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寒窗苦读日，今朝金榜题
名时。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再一次
落下，又有很多学子即将踏上新的
求学之路，然而许多人手捧录取通
知书，内心却喜忧参半，喜的是终
于拿到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
书，赢得了进入高等学府的宝贵机
会；忧的是家庭的贫困让他们的逐
梦之路，异常的坎坷与艰辛。

为了让更多品学兼优的寒门学
子能够圆梦大学，日前，由山东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齐鲁晚报、大
众网联合举办的“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正式
启动，将为全省100名贫困大学新
生每人提供4000元助学金，40万元
助学金帮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本次活动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报名时间为7月8日-8月18日，
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院校录取
的山东籍2015年应届高中毕业贫困
生，均可以登录“大众网”(http://
vote.dzwww.com/sysdzwww/upform
/ g r a n t 1 / ) 或 “ 山 东 体 彩 网 ”
(www.sdticai.com)进入“情系革命
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
名。报名需要完整填写报名资料，
并提交本人相关材料的电子版，包
括身份证(双面)、户口本(索引页及
本人信息页)、大学录取通知书(若
未收到录取通知书，须提供录取证
明)、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村委
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
(加盖公章)。

据悉，这已经是山东体彩连续
第8年开展“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
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8年来
山东体彩累计出资320万元，帮助
1000名寒门学子顺利迈入大学校
门。

作为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和先锋
者，山东体彩一直致力于回报社
会，目前我省已筹集了200多亿元
的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社会保障
基金、残疾人事业、城镇和农村医

疗救助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源源
不断地将爱心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
落，山东体彩的关爱正惠及越来越
多的人。开展“六一”爱心助学活
动，为全省上百所学校捐赠了价值
2 0 0多万元的体育器材和学习用
品；连续三年开展“公益体彩快乐

校园”爱心助学工程，累计为全省
330多所中小学捐赠了价值520多万
元的体育器材和图书，让更多的孩
子享受到了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举办公益晚会，丰富群众业余文化
生活；举办孤独症儿童趣味运动
会，为“星星的孩子”送去温暖；

爱心捐赠贫困家庭、慰问病患、关
爱环卫工人、关爱老年人的生活和
健康……爱心无止境，今后，山东
体彩将会一如既往的扶贫助困、热
心公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体
彩大爱。此次爱心助学活动的举办
是山东体彩助力公益的再一次体

现，将为更多贫困学子提供鼎力支
持，帮他们托起梦的翅膀，在知识
的世界里尽情翱翔。

报名细则

◆报名时间：
2015年7月8日—8月18日

◆报名条件：
1、山东籍户口；
2、家庭贫困；
3、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
院校录取的2015年应届高中毕业
生；

4、学习刻苦、积极进取、品
行端正。
◆报名方式：

登 录 “ 大 众 网 ”
(www.dzwww.com)或“山东体彩
网”(www.sdticai.com)进入“情系
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
彩爱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进行
报名。
◆报名要求：

1、报名学生须在“情系革命
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提交填写
完整的报名资料。

2、报名学生须在“情系革命
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按要求提
交本人相关材料的电子版：(1)本
人身份证(双面)；(2)户口本(索引页
及本人信息页)；(3)大学录取通知
书(若未收到录取通知书，须提供
录取证明)；(4)户口所在地的居委
会、村委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
贫困证明(加盖公章)。

3、凡提交信息、资料不全或
不属实，均视为无效申请。

咨询电话：0531-82053018
0531-82028956

受助学生名单公布渠道：山东
体彩网、齐鲁晚报、大众网。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

4400万万助助学学金金资资助助全全省省110000名名贫贫困困大大学学新新生生

22001155年年山山东东体体彩彩爱爱心心助助学学活活动动开开始始报报名名啦啦！！

顶呱刮又中奖啦！近期，泉城彩民可
谓接连中取顶呱刮大奖，25万，10万，应
接不暇。这不，2个10万大奖没领几天，
“甜蜜蜜”又爆出了一个头奖，这次中奖
彩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济南小伙小张 (化姓 )是个铁杆刮刮
族，比较衷爱顶呱刮的5元系列彩票，常
出大奖的“麻辣6”，“甜蜜蜜”是他每
次必刮彩种。7月1日，小张来到02846体
彩站点，看到很多彩民在刮“顶呱刮夏日
欢乐送”活动的票种，就刮了一张“十倍
幸运”，刮到第五张就刮出100元。小张

拿着中奖彩票对站长说：“中1 0 0送2 0

，那就再给我拿4张‘甜蜜蜜’吧！”
小张接过彩票后，仔细刮起来，刮到第四
张就刮出了10万大奖。

领奖时，小张说：“我基本上每次刮
‘麻辣6’或者‘甜蜜蜜’，都会刮出奖
来，刮彩票是个乐趣，每次刮出奖金来都
很惊喜，顶呱刮经常有回馈彩民的活动，
我经常收到意外惊喜，‘甜蜜蜜’这次不
是活动票种，但能刮出10万大奖还是超级
惊喜，这也是对我执着喜欢顶呱刮最好的
回报。” (小荷)

体彩高频玩法11选5开奖快，凭
借其灵活多样的玩法满足了不同彩
民的投注需求。我省彩民在这一玩法
中，纷纷采取多种方式，“花样夺金”，
上演了一幕幕中奖好戏。

多倍投注：济宁彩民夺金4万元

彩民梁先生(化姓)就认准了任
选五奖金成色高这一优点，每次玩11

选5都会专挑任选五。最近，梁先生又
一举收获 7 5注任选五，奖金总额
40500元。“我接触11选5就是从玩任
五开始的，虽然中奖稍微有点难度，
但买彩票，就要相信自己的运气！”梁
先生兴奋的说着他的购彩体会，“我
发现不少朋友喜欢打复式，我却偏爱
选取一注号码投多倍。13号那天，我
在选号前观察了前几期的号码走势，
将比较热的几个号筛选出来，组成一
组任五号码投了25倍，后来感觉不过
瘾，又马上让彩票店老板额外加了50

倍，结果真的全中了！”

多期投注：淄博小伙夺金2 . 9万

淄博彩民小周(化姓)则是靠多
期投注收获了11选5大奖。小周接触
11选5的时间并不长，一次偶然的机
会，下班后的他路过一家体彩站点，
当时恰逢店内的一彩民中得11选5大
奖，笑声、祝贺声络绎不绝，小周也深
受感染，于是加入11选5大军。6月24

日，小周来到了淄博高新区07004站
点，在走势图前观摩一番，几经思量，
最终敲定04、06、01这组数字，打了一
注前三直选，倍投了25倍，并连续打
了10期，投注金额500元。就在第67期
上，开出了这三个号码，为他带来了
29250元的奖金。

(殷月 赵欣)

体彩大乐透奖池再创历史新
高！ 7月 8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5078期开奖，当期唯一一注头奖
花落福建，由于采取追加投注，
总奖金达1600万元。本期开奖过
后，大乐透奖池滚存至14 . 39亿
元，再度刷新中国彩市奖池最高
纪录。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为 ： 前 区
“19、24、26、28、33”，后区
“ 0 1、 0 2”。前区开出全大组
合，合值达到“130”。前区奇偶
比2比3，偶数稍占上风，“1”路
号码及“3”路大号各占一席，
“2”路号码强势开出3个。本期
前区开出的号码多为热号、温
号，号码“19”隔1期开出，号码
“26”缺席2期后便再度出现，号
码“28”则成功实现两连开，号

码“33”跃升为大热号码，近7期
开出4次！目前前区最冷号码为
“32”，已缺席19期。后区开出
“01、02”全小组合，其中号码
“02”实现两连开，目前后区最
大遗漏号码为缺席 1 9期之久的
“03”。

唯一一注头奖出自福建厦
门，中奖彩票为一张单式追加
票，花费15元对5组号码进行追加
投注。大奖得主除收获1600万元
追加头奖外，还锦上添花命中一
注六等奖。

当期二等奖共开出31注，单
注基本奖金28 . 8万元，其中10注
采取追加投注，每注多得17 . 2万
元追加奖金。三等奖井喷364注，
单注基本奖金0 . 99万元，其中91

注采取追加投注，每注多得0 . 59

万元追加奖金。
左手大奖，右手纪录。大乐

透千万大奖中不停，但得益于彩
民得热情，大乐透奖池持续稳步

增长，屡破最高纪录。本期开奖
过后，大乐透奖池滚存至14 . 39亿
元，再度刷新纪录。

(兆封)

多期、倍投各自给力

我省彩民“花样夺金”
顶呱刮再送“甜蜜蜜”大奖

济南彩民喜中10万元

大乐透爆一注1600万 奖池14 . 39亿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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