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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亿大派奖第二波来袭，头奖
数量猛蹿升。5月 1 3日，大乐透第
15054期开奖，全国劲爆7注千万元
以上巨奖，分落河北、江苏、河南三
地，其中江苏摘下4注。在派奖奖金
的支持下，本期开出的一等奖单注
奖金高达1189万元，其中3注采取了
追加投注，再获713万元追加奖金，
单票奖金达到1902万元。本期桂冠

由江苏南京一彩民摘得，其单票奖
金达到2378万元。

大乐透第15054期开奖号码为：
前区“02、09、15、24、34”，后区“03、
09”。本期7注头奖分落在河北(2注)、
江苏(4注)和河南三地。7位幸运儿均
采取单式投注方式，最高花费仅为
10元。

河北唐山和河南洛阳的2注头奖

共中得1189万元(包括500万派送奖
金)。而河北廊坊、江苏南京和江苏镇
江的3注头奖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的
方式，多收获713万元(包括派送奖
金)，单票中奖金额达到1902万。

本期最高头奖来自江苏南京一
站点。该中奖票为一张2注号码的单
式票，采用了2倍投注的方式，仅花
费4元，共中得一等奖2注，总奖金达

2378万多元。遗憾的是，该彩民未进
行追加投注，白白错失713万多元的
追加奖金。

本期二、三等奖也不示弱。二等
奖共开出100注，每注奖金8 . 3 8万
元；其中1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5 . 03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个总奖金为13 . 41万元。三等奖开出
566注，每注奖金5098元；其中212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058

元。追加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8156元。

尽管本期开出7注头奖，大乐透
奖池依然维持在12亿元之上。值得
一提的是，将于5月16开奖的大乐透
第15055期除了有12 . 45亿元的高水
位奖池，还有4000万元派奖奖金等
待着幸运彩民前来冲击。 (陈星)

大大乐乐透透劲劲爆爆77注注千千万万巨巨奖奖
下下期期派派奖奖44000000万万

“3 . 6亿大派奖”的第二周已经
启动，面对如此给力的“大派奖”活
动，该采用何种方式“包抄”大奖
呢？

善用小复式
要想收获超高的奖金，复式、追

加和倍投是三种基本的投注方法，对
不少彩民来说也是“老生常谈”了。

就围捕大奖而言，复式投注是一
种很好的方法，尤其是小复式投注。
但是一些人认为，派奖期间采用小复
式投注会不会面窄了点？其实并非如
此，认为一张小复式投注不太保险的
话，建议可以采用多张小复式票的形
式投注，整体来说，投入还是会比一
张大复式票要划算一些。

以派奖第1期的两张中奖彩票为
例，当期内蒙古呼伦贝尔彩民采用的
是一张“13+2”的大复式票，投入为
2574元；江西赣州彩民采用的是一张
“9+2”复式票，投入252元。两张复
式票均中得1500万元头奖。从两者中
可见，一张“13+2”大复式票的投入

额，都可以买上10张“9+2”复式票
了。

追加或倍投方式，是使大奖成色
增加的重要手段，如果投注时资金量
充足的话，可以顺手采用追加或倍投
的方式。

选号很关键
其实，不管是采用何种投注方

式，要想中得大奖，前提是要选号准
确，那么怎么样选号才能更精准呢？
其实可以从往期开奖号码中看出一些
规律。

以第15051期的开奖号码为例，
当期开出了“01 02 11 16 21 + 01
05”，前后区共出现了4个“1尾”号
码——— “01、11、21 + 01”。平时
细心观察奖号的彩民会发现，这种同
尾号码开出的现象其实时有发生。在
第15041期，这4个号码就曾完整地开
出过。

在同尾号的选择上，一次出现同
尾号最多为5个，选号时，可先敲定
选哪一个尾数，如选择4尾，则一次

性可选择“04、14、24、34
+ 04”，5个号码的选择

就可搞定了。还可以根据自
己的判断，选择一次可能会
出现的同尾号个数，进行选
号的搭配。

还比如，3字头大号的热
开往往会引发大奖井喷；连
号、重号的开出等等，只要
仔细观察往期号码，均有迹
可循。派奖期间，建议彩民
可适当观察号码走势图，说
不定会比机选效果要好一
点。

调整心态 理性购彩
调整购彩的心态，根据

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理性
投注，这是派奖期间彩民最
需要注重的问题之一。一些
彩民一听大派奖开始了，而
且是3 . 6亿元的大派奖，一时

头脑发热，异想天开，掏出巨款来购
买超级大乐透，这可就糟糕了。

以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那张“13+
2”大复式票，一次投入为2574元。
客观来看，在呼伦贝尔当地，一般工
薪族的月薪也就3000元左右，彩民相
当于拿着月薪一次性投入。这种投注
方式对普通的上班族来说显然是不合
适的。

在第15052期、15053期，先后又
中出了2400万元、2324万元和2注1542

万元头奖。这4个头奖均出自单式投
注票，单张投入不超过20元，中国彩
市单注最高奖——— 2400万元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 5注 1 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票。

并非一次性投入大，就一定能中
得大奖。从超级大乐透开奖的随机性
特点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建议彩民
在派奖期间，不管单期派奖奖金有多
高，都一定要记得懂得“把持”，理
性购彩，莫一时被超高的奖池水位和
派奖奖金冲昏了头脑。 (陈敏)

大乐透3 . 6亿元大派奖火
热开启，广大彩民热情高涨，
纷纷向大奖发起冲击。相对于
全国彩民来讲，山东彩民更幸
福，因为在3 . 6亿的派奖同时，
山东体彩还有iPhone6 plus手
机、名牌自行车、水壶、购物小
拖车等多种礼品相送。这不，
活动刚开始，莱芜就传来喜
讯 ，两 位 彩 民 分 别 中 得 了
iPhone6 plus手机和61万奖金。

爽！12元彩票喜中iPhone6
plus手机

“我做梦都想有个好手
机，没想到今个儿梦想成真！
你们的服务也太好，没想第二
天我就拿上了手机”，彩友老
刘(化名)激动地接过体彩中心
工作人员送来的苹果iPhone6
plus手机，旁边几个彩友也纷
纷围上来，不断赞叹老刘好运
气。

5月5日，大乐透3 . 6亿大派
奖活动第二天，幸运大奖就在
莱芜19097号投注站诞生了，彩
民老刘投注的是6+2的12元小
复式，打出彩票后一看，序列
号后5位数字是5个6，“您中了
幸运号一等奖，送苹果手机一
部”，销售员小付激动的对老
刘说。为了让老刘尽快能用上
新手机，省体彩中心第二天就
将中奖手机发到了市体彩中
心，由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亲
自送到彩民手中，于是出现了
开头那一幕。

伴随着大乐透3 . 6亿元大
派奖的开启，我省还自主开展
了“亿元派奖还有豪礼”活动，
活动时间从大乐透第15051期
(5月4日晚20:10开售)-第15070

期(6月20日晚20:00停售)，共20

期。活动一是“幸运号中奖”，

活动期内，凡在山东省内实体
销售网点购买大乐透彩票，单
期单票金额满12元且符合以
下条件的彩民，均可获赠相应
礼品。一等奖：所购彩票序列
号最后五位数字为66666的，奖
励价值6000元“苹果 iPhone6
plus”手机一部；二等奖：所购
彩票序列号最后四位数字为
6666的，奖励名牌折叠变速自
行车一辆。 活动二是“买就
送”，活动期内，凡在山东省内
实体销售网点购买大乐透彩
票，满一定金额还可获赠相应
礼品：单期单票金额满 2 4元
的，即送2元大乐透彩票1注；
单期单票金额满188元的，除
获2元大乐透彩票1注外，还可
在购票网点获得无尾真空运
动水壶一个或购物小拖车一
辆，实物奖品先到先得，送完
为止。

强！12元中了61万大奖
5月6日晚，大乐透15051期

开奖，莱芜一彩民斩获当期二
等奖，因为投注的是12元的4

倍 单 式 追 加 票 ，奖 金 高 达
616656元。

据19083投注站销售员小
赵回忆，6号晚上7点多，一伙
子进店后，先是给他推荐了大
乐透，但他还是先刮开了即开
票，后来看到大家都在买大乐
透，也对小赵说，我也买一注
大乐透，追加机选就可以。小
赵随口说，昨天咱们市有个投
注12元中手机的，要不你投4

倍碰下运气吧，小伙子很痛快
地说，好，就买12元的吧，谁也
想不到，一张61万元的大奖票
就这样奇迹般地诞生了！目
前，中奖彩友已兴高采烈地将
大奖领回了家。 (李永)

5月8日，“中国体育彩票”2015

年泰安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暨岱岳
区第三届环湖健步走活动在粥店办事
处天庭乐园健身广场举行。全区机关

干部群众2600余人参加活动。在全民
健身活动展演中，广场舞、健身腰
鼓、健身操、太极功夫扇等项目同台
竞艺，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一年的全民健身月总与“中国
体育彩票”密切相连，通过这种形式
的冠名合作，旨在倡导广大市民群众
最大程度地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中，
做到“天天有活动、人人都锻炼”，
丰富市民的健身文化生活，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不断
提高生活品质。

据悉，2015年是泰安市第20届市
运会和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举办
年，这次“体彩杯”活动拉开了泰安
市全民健身盛宴的序幕，未来几个
月，将会有60多个项目的市级比赛陆
续举办。 (刘凯)

在“快乐扑克3”众多的投
注方式中，豹子单选以其6400

元的超高单注奖金，成为了彩
民们最为关注的玩法之一，而
通过倍投豹子单选挑战高额
奖金也自然是众多彩民最惯
用的手法。枣庄彩民小刘 (化
姓)就对豹子单选玩法情有独
钟，近日，运气超好的他准确
把握住了遗漏期数，通过3个K

的豹子单选投注，一举拿下了
7万多元的奖金。

中奖前几日，小刘通过查

看遗漏及走势，感觉豹子号码
近期有开出的迹象。在重复多
次计算完遗漏期数后，小刘决
定再等几日。5月7日中午，小
刘来到站点，在确定完豹子号
码没有出现后，果断开始“K
K K”的豹子单选倍投，一直
到下午3点，小刘一直目不转
睛的看着快乐扑克3的号码走
势，十多分钟后，第39期终于
开出了豹子号码，而这号码正
是小刘投注的“K K K”。

(金鑫)

领iPhone6 plus手机、中61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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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小伙获扑克3奖金7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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