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体彩40万助学金

再圆临沂寒门学子大学梦
新的学期马上开始了，

贫困学子的就学问题再一次
牵动着大家的心。为了让更
多的寒门学子能够顺利迈入
大学校门，山东体彩再出资
40万元，帮助100名临沂贫困
大学新生圆梦大学。8月28日，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
学子”2012山东体彩资助临沂
特困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
隆重举行。临沂市副市长赵
爱华、临沂市体育局局长朱
孔泉、临沂市食安办主任秦
鸿伟、临沂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李洪彦、山东省体彩中心
主任助理何珊、临沂市教育
局副局长丁明法、临沂市体
育局副局长赵爱国、临沂市
电视台副台长王言启、临沂
市体彩中心主任王言庆等领
导出席仪式。

今年的沂蒙爱心助学活

动于8月10日启动后，公开接
受临沂地区贫困家庭学生的
助学金申请，通过申请、推荐
等，临沂市教育局及有关部
门严格筛选，最终确定了100

名品学兼优却又无力承担学
费的大学新生作为资助对
象，每人获得山东体彩提供
的4000元爱心助学金。

据悉，这已经是山东体
彩连续第五年在临沂开展大
型爱心助学活动，为了让更
多勤奋上进的优秀学子不再
因为贫穷而让大学梦想搁
浅，从2008年开始，山东省体
彩中心专题面向临沂地区，
推出“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
寒门学子”大型爱心助学活
动，每年从自有经费中拿出
40万元，定向资助沂蒙老区
贫困大学新生，5年来累计出
资200万元，资助700名寒门学

子圆梦大学。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山

东体彩伸出了援助之手，我
一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继

续努力学习，立志成才，用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也把爱心

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们。”受助学生代表于海瑞在
捐助仪式上动情地说到。山
东体彩爱心助学的善举让众
多学子感受到了温暖，助学
的足迹也遍布了整个齐鲁大
地，各种捐资助学活动在全
省各地常年开展，为很多贫
困学子、患病儿童等的学习、
生活支出解了燃眉之急；每
年六一在各地广泛举办的爱
心助学活动，也为全省几十
所学校送去了价值100多万元
的体育器材和学习用品；为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梦
想课堂”、为自闭症儿童送去
康复器材、为福利院儿童送
去关爱……山东体彩的爱心
行动仍在继续，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体彩的大
爱。

(赵智 王浩 啸风)

8月2 4日下午，体彩大
乐透1 2 0 9 5期7 2 6万元大奖
得主李先生来到新疆体彩
中心兑奖，并欣然拍照留
念。

15日那天下午，李先生
路过克拉玛依市一家兼营
体彩投注站，便进去买水。
看到有人在买大乐透，便
也匆匆机选了10注。由于路

途劳顿，当晚李先生很快
入睡，忘了查看开奖号码。
直到第二天午饭时，李先
生才翻出了彩票，通过手
机查看开奖号码，“06、09、
22、27、30 + 08、12，不会
吧？怎么和其中的一注一
模一样呢！”李先生不敢相
信眼前的一切，再核对一
次，“没错，没错，完全和开
奖号码一样。”此时，李先
生感觉头有点晕。于是，他
找到一处沙发躺在上面，
让 自 己 平 静 ，平 静 ，再 平
静……

“大乐透上市不久，我
就在朋友介绍下，开始玩
这个游戏，但最多中的奖
金好像也就5元、10元啊！我
不是技术型彩民，平时也
没太研究，机选中大奖，哪

敢想这事啊！”8月24日，来
兑奖的李先生好像还处于
半信半疑之中。

不过，李先生对中奖
后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打
算。“父母把我们养大不容
易，我准备给二老换套大
房子。其次，就是打算在培
养孩子方面做一些投入！”
对于中奖，李先生对家人
也 进 行 了 善 意 的“ 冷 处
理”，除了告诉妻子外，家
里其他成员还被蒙在鼓里
呢！尤其对孩子，李先生决
定永远不告诉他，以防孩
子 对 生 活 和 事 业 会 产 生

“天上能掉馅饼”的错觉。
中奖后，李先生表示了自
己的爱心，决定捐出5万元
帮 助 那 些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们。 (阿迪拉)

机选中大乐透726万

大奖得主露脸领奖拍照

什么？“11选5”一张
票就中了57万大奖？是的！
8月27日，来自寿光12730投
注站的幸运彩友到体彩中心
领取了高达57 . 33万元的奖
金。买体彩高频“11选5”
玩法，仅凭借一张彩票就揽
获了如此高额的大奖，的确
让人感到惊喜！

中得大奖的12730号投

注站位于寿光市洛城交管
所东邻，该站是名副其实
的“夺金旺站”，站内活
跃着几个彩友自发组成的
联盟小团队。7月12日，该
“夺金联盟”曾斩获大奖
10万多，8月27日，又一个
大奖的好消息传来，“夺
金联盟”再发神威，单票
中奖 5 7万！从中奖票上可

以看到，这是一张“选前
三直选”单式票，票面上5

注 号 码 一 模 一 样 ， 都 是
“08+06+11”，5注号码倍
投98倍，投注额980元，总
共中奖490注，奖金573300

元。
说起中奖的经过，“夺

金联盟”成员老黄感觉很是
庆幸：“我们一般都是看走

势来选号，这次根据历史最
大遗漏选了这注号码，翻倍
跟了十几期才中的，中了的
时候奖金一下子57万，也感
觉非常刺激！”老黄还表示
这次中奖有点惊险，他们的
“夺金联盟”回去以后还要
好好总结经验，做好计划理
性投注。

(彩思飞扬)

真牛！寿光“夺金联盟”单票中奖57万

2012年8月24日至25日，
2012年竞彩专家全国巡讲济南
站活动成功举办。来自央视的
著名足球评论员贺炜、徐阳，

《中国体育报》记者杨天婴以
及特约足彩培训师王帅莅临
泉城，与球迷和彩友们一起畅
谈足球、畅聊竞彩，活动现场
人气爆棚，场面火爆而热烈。

智赢竞彩
与齐鲁球迷畅想五大联赛
《智赢竞彩》是山东省体

彩中心为广大齐鲁彩友们打
造的一档精品节目，24日下午，
专家们刚刚抵达济南，便风尘
仆仆地来到了节目录制现场，

展望了新赛季五大联赛的走
势，对各大豪门进行了细致点
评，简要梳理了新赛季转会情
况并解读了各支球队面临的
问题，专业周到、深入浅出，为
广大彩友新赛季投注指明了
方向，更让大家懂得如何去热
爱足球、享受足球。

以球会友
与泉城彩友亲密接触

参加完节目录制之后，
四位专家又赶到济南第01070

体彩投注站，与泉城彩友进
行了零距离接触。一位闻讯
赶来的老彩友开心地说：“哎
呀，以前都是在电视上才能

看到贺炜、徐阳老师，没想到
现在在自己家门口就见到
了，简直跟做梦一样。”晚上
21点15分，贺炜、徐阳两位老
师又来到济南彩友自己的节
目———《体彩一刻》直播现
场，与在电视机旁等候的热
情泉城彩友见面。

竞彩论坛
与专家名嘴一起聊彩

8月25日上午，2012年度竞
彩专家全国巡讲名嘴论坛在
济南奥体中心举行，贺炜、徐
阳、杨天婴、王帅四位专家莅
临现场，山东著名足球评论
员、前鲁能球员耿钰杰也应邀

出席，体彩投注站站长、销售
员，以及闻讯赶来的球迷、竞
彩迷等近200人参与了活动。各
位竞彩专家对彩友们关心的
足球话题、竞彩话题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与大家
一起愉快地分享足球的魅力。

据悉，2012年度竞彩专家
全国巡讲系列活动已经拉开
帷幕，必将为大家玩转竞彩
带来更多指导和帮助。“看赛
事、玩竞彩、更精彩”，随着五
大联赛的火爆开幕，竞彩狂
欢也一触即发，祝愿广大彩
友都能享受足球、智赢竞彩。

(于彬彬)

2012年竞彩专家巡讲活动走进泉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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