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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光光熠熠熠熠 盘盘点点22001133年年我我省省七七星星彩彩大大奖奖
七星彩被誉为中奖率最高

的全国联网大盘玩法，以选号
简单、中奖率高备受彩民朋友
的喜爱，上市以来为彩市带来
不胜枚举的大奖。在刚刚过去
的2013年，山东彩民朋友在七
星彩玩法上的表现堪称星光熠
熠，接连上演“摘星”好戏，将10

注500万足额头奖收入囊中。

关键词：

5倍倍投 刷新纪录

霸气指数：☆☆☆☆☆
中奖回顾：一注号码、5倍

倍投、10元力擒七星彩第13134

期头奖5注、揽获奖金2500万，
这样的大奖奇迹由潍坊寿光彩
民书写。巨奖得主小周是体彩
的忠实彩民，由于工作忙，守
号投注是他的首选，中奖号码
是由其以前手机号码重新组
合得来。有了心仪的号码，他
根据当时的奖池霸气倍投 5

倍，七星彩则以2500万巨奖回
报，这也刷新了山东体彩大奖
的最高纪录。

关键词：

抢购 新年头彩

及时指数：☆☆☆☆☆
中奖回顾：2013年1月18

日，钟爱七星彩玩法的临沂彩
民丁先生当天感觉很好，但白
天忙于生意没顾得上去站点打
票，处理完各种事务已经晚上7

点多了，“有时候还真是欲速则
不达，越是着急越赶上红灯，要
不是半路上遇到那家体彩站，
我这五百万可能就泡汤了！”幸
好丁先生及时找到一家体彩
店，在19 : 5 3 : 1 3成功“抢购”到
13008期的七星彩，摘得山东省

2013年首个500万大奖。

关键词：

机选 奖票险遭水洗

惊险指数：☆☆☆☆☆
中奖回顾：岛城的七星彩

第13025期500万得主老郑的买
彩习惯是每次花10块钱机选5

注，号码看都不看一眼，省时又
省力。不过这张奖票经历了一
场“历险记”：老郑跟妻子在家
大扫除，顺手把几件脏衣服扔
进洗衣机，正准备通水的时候，
妻子过来掏衣服口袋，掏出来
一张彩票，老郑一看是没兑奖
的，就来到电脑前查询，谁知手
中这张彩票上的5注号码中竟
然有1注命中七星彩当期开奖
号码，头奖500万元！“好险好
险，这张彩票差点就洗了！500

万啊！”事后老郑还直呼惊险。

关键词：

定位复式 包揽所有奖级

实力指数：☆☆☆☆☆
七星彩第13081期开奖，

开奖号码为“4605555”，叠码
强势发力，尽管颇具难度，但
来自泰安的彩民李先生采用
定位复式的投注方法，包揽了
当期所有奖级的奖项：一等奖
1注、二等奖3注、三等奖7注、
四等奖17注、五等奖39注、六
等奖7 0注，总奖金为5 1 0 3 0 7 6

元，可谓是“硕果累累”，大奖
大、小奖多。李先生的投注号
码并不固定，基本都是开奖当
天确定下来。“当时觉得‘5’会
中出，但没有十分的把握，就
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复式投注，
没想到最后四位连续都开出
了‘5’！”

关键词：

双保险 幸运再次降临

幸运指数：☆☆☆☆☆
七星彩第13131期500万得

主——— 济南方先生投注七星彩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通常先
根据走势图分析得来一些号
码，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复
式投注，打完自己心仪的号码
后，再机选上五注，这种双保险
的投注让他经常收获颇丰。作
为资深彩友，在他坚持不懈购
买七星彩的过程中，幸运女神
也不止一次降临，据方先生说，
三年前他也差点中了一次七星
彩500万。“当时我选的7个数字
一个也不差！结果出票前又把
最后两位给改了！不过从那开
始，我相信真的能中奖这回事

了，觉得自己早晚还能中大
奖！”

关键词：

图乐呵 只身一人领奖

淡定指数：☆☆☆☆☆
潍坊昌乐彩民李先生以一

张 4元单式票勇夺七星彩第
13149期500万大奖，上演了“以
小博大”的好戏。李先生偶尔去
体彩站凑凑热闹，一般碰上什
么买什么，“每回买得也不多，
花个十来块钱纯粹是图个乐
呵。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
当晚七星彩开奖，就顺手机选
了两注”。中奖后淡定只身一人
领奖，就是这种随遇而安的心
态，助他以4元命中巨奖，换回
500万。

(朱德慧)

新年新惊喜

幸运彩民夺金2.5万

体育彩票11选5这一经典玩法，
以其号码少、开奖快、玩法多样等特
色，自上市以来广受滨州彩民的喜
爱。时光刚刚步入2014，11选5又送来
了大奖，这不，来自滨州市阳信县荷
花湾的24602投注站再传喜讯，该站
彩民王先生22倍倍投前三直选玩
法，轻松命中奖金25740元。

为王先生带来好运的这组数
字是“10、09、07”，据王先生介绍，
选取这组数字投注，还颇下了一番
功夫。1月1日当天中午，王先生吃
过饭便来到了24602投注站，进站
之后没有着急投注，而是把当天所
有的开奖号码和走势图仔细研究
了一遍。根据经验，上午前20期的
开奖情况会直接影响全天的开奖
走势，在一番考虑之后，他选取了
第一位数字“ 1 0”和第二位数字

“09”，对第三位数字的选取却迟迟
拿不定主意，时间分秒过去，眼看
差1分钟14010124期就要开奖了，一
起来的朋友向他推荐了“07”作为
第三个数字，三个数字的奇妙组合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最终王先
生如愿以偿的锁定大奖。(李潇)

贺贺岁岁减减压压喜喜剧剧，，《《六六福福喜喜事事》》来来袭袭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陈
莹) 5日，“杨汶千 赵文彬迎
春书画展”在烟台市美术博物
馆开展，为烟台的书画展览带
来了一股喜庆的气氛，每日观
展人数众多。杨汶千先生抄写
的书法作品《金刚经》和赵文彬
先生以“首富”为题材的漫画是
展厅中最热的两幅展品。

8日下午2点，在烟台市美
术博物馆展厅内，市民薛先生

站在杨汶千先生抄写的16米长
的朱砂小楷《金刚经》前啧啧赞
叹：这可是要极其用心和有深
厚的功力才能完成的。

而赵文彬老师以“首富”为
题材的漫画作品，曾在3日通过
本报邀约，为漫画中的上联“首
富富首富首首富富在其首”寻
一下联，只要对得上，赵文彬会
奉送画作一幅。

邀约见报后，烟台市民热对

“首富”对子，仅3日当天，记者就
收到短信、邮件等方式送达的下
联180多条。如市民张金波先生
的“足富富足富足足富富在知
足”；海阳刘晓明先生的“圆月
月圆月圆圆月月半整圆”……

赵文彬先生告诉记者，由
于此对联的“上联”迷底始终没
有揭开，因此在北京、广州、厦
门等地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
看到烟台市民对对联的热情，

赵文彬先生深受感动，为此，他
特意通过本报将“首富”上联的
玄机公之于众：“‘首富’二字首
创于一次笔会，我的‘首富’非
指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而是
指头脑富有。首富之所以富，是
在于他的头脑(首富富首)，头脑
丰富的人才会先富(富首首富)，
之所以成为首富正是因为他的
头脑(富在其首)。第一个‘首富’
两字是名词。”

市民热对“首富”对子

画家赵文彬亲解玄机

本报1月8日讯 (记
者 陈莹) 老话里说：
喝过腊八粥，巴望过大
年。8日上午 1 0点，在
农历腊八节的喜庆气
氛中，由乐视影业、天
马电影联手打造，香
港“鬼才”导演谷德昭
执导，黄百鸣、曾志伟、

吴君如、郑中基等众多
喜剧大咖强势加盟的2014

贺岁喜剧《六福喜事》在烟台
新世纪电影城百盛店举行了媒
体看片会。

纵观2014年开年档期，《熊
出没》、《神偷奶爸2》等动画片蜂
拥而至，《救火英雄》、《一触即
发》等动作片也蓄势待发，同档
期中只有《六福喜事》是唯一一
部全明星阵容的贺岁减压喜
剧。

每年过年，守在电视前跟
着黄百鸣、吴君如的贺岁片拍

腿狂乐，已经成为上世纪90年代
后期很多人的共同记忆。2014

年，他们依然延续了港式贺岁
片中百看不厌的鬼马爆笑和平
民喜剧风，亦有笑不完的百变
大咖搞怪接地气，为1月贺岁档
打造了号称“行运减压合家欢”
的好彩头、合家欢、贺岁定制之
作。

据悉，《六福喜事》将于1月
11日正式首映，故事结合2013年
大热的“添丁、亲子”话题展开。
多年在贺岁档用喜剧电影抗衡
的黄百鸣、曾志伟首次在戏内
开战，二人饰演一对死对头。两
人一碰面就极尽讽刺挖苦之能
事，对骂语言奇思妙想，辛辣搞
笑。星级月嫂吴君如背负使命，
督促郑中基、薛凯琪夫妇优生
优育。只顾玩乐的夫妻俩绞尽
脑汁逃避责任，三人斗智斗勇，
互相使绊，可谓危机与囧态并
存，化解与搞笑齐出。

本报邀您一起看
《六福喜事》首映

1月11日11：45分，本报将携手乐视影业烟台站、
新世纪电影，举行《六福喜事》过节贺岁观影团专
场活动，活动将邀请持本报读者证的读者，免费参
加在烟台新世纪电影城百盛店举办的观影聚会。

11日上午11点前，持本报读者证的读者可报
名参加此次观影活动，免费观影票共60张。参
与观影活动的读者还可免费获赠新年红包一
个(内含礼品)，还可参与现场抽奖活动。由于现
场要举行活动，敬请接到报名成功短信的读者，
在11：30分准时抵达烟台新世纪电影城百盛店。

报名热线:15589531366(请将姓名、读者证
号及联系方式以短信方式发送)。由于名额有
限，此次报名先报先得，每本读者证仅限2张
票，多报无效。

观影时间：1日11日上
午11点45分。

观影地点：
烟台新世纪电影
城百盛店。
本报记者 陈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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