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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487024元，5862501.08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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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81302元，中奖
总金额为1953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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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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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694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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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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元
312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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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734448 元，全省投注总额
12287760元，奖池累计金额 1061458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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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排列5”第16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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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3注
0注

8887注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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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元

10万元排列5 80注

412

41241
排列3投注总额1354262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4057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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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1607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4、5，二位
1、3，三位 2、8，四位 1、4，五位 2、
7，六位4、8 ，七位2、5。

22选5第16167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 1∶4，重点号关注 02、09、14，
可杀号06、16；本期可能出现一组
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二区，推荐
一 个 小 复 式 ：02 03 04 07 08
09 10 13 14 17 18 20。

排列3第16167期预测
百位：0、2、8。十位：3、4、6。

个位：4、5、9。 夏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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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任性，扎堆送出。6
月14日晚9时50分，开封“中
福在线”永合丽景销售厅再次
开出25万元累积奖，让人不
得不佩服“福彩福地”的威
力。6月15日上午，大奖得主
张先生（化名）来到当地福彩
中心进行兑奖。

据了解，张先生当天晚饭
后来到销售厅，他虽然没有摘
得过累积奖，但是也曾亲眼见
证过三次大奖的开出。本打
算简单玩上几关的他，充值办
理了一张155元投注卡，并以

5注（单注0.2元）全投的方式
进行“连环夺宝”游戏的闯
关。在连续进行了三轮闯关
后，时间已接近销售厅结业时
间，本打算离开的他，由于投
注卡仍有百十元的金额，便开
始了第四轮闯关。新一轮闯
关至第二关，20个绿宝石和
恭喜中得累积奖的画面依次
呈现面前。“又中了！真又出
个25万！”张先生惊喜地喊来
工作人员一同回放中奖画面，
共同见证了开封市第 13个

“中福在线”大奖的降临。

4天开出3个25万元大奖

开封“中福在线”惊喜三连送
□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刘柯

核心提示 | 幸运不断，欢乐送出。近日，我省开封“中福在线”大奖扎堆开出，短短4天，
“连环夺宝”游戏开出3个25万元大奖，不仅让幸运者收获奖金，也让众彩民欢腾了一把，
共同见证了幸运者收获惊喜的时刻。

绿宝石落下，老彩民收获25万元大奖

6月11日下午5时许，开
封市汉兴路永合丽景“中福在
线”销售厅传来喜讯，彩民李
先生（化名）摘得累积奖25万
元。第二天一早，李先生前去
兑奖，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幸
运。

据了解，李先生是“中福
在线”的老彩民，由于工作原

因也没有太多时间投注，便趁
着端午假期过过瘾。当天下
午，李先生边投注“连环夺宝”
游戏边与邻座的彩友攀谈，游
戏进行至第二关，只见屏幕上
落下成片的绿宝石，也没敢想
能中累积奖，只是觉得能中几
百元。随着宝石爆炸动画消
失，显示“恭喜获得累积奖

250000元”的字幕。
“中了！真中了！”随着他

脱口而出的惊喜，引来十几位
彩民围观，纷纷让他回放中奖
画面，并拿出手机拍照。“开封

‘中福在线’经常出25万，一
直遗憾没亲眼见过，这次倒让
我自己中了25万，也算是过
了把瘾！”李先生说。

保持好心态，不经意间揽入足额奖金

如彩民所言，“中福在线”
大奖常出。6月 12日下午1
时许，开封市迎宾路“中福在
线”销售厅传来喜讯，彩民王
先生（化名）揽入累积奖25万
元。当天下午，王先生便来到
当地福彩中心进行兑奖。

王先生是老彩民，平日里
去销售厅玩上几轮已成为他
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兑奖
过程中，他也谈起自己的购彩
经验，“每次投注前都计划好
投注总额，保持好心态，买彩
票就是图个娱乐，中奖了肯定

高兴，不中奖时千万不能急，
可以降低投注分值，大不了今
天不玩，改天再来。”王先生
说，之前开封刚中出25万，有
人说这段时间不会出奖，但他
不信这种说法，没想到他自己
真的中了大奖！。

第四轮闯关，“恭喜中奖”字样呈现眼前

同学小辉给我打来电话，话
语中带着兴奋和骄傲：“小青，告
诉你个好消息，我们中了！”

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冷冰
冰地问道：“啥中了？你看你一惊
一乍的，吓得我这小心脏都承受
不住！”

小辉依旧是笑嘻嘻地说：“前
面我不是给你说过嘛，我们申请
了快乐操场，原想着那么多学校
申请，肯定轮不到我们，没想到竟
然通过了审核，马上他们就要给
我们送东西了。”

小辉是我的同学，毕业后各
自回到了家乡学校做了一名乡村
教师。要说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过
是几里地，却属于两个乡镇，彼此
之间的交流就少了许多，平日里
又各自忙着工作，见面的机会也
少，无非是隔段时间打个电话叙
叙旧而已。就在前不久，我们还
说起了学校体育设施的匮乏，平
日里在体育课上，孩子们只能在
空荡荡的操场里做“土游戏”
玩。我从大河报上看到“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活动的新闻，就给
他讲了快乐操场的发起和申请
流程，他听后，大为惊喜，当即表
示回去就跟校长说说，提出申
请。他的确这样做了，让人没有
想到的是，我已经连续为自己的
学校申请了两次，每次都是铩羽
而归，他的学校仅仅申请了一次，
竟被幸运选中，真心为他的学校

感到欣喜。
几天过后，小辉给我打来电

话，说东西已经送来，捐赠仪式也
举行过了，让我过去看看。其实
他原本打算让我参加捐赠仪式
的，可我课业紧张，实在腾不出时
间，只能放学之后过去。

骑上车子，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赶到了小辉的学校。为捐赠
仪式悬挂的条幅还在，现场还遗
留着热闹和开心，有不少孩子正
在操场上玩着那些新捐赠来的体
育用具。

小辉见到我后，先向校长做
了介绍，校长连声说着感谢的话，
然后就领我去了体育器材室，我
一看，什么呼啦圈、篮球、足球、羽
毛球拍、乒乓球拍、跳绳、拔河绳、
毽子……琳琅满目，品种丰富，禁
不住赞叹连连：“不错啊，看来人
家还真是用了心的，物品这么丰
富，又适合咱农村孩子用。”

“咋不是？人家快乐操场原
本就是专门为咱农村孩子而打造
的‘私人订制’项目。”小辉说。

好家伙，他倒比我更推崇起
这个项目来，要不是我介绍，你能
这么牛吗？

站在器材室的门口，我再一
次望向了学校的操场，那里有不
少尚未回家的孩子正在玩耍着，
我听到了他们天真而快乐的笑
声，它们刺破云天，传出去好远好
远。 徐嘉青

“私人订制”的快乐操场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征文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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