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3388万万元元一一等等奖奖让让泉泉城城气气温温飙飙升升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门颖倩) 连日来的高
温预警已经让泉城苦不堪言，
来举个手，让我看看有多少小
伙伴离了空调就不能活？在这
里我忍不住多一句嘴，知道天
儿为啥这么热不？入伏了？副热
带高压来了？好像都有那么点
道理。不过，还有一个你不知道
的真相！那就是，双色球738万
元一等奖来济南了！怪不得这
几天的气温一直飙升，这么一
颗红彤彤拖着尾焰的“天外来

客”撞向济南，能不热嘛！
分享是一种美德，7月6日，

双色球2017078期738万元一等
奖来济南了，它产生于济南市
南全福居委会楼下37012323号
福彩投注站，采取机选单式的
方式产生。除此之外，这注一等
奖还有一个同期出生的济南小
弟——— 1注二等奖，它诞生在济
南市山大南路1#的37011205
号福彩投注站，血型和它的大
哥一样，也是机选单式！

双色球大奖直击济南，为

这个架在火炉上的城市又添了
一把薪柴。泉城彩友的热情也
空前高涨，机选、自选、胆拖、复
式、倍投……不管使出何种手
段，都在积极挑战大奖。目前济
南已经中出三注一等奖，61注
二等奖。2017年的下半年已经
开始倒计时，双色球又会为济
南彩友缔造哪些奇迹，打破哪
些纪录呢？在双色球的世界里，
夏天不是绿色的，秋天不是金
色的，冬天也不是白色的，世界
只有两种颜色——— 红与蓝！

买买水水果果路路上上““捎捎回回””双双色色球球大大奖奖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门颖倩) 经常看新闻
说，某某彩票“小白”被“老司
机”领去买彩票，结果中了大
奖。有的人两口子老公买了多
年彩票没中过大奖，可是从来
不买彩票的媳妇买了一次就中
了大奖……在感慨造化弄人的
同时，你是不是也该和朋友、对
象结伴到福彩投注站走一走，
没准儿就成了新闻里的主人公
了呢？
对于福彩“小白”孙先生(化姓)
来说，他就经历了一场刷新了
自己三观的“仲夏夜之梦”。因
为他在给孩子买水果的路上，
鬼使神差的进了一家福彩投注
站，花10元钱买了一张双色球
彩票。没想到这张不起眼的彩
票最终中得了双色球2017065
期的二等奖！

孙先生平时很少买彩票，
偶尔的几次也是路过路边的刮
刮乐小卖场，买几张2元的或者
5元的刮刮乐。回忆起自己的中

奖经历，孙先生也表示恍然如
梦：“我还真不是经常买彩票的
人，以前每次看媒体报道哪里
哪里的人买双色球中了多少多
少万巨奖，我也对这种新闻的
真实性表示过怀疑，可是这次
落到自己头上了，很是意外，也
相信了双色球开奖的公平公
正。”

据孙先生回忆，当天他本

来是出门去买水果，不知怎么
地突然想去买张双色球。“我其
实也受到了同事的影响，有个
关系比较不错的同事常买双色
球，经常给我念叨复式投注啊，
胆拖投注啊什么的，耳濡目染，
我也想去试试，反正一次最多
买10块钱的而已。”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
坦然地走进0341站，自选了5注
单式号码。“说是自选，其实也
就是胡乱选的5组号码，没买过
双色球，也不知道什么所谓的
选号技巧，就是随便选的。”孙
先生挠了挠头皮说，“我买完以
后就拿着水果回家了，后来也
把这事儿给忘了。过去了好几
天我买东西的时候才看见钱包
里还有一张双色球彩票呢。我
就上网查了查，结果一查不要
紧，发现自己的一组号码中了6
个红球，再查一下中奖规则，是
二等奖！高兴到飞起！谁能想着
买个水果还能捎回来个大奖
啊！”

群群英英会会选选号号无无从从下下手手？？
学学他，给号码上份儿“双保险”

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门颖倩) 厉害了我的
大平阴！平阴彩友又来领群英
会大奖了！让我们看看这位来
自平阴孝直镇的群英会“达人”
是怎么选号的吧！

群英会“达人”罗先生(化
姓)购买群英会很多年了。除了
群英会，双色球也是他多年的

“心头好”。7月9日是周日，也是
双色球游戏的开奖日，罗先生
美美地睡了个懒觉，起床后就
来到经常光顾的37012412号福
彩投注站。每逢双色球开奖日，
罗先生必定雷打不动来几张双
色球彩票，要是时间有富余，那
肯定还要“会群英”。

当天中午，他来到投注站
打了几张双色球彩票后，就专
心致志坐在群英会电子走势图
前，一边看走势，一边揣摩号
码。“我那天早饭吃得晚，周末
也没什么事儿，就想去投注站
坐坐。刚坐下，也没有什么头
绪，看着‘02’、‘05’、‘08’、‘12’、

‘15’、‘17’这几个号码都挺顺
眼，就干脆让这几个号码‘站
队’，‘02’、‘05’、‘10’、‘12’、‘15’
一组；‘02’、‘05’、‘08’、‘12’、‘17’
一组。两组‘任五’，我比较看好
第一组号码，因为‘15’好几期
没出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
第一组号码打了10倍，第二组
号码打了5倍，双管齐下吧！”罗
先生一边回忆当时的情形，一

边拧开随身携带的茶杯呷了一
口茶，“没想到，开奖以后，我的
第二组号码中了当期的大奖，
一个号都不差！而之前更看好
的第一组号码只中了三个号！5
注‘任五’，10注‘任5中3’，一共5
万多点！也不孬！不过还是觉得
有点可惜，要是第二组号码也
打10倍，那就是中10万了。”

但是，罗先生也表示，自己
购彩多年，对于这种小遗憾，他
不会久久放在心上：“得之我
幸，失之我命，30块钱的‘双保
险’彩票让我中了5万多，我也
知足了。说来也怪，平时我买群
英会，基本都是‘任四’复式，那
天就很突然想打‘任五’，结果
也中奖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
一个不错的结果，对于已经得
到的，我知足常乐！对于还未拥
有的，我量力而行，再接再厉！”

因因为为选选号号太太““奇奇葩葩””

他他与与22990000万万大大奖奖擦擦肩肩而而过过

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门颖倩) 双色球，一个
在彩民中如雷贯耳的名字。你
也许想不到双色球能在中国创
造出三个5亿元以上的超级大
奖，但是你更想不到的是，他用
了一个看似“奇葩”的选号方
式，差点就把2900万元双色球大
奖带回家！原来，徐先生因一号
之差，仅中了双色球2017065期
的5注二等奖，总奖金近44万元！

中奖者徐先生(化姓)来到
济南市福彩中心领奖时，一手
托腮，一边轻轻摇头：“奇葩了
奇葩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
个结果真让人哭笑不得啊！”看
见徐先生的中奖彩票，笔者也
是一愣，这样的中奖彩票，还真
是头一回见到！究竟徐先生选
了什么奇葩的号码，让他中了
奖还有这么多感叹呢？

原来，徐先生购买福利彩
票多年了，他平时除了单式投
注双色球，几乎不会采用复式
投注和胆拖投注。可是，看到投
注站的许多彩友都是采用复式
投注，加上2017059期济南中出
的519万元的一等奖，也是出自
复式投注的手笔，徐先生也想
尝试一下复式投注了。可是，由
于缺乏复式投注的经验，他在
选号时又犯了难。红复式？蓝复
式？全复式？思前想后，徐先生
决定排除全复式，降低难度。

“我守这6个红号已经守了
好多期了，这次还是不想放弃，
所以决定红号还是这六个号
码。可是蓝号我不知道选什么
好，正好钱包里有张10元的零

钱，我寻思着就按照红号的前5
个打吧，花10块钱小试牛刀
吧。”于是，徐先生选择红球号
码：“02”、“05”、“08”、“10”、“12”、

“21”；蓝球号码也选择的“02”、
“05”、“08”、“10、“12”。这组“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号码就这
样应运而生了。

可是，看到开奖结果，徐先
生起初是兴奋的，当他发现红
球全部命中时，那种激动的心
情不言而喻！但是，当他看到蓝
球号码时，他自己也忍不住笑
了：“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
来……真没想到，蓝球居然是

‘07’，也怪我自己不愿动脑筋，
有点可惜了。要不就不是43万，
而是2900多万了！”虽说与2900多
万的大奖失之交臂，可是，徐先
生并不气馁：“山不转水转，毕
竟我第一次尝试复式投注就中
了个二等奖，换个角度看，一般
人还没有我这个运气呢。现在
我要做的就是摆正心态，享受
购彩的乐趣就好，也许不经意
间，幸运还会眷顾我的！”

群英会“达人”大秀“Freestyle”

1199张张““任任二二””倍倍投投彩彩票票狂狂揽揽7777000000元元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门颖倩) 今天要给大
家介绍的这位群英会“达人”吴
先生(化姓)可不是一般人，他
玩转群英会多年，平时经常零
敲碎打收获不少“战利品”。近
日更是雄风大震，一举拿下了
群英会多倍“任二”大奖，奖金
共计77000元！

吴先生非常喜欢研究群英
会游戏的投注技巧，在他看来，
买彩票就和参加高考一样，“不
打无准备之仗”，这也是他购买
彩票的信条。“好多人买彩票都
是机选，我认为要看游戏种类，
双色球七乐彩机选行，群英会
机选就有点low了，那么多技
巧，十多种玩法，不动动脑筋，
不仔细观察，真是太可惜了。”

7月12日中午，吴先生来到
经常光顾的位于西工商河路的
37010646号福彩投注站“会群
英”。群英会的十七种玩法中，
吴先生经常玩的是“任二”、“任
三”和“任四”。“经常玩群英会
的都知道，群英会的同尾号经
常中‘任二’。我平时经常买‘任
二’，买‘任二’肯定要配倍投，
不然太没意思了。正好那天我
跟了几期号码之后，到了027
期，号码‘06’在遗漏了12期以
后，终于出现了。我当时也不知
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感觉‘06’、

‘16’这组同尾号有很大可能，

同时我也给自己找了一组备选
号码‘01’、‘06’。总之是‘06’感
觉非常好，必须有这个号码。然
后我就先打了一张‘06’、‘16’
的同尾号‘任二’，分两组，每组
100倍。然后就一直对售票员说
‘来一套’、‘来一套’……他就
不停的帮我出票。中间有两张
打了一组100倍的，还有一张票
打了一组‘01’、‘06’100倍，其
余都是一个流水线下来的，一
共19张。”吴先生顿了顿说：“其
实我平时基本没敢这么打过，

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
有一种非打不可的预感，然后
就果断决定来一场‘F r e e -
style’，没想到真的一秀成名
了！等开奖的时候，真的出了

‘06’和‘16’！说实话，当时真的
是挺激动，感觉话都说不利索
了，一算账，中了77000！当时就
高兴得不行了。”被问到领奖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吴先生不假
思索的回答：“这还用问吗，回
家，大笑三声，美好的经历值得
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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