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4.2��星期四

A13

��������3 月 23 日晚，在
岳阳市临湘市 45542
竞彩店， 一位幸运的
彩民刮出顶呱刮 " 麻
辣 6"10 万元大奖。 大
奖得主徐先生告诉工
作人员， 由于喜欢足
球， 所以经常购买体
彩的竞彩足球彩票。
在分析投注结果感到
比较郁闷的时候，就
会选择即开彩票来放
松一下心情。 在众多
的票种当中， 最喜欢
的就是带有温馨祝福
的“甜蜜蜜”及非常有
个性的“麻辣 6”。

据介绍， 当天，徐
先生正好有出差到临
湘， 看到熟悉的体彩
站点， 便决定去体验
一下购彩乐趣。 徐先
生选择了 9 张连号的

“麻辣 6” 彩票来试一
下运气， 一口气刮到
第七张时，惊喜来了，
在中奖符号“03”下是
一个“10，0000”数字。
徐先生看到自己中出
10 万元大奖， 十分惊
喜， 当即打电话告诉
了自己的家人， 与他
们分享快乐。

就在徐先生刚领
完大奖， 郴州市兴隆
步行街体彩顶呱刮小

卖场也传来喜讯，一对
80 后情侣刮出了体彩
顶呱刮“十倍幸运”票
种 25 万元大奖。

谈起这次中奖，小
两口特别兴奋，他们都
是体彩顶呱刮的忠实
粉丝，每次到步行街散
步，都会到那里的小卖
场刮上几张顶呱刮彩
票，尤其对“十倍幸运”
这款游戏特别感兴趣，
觉得这款即开型游戏
简单、好玩，又有高达
10 次的中奖机会，并
且票种名称很有寓意，
相信一定能给他们带
来好运。

当天， 小两口让
销售员先拿了 5 张“十
倍幸运”， 前面四张都
未刮出奖金，感觉运气
不佳。谁知道第五张刚
刮出第一排的数字，小
两口便惊叫了起来，起
初他两还有点不敢相
信。 销售员一看，告诉
他们确实是中 25 万
元，他们才确信。 原来
中奖彩票显示第一排
的数字是 16， 正好和
中奖号码相同，而该场
游戏后面的奖金显示
为 250000 元，他们幸
运地获得了“十倍幸
运”一等奖。

��������近期， 长沙彩民连揽大
乐透二等奖， 保持着对头奖
的冲击势头。 3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彩民胡女士走进了长
沙市体彩分中心兑奖大厅 ，
不紧不慢地拿出一张彩票，
淡定地说道：“我是来兑奖
的，中了 5 注大乐透二等奖，
你们帮我算算多少钱！ ”原来
这 是 一 张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5032 期的单式彩票，所购号
码和开奖号码仅一号之差，
虽然十分遗憾地与千万大奖
擦肩而过， 但还是斩获了 50
万余元的丰厚奖金。

按照常理来说，彩民在知
晓自己中了大奖后都会在第
一时间领走奖金， 而胡女士
却先在家里好好地休息了一
天。 胡女士家住雨花区圭塘
路，是一位有着 10 多年彩龄
的老彩民，她特别喜爱体彩，

各种玩法都会玩， 也是家附
近 01441 体彩投注站的常
客。 她买超级大乐透从来都
是单挑，有时只买 1 倍，感觉
好的时候则会买 5 倍或 10
倍。

就在几年前， 她家的经
济情况并不太好， 为了供大
女儿上大学正准备卖掉房
子，这个时候一注体彩“22 选
5”的头奖犹如“雪中送炭”，
解了她家的燃眉之急。 今年
她的小儿子也已经读大三
了， 现在中了 5 注大乐透二
等奖，这 50 万元奖金能为儿
子将来完成学业提供经费保
障了。

这次， 胡女士所选号码前
区全中，后区如果将“04”换成

“07”的话那么就中得了 5 注大
乐透一等奖， 总奖金会接近
5000 万元。 虽然多少有点遗

憾，但胡女士表现得十分淡定，
“能中 50 万大奖已经很满意
了，今后机会还多的是，下次再
中一等奖”。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近
期推出的大乐透微信抢话费
红包活动， 刚一面世就受到
彩民们的热情追捧， 这一福
利不仅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
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升级 ，
更多话费卡券， 立刻中奖立
刻使用，最高 50 元面值卡券
等你来拿。

微信用户通过扫描二维
码 或 搜 索 微 信 号 ：
super-lotto， 关注大乐透官
方微信订阅号后点击导航

“抢话费”版块或输入关键词
“抢话费”，进入活动页面，在
活动页面点击“抢话费 ”按
钮， 即有机会获得微信话费
卡券。

�������在古代，黄金、白银曾是流通的货币，时至今日，仍然
是不少人投资的首选。 一向以丰厚大奖回馈彩民的即开
型体育彩票顶呱刮，也推出了一款“分量十足”的新票
-- 真金白银，该票面值 20 元，共 20 次中奖机会，最高
奖金 100 万元， 华丽丽的票面加上扎堆的百万大奖，有
望为彩友们呈现一场 " 真金白银 " 的饕餮盛宴。

据悉， 作为马年上市的首款百万大奖票，“真金白
银”是目前百万大奖中奖率最高的即开型体育彩票。 该
票的票面以金色和银色作为主导色系，金币和银币整齐
排列，彩友们可体验边刮边“淘金”的感觉。 该票分为“真
金”和“白银”两大游戏区，其中，“白银”区的游戏规则为
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的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
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紧随“白
银”区下方的“真金”区出现了翻倍中奖的机会：刮开覆
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的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
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 该票共 20 次
中奖机会，最高奖
金 100 万元，可谓
名副其实的“真金
白银”。

自 2009 年
推出首款百万票
种“点石成金”后，
顶呱刮百万大奖
的好消息就不绝
于耳，国内唯一一
款头奖 150 万元
的“宝石之王”推
出，更是引爆顶呱
刮热购的高潮。随
着“真金白银”加
入到顶呱刮百万
家族，彩友们又多
了一个中百万大
奖的新选择。该票
近日已全面登陆
我省体彩站点，大
家不妨前去感受
一下刮出“真金白
银”的畅快。

长沙老彩民喜中“超级大乐透”50 万
休息一天后才领奖

中大奖、拿 iPhone6�
顶呱刮好礼送不停
中大奖、拿 iPhone6！ 近期，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好礼送不停。

顶呱刮为彩民献上“真金白银”

�����3月下旬，顶呱刮新票“招财进宝”在全国各地铺天盖
地的上市啦！ 绛红与金色搭配出的喜庆票面、金属般的尊
贵厚重的质感、无处不在的财富概念，让这位面值 20 元，
20 次中奖机会，头奖 100 万的“新成员”，一时间红遍了大
江南北。

目前，“招财进宝 好运驾到” 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 彩民只要购买即开票“招财进宝”，如果单张彩票中得
50 元（含）以上奖金，即可参加抽奖，1500 部 iPhone6 等你
来赢！心动了吗？赶紧前往省内各体彩投注站试试手气吧！

10 万、25 万大奖相继中出 刮“招财进宝” 赢 iphone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