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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5141期开奖。投注前，江
苏彩民李先生认真查看了走
势图，发现蓝号02接近60期
没出了。而之前，他已守蓝号
02十几期了，当期他依旧投注

蓝号02。但他对红号有些拿
不准，所以就把认为可能性较
大的12个红号全部买下。

没想到，当期开奖后，蓝
号02果然被他守中，可惜红号
只中了4个。虽然他没有赢得

大奖，但中了四等奖28个，五
等奖224个，六等奖672个，合
计共 924 个，中奖金额累计
11200元。

“中大奖毕竟是少数，这
只是我闲暇时的一个爱好，这

次能中奖已经很高兴了，而且
中了五位数呢，做人知足常
乐。”兑奖时李先生说，之前也
不断收获小奖，但购买福彩就
是为公益事业献爱心，自己得
到了快乐，心里也满足了。

福彩3D
第338~340期预测

未来三期，笔者比较看好小号0
或1。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0148-235679，前者四码中至少包含
一个奖号，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

笔者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
01、14、56、79、69、66、99、23、25、35、
44、88。

跨度参考2、3、4、5、6、7、8，和值
参考09至20区段。

不 定 位 组 选 试 荐 ：027、035、
037、038、045、047、057、058、138、
145、146、149、156、247、249、345、
346、347、348、358、368、378、457、
458、467。

双色球第14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8、10、11、14、
18、19、22、25、27、28、33。

蓝色球试荐：01、05、06、10、12。
徐新格

专家荐号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042866元
12762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27973844 元，全省投注总额：
14019190元，奖池累计金额：1248915010 元。

红色球
13

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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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5145期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21注
2399注

47452注
480349注

全国
中奖注数

14注
143注

1621注
71850注

1268383注
11157945注

“排列3”、“排列5”第15337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5901注
0注

860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7注

913

91394
排列3投注总额152083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9176456元。

每注金额
1218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337期中奖号码
3 4 12 18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54034元，中奖
总金额为238924元。

中奖注数
6注

460注
7947注
266注
449注
1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337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15284元。

中奖注数
337注

0注
857注

中奖号码：624

7天13场足球比赛入选竞彩单固赛程

恒大世俱杯首战墨西哥美洲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随着欧洲各赛事的告一段落，主流联赛强队开始回归国内联赛，再者冬歇期临近，各联赛球队必然努力争取
获得好的排名，过个舒心的假期。从竞彩网获悉，最新一周期（12月11日~12月17日）有13场足球比赛入选竞彩单固赛
程，其中包含多场英超、意甲等联赛的比赛。此外，本周期还将迎来2015年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世俱杯）开幕，而刚
刚取得2015赛季亚冠冠军的广州恒大将代表亚洲再度出战。

13场比赛入选单固赛程，世俱杯拉开战幕

从竞彩网获悉，北京时间
12月 11日至 12月 17日，有
13场比赛入选竞彩足球胜平
负及让球胜平负单关固定奖
赛程。在各大联赛方面，有澳
超的阿德莱德联vs悉尼（12
月11日）、英超的西汉姆联vs
斯托克城（12月12日）、伯恩
茅斯vs曼彻斯特联（12月13
日）、西甲的巴列卡诺vs马拉

加（12月13日）等。此外，即
将在本周拉开战幕的世俱杯
也有多场比赛入选，如墨西哥
美洲 vs 广州恒大（12 月 13
日）、巴塞罗那vs半决赛B队
（12月17日）等（具体场次及
时间安排请参考当天的受注
赛程）。

由于欧洲各大联赛方面
已没有太多的焦点比赛，而各

大强队现在要做的就是多挣
积分，保持名次，快乐地过个
圣诞节。所以，如果论观赏性
和看点，那接下来将要开战的
世俱杯倒是值得关注。其中
最值得期待的就是世俱杯四
分之一决赛中：亚冠冠军广州
恒大vs中北美冠军联赛冠军
墨西哥美洲。

在11月21日，2015年亚

冠联赛决赛次回合，广州恒大
以总比分1∶0战胜迪拜阿赫
利，三年内两夺亚冠冠军。同
时，广州恒大也获得了代表亚
洲参加今年世俱杯的资格，这
也是恒大自2013年之后第二
次参加该项赛事。如果广州恒
大能在世俱杯首场比赛中打败
对手，那么他们将进入半决赛，
挑战西甲豪门巴塞罗那。

代表亚洲出征，恒大再战世俱杯

据了解，本届世俱杯，广
州恒大的首个对手墨西哥美
洲最近状态似乎不佳，在墨西
哥秋季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以0
∶3败给美洲狮队，并被罚下2
人。次回合，尽管墨西哥美洲
以3∶1大胜对手，但仍以总比

分3∶4止步联赛四强。在墨西
哥联赛常规赛中，墨西哥美洲
9胜1平7负仅获得第六名，同
时又传出了队长兼中场核心
鲁本·桑布恩扎即将离队消
息。此外，球队中场核心、墨
西哥国脚格梅斯也因伤未能

出征世俱杯。
广州恒大方面，无论是在

中超赛场上还是在亚冠联赛
中都取得了骄人成绩，可谓气
势如虹，且从出征世俱杯的阵
容上来看也不输墨西哥美
洲。而从相关夺冠赔率榜上

看，广州恒大与墨西哥美洲的
赔率要么持平，要么相差无
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两支球队的实力可谓不分伯
仲。至于广州恒大届时能否
顺利闯过第一关，进而刷新历
史成绩，仍需拭目以待。

两位老彩民 守号中大奖

守号多年，揽入两注双色球二等奖

12月1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5141期开奖，广西彩民收
获4注二等奖。12月3日，收
获其中2注的彩民王先生，来
到广西福彩中心兑奖。

作为一名老彩民，王先生
透露自己并没有什么买号技
巧。“我买双色球，多年来就变

过2次，第一组守了一年，不怎
么喜欢，换了一组，就一直守
到现在。”王先生说，他是个有
耐心的人，多年来风雨无阻，
每期都会买1注2倍4元的彩
票。

在办理领奖手续的过程
中，王先生如数家珍地说出自

己这注宝贝号码的来源：“38、
25，在别人眼里是不好的数
字，而我偏偏觉得不好的会变
美好，所以我选了 03、08、
25。19是因为我在家里排名
19，至于27、28，则是我孩子跟
爱人生日的尾数。所以 03、
08、19、25、27、28这组数字我

一买就是好多年。”
此次中了13多万元，老王

喜出望外，第一反应就是要给
妻子一个惊喜。“老伴跟了我
这么多年，我还没给过她惊
喜，临出门前，我也没直接告
诉她，准备等转账的时候，给
她一个惊喜。”王先生说。

他乡彩民

1

2 守蓝号，买入12个红号击中924个奖

据中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