们都会给同学和朋友送“平
安果”。同学们大都会给本校或者在
同一个城市的同学送苹果，虽然不少
学生也想给异地的同学送苹果祈福，
却因快递运费和时间消耗等，不大现
实。

李斌说，为了方便想送苹果给异
地校友的同学，他们借助山东省高校
创业联盟这个平台，举办这次的“高
校联盟异地送苹果”活动。“如果你在
烟台上学，想给在济南的同学送苹
果，那么，你可以在烟台下订单，然
后，济南联盟盟友将会把苹果送到你
在济南的同学那里。”

各高校负责人统计订单，联盟汇
总后，按照订单分配给相应城市的盟
友，并负责统一配送。

“省内除了莱芜、滨州和菏泽正
在积极沟通外，其他14地市都有高校
加入到联盟中来”，李斌介绍说，“共
有120多所高校参与，但我们也希望
省内更多的院校加入进来。”李斌还
承诺，为及时送达祝福，如果未能准
时送达，该联盟将立刻退款给下单人
员。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获悉，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
大、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等6所名校，将联合开展
自主选拔全国农村学生的“自
强计划”，入选者将享受录取
分数线降低30分至60分的优
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学生，现
在即可免费报名，每人可选三
所学校。

据悉，由清华大学在2012年
首次发起，南京大学、西安交大
和中国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的

“自强计划”活动，2014年高招

时，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学也将
参与到“自强计划”中来。

该活动主要面向全国832个
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的中学，
以及全国所有的乡镇农村中学
招生。2014年，清华大学将在此
基础上扩大范围，不在以上范
围的乡镇农村中学学生也将纳
入候选人考察行列，入选的考
生本人应长期学习、生活在农
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
地区，自强不息、德才兼备。农
村户籍的考生优先。

该计划采用中学推荐的

方式报名，每个符合推荐条件
的中学至多可推荐3名学生。
被推荐考生可登录 h t t p : / /
www.join-tsinghua.edu.cn 进
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间截
止到12月15日。考生可报考六
所高校中的任意三所，六校独
立组织的评审专家将分别评
审，初审结果初定在2013年12

月23日前后并公布在报名系
统中。入选者将享受30分至60

分的优惠政策。报名“自强计
划”的考生无需交纳报名费。

据统计，随着近年来各大
高校自主招生范围的不断扩

大，农村考生上好大学的机会
却在不断降低。为了扩大自主
招生覆盖面，让长期学习生活
在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
民族地区的优秀学生有更多机
会上好大学，国内名牌大学纷
纷推出专项计划，“拯救”农村
生源，包括“自强计划”以及由
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圆梦计
划”活动。山东省唯一的海岛中
学长岛中学，在没有自主招生
机会的条件下，首次获得“圆梦
计划”并最终推荐一名高三学
生圆了大学梦进入中国人民大
学学习。

白藤口小学的学生正在领免费午餐。 通讯员 李庆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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