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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14日 第 201908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27 32 05
奖池累计金额 ： 90739563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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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2019072期开奖，当
期开出红球 02、09、13、15、22、30，
蓝球15。全国共中出一等奖10注，单
注奖金699万余元。而我省彩民在本
期表现非常给力，共中出了3注一等
奖，中出这3注头奖的幸运站点分别
为益阳沅江市草尾镇农贸市场
43074027站点、 长沙县华润置地二
期A区第43015240站点和长沙雨花
区城南东路362号43019775站点。

近日， 益阳彩民刘先生在家人
的陪同下领取了这笔属于自己的幸
运大奖。 刘先生年纪不大， 彩龄不
小，双色球期期不落。双色球的号码
也是随意选取的， 此次中奖的彩票
就是用家人的生日组成的一注号
码，然后进行守号，这一守就是5年，
这期间小奖也中过一些， 谁都没想
到会有一注大奖降临在他头上。刘
先生表示自己开奖的当天晚上就知
道中了大奖，心情还是很激动的，随
后将这个消息与家人分享。 平复心
情后， 大家商量一起陪刘先生来省
中心领取奖金， 见证这一激动的时
刻。 刘先生的家人中也有不少的福
彩彩民，看到刘先生获得大奖，都非
常羡慕， 纷纷表示自己会跟刘先生
一样坚持购彩， 希望下次来省中心
就是自己来领奖了。

对于奖金，刘先生已经有了明确
的安排， 除去给小孩的教育基金，其
余的就用来改善一下自家的生活,然
后回家再另外选一组号码，继续自己
的“守号事业”。 ■钟琪 经济信息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14日

第 2019188期 开奖号码: 4 4 6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278
278
0

1040
346
173

289120
96188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最开始做过搬运工、 快递
员等其他工作， 但时间不自由，
没法照顾孩子。”颜苗说，孩子生
病后便从外地赶回家照顾，昂贵
的医疗费用让他不得不四处兼
职。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在
车站南路一带送外卖，下午则赶
往病友介绍的河西工地打工。

10日中午12点半， 颜苗来
到车站南路一家煲仔饭店，和老
板确认订单后，马上骑上电动车
驶向目的地。他告诉记者，送一
单可以挣6元多， 距离远一点的
单还有提成，多劳多得，很适合
他这种需要随叫随到的病患陪
护人员。

“最开始不熟悉路， 有些地

址不好找，下雨天路滑，晴天晒，
没办法，总要熬过去。”他说，现
在对附近区域网格快地图已烂
熟于心，一般的订单不需要手机
导航，便可以轻松送达。

下午4点， 颜苗已在河西岳
麓区某工地工作2小时， 他戴着
保护绳， 站在高楼围挡内粉刷，
将一桶桶水泥平整得黏在内墙
处，“以前就是做粉刷、 油漆的，
上手很快。”他说，除了粉刷，工
地领导还吩咐他扛沙袋、搬运瓷
砖等劳力活。不算强壮的颜苗扛
起两袋沙袋， 眼角挤成一条缝，
奋力站起来后扛着属于他的责
任，义无反顾向前走去，浅坑稀
泥中，留下一排排深深的脚印。

1岁多的孩子患上白血病，治疗费用巨大 为救子，90后父亲兼职数份穿梭街头和工地

“孩子还那么小，我不想放弃”
7月10日，长沙，晴，中午时分室外温度达到30℃，

颜苗来不及擦拭额头上的汗珠， 迅速抢下一单外卖订
单，匆忙赶往车站南路的商家等待出货。

“中午送外卖，下午去工地做事，多赚点钱给孩子
治病。”颜苗说，儿子辰辰在1岁3个月时患上白血病，如
今半年过去，已化疗6次，耗费近20万元，让本不富裕的
家庭难以支撑。 这位90后的二孩爸爸
兼职数份，在酷暑烈日下奔波。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缘由】“他还那么小，我不想放弃”

“毫无先兆地反复高烧不
退，当地医院不收，送到湖南省
儿童医院确诊为白血病， 危急
类。”1990年出生的颜苗已是两
个孩子的父亲，2018年年底，小
儿子辰辰突患白血病，打乱了这
个原本平静幸福的小家庭。

7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湖
南省儿童医院血液科，辰辰正拿
着手机和5岁大的姐姐视频“聊
天”，嘴里嘟囔着什么，见到陌生
人稍显抗拒。

颜苗自己的童年过得并不
轻松，16岁就外出务工， 做过很
多工作，之前主要在工地上负责
外墙粉刷、油漆。由于孩子生病，
他需多次回家照料，工地也回不
去了。

“孩子做了6次化疗，前后共

花了快20万元，家里实在拿不出
钱来了， 眼看着孩子有所好转，
实在不忍心他再受磨难了。”颜
苗告诉记者，孩子生病时有亲戚
朋友曾劝他，白血病较难治愈不
如放弃，“说我们夫妻还年轻，再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更好。” 看着
孩子稚嫩的眼神，牙牙学语叫唤
“爸妈”，颜苗笃定地说道，“我不
想放弃”。

辰辰年纪太小，每次做完化
疗都会伴有并发症，“深夜凌晨
嚎啕大哭，撕心裂肺，我们只能
抱着他去病房外的走廊哄，孩子
疼得把身体弯成弓形……”颜苗
的母亲噙着眼泪说，孩子需要接
受一年的化疗，病情不恶化才能
采用药物维持，彻底治愈需要骨
髓移植，费用50万元。

【执着】 烈日暴雨下送外卖扛沙袋，守住希望

本报7月14日讯 7月13
日19时59分， 中村桥隧所值
班领导和值班人员接到监控
员报告， 在监控视频中发现
武深高速八面山隧道北往南
K553+240处出现多车滞留
隧道的情况。就此情况，工作
人员在更改信号指示灯封闭
隧道、 开启广播呼叫提醒等
一系列安全应急操作后，第
一时间通知高速交警、路政、
应急救援等各部门赶赴事故
现场。

20时22分， 桥隧所工作
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事故位
置一辆运载医疗用品集装箱
的大货车撞上隧道右壁，集
装箱直直地斜在超车道上，
而车头因为碰撞隧道内壁，
在行车道上来了一个大“反
转”，突然“回眸”，阻断了隧
道内两个车道， 造成交通暂
时中断，隧道内车辆、人员滞
留， 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
伤亡。

由于车辆撞击和挤压油
箱破裂， 柴油严重泄漏，同

时， 滞留在隧道的车辆上的
人员仍在隧道内走动观望，
如果这时候有人在事故现场
吸烟后果将不堪设想。 工作
人员立即摆放反光锥筒做好
现场前期安全维护， 同时引
导观望人员疏散远离事故车
辆， 告诫滞留车辆禁止在隧
道内吸烟， 开启广播喊话劝
导后方司乘人员不要下车随
意走动， 并将情况反馈给应
急办。

最终经过多方努力，21
时16分， 隧道保洁人员撒锯
木灰将泄漏到路面的柴油清
理掉。22时49分，施救拖车将
事故车辆整体拖至行车道，
紧急抢通超车道， 交警指挥
后方滞留车辆有序通过。23
时59分， 桥隧所和路政人员
清理完毕事故现场， 事故车
辆拖离八面山隧道， 各交通
管制点解除交通管制， 隧道
双车道恢复通行。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亚双

实习生 丁子琦 文潇

守出来的双色球大奖大货车意外“回眸”
隧道被阻断交通4小时

7月10日下午，颜苗在工地扛沙袋。 7月10日中午，颜苗在药店送外卖。 张洋银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13日

第 2019187期 开奖号码: 1 1 2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683
1830
0

1040
346
173

710320
63318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