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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董明分配到唐
河县一个山村小学，这里位于河
南、湖北二省交界处，是河南省西
南边缘，小山村远离城市的繁华，
没有装潢华丽的超市，没有五彩
炫目的霓虹灯，没有豪华的酒店。

这所山村小学，教学条件十
分简陋，操场是坑坑洼洼的碎石
地面，晴天时烟尘滚滚，雨天则泥
泞不堪，更不要提什么体育器
材。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体
育是一个遥远的世界，运动是一
个模糊的梦想。学校里开设的主
要课程是语文、数学，在山里人的
眼里，体育是可有可无的次课。
在这里，体育课叫劳动课其实更
加确切一点，每周两节的体育课，
学生是不用上课的，他们往往会
跑回家里帮忙干农活，帮家里放
牛，所以村民又把这些放牛娃所
在的班级叫放牛班。

一切都在2013年11月15日
这天发生了变化。这天，河南省
体彩中心开展的“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活动，一辆满载体育器材的
汽车开进了这所乡村小学，河南
省体彩中心赠送的篮球架子、乒
乓球台子、足球、乒乓球、羽毛球、
跳绳都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里，
董明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到体育
运动时，发现他们对体育知之甚
少，他认真地给孩子们讲了许多
体育运动的知识和故事，从孩子
们渴求的眼神中，他得到了莫大

的鼓励。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增强了

孩子们的体质，使孩子们健康向
上，挑战意志力和爆发力。得益
于“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孩子们
学会了很多体育项目，拍篮球、投
篮球、打乒乓球……

学校的体育课逐步步入了正
轨，各种各样的项目都受到了孩
子们的欢迎。每天一下课，孩子
们便像快乐的小鸟一样飞向操
场，只看见操场上呼啦圈转着大
圆圈，毽子踢得满天飞，乒乓球也
打得有模有样，孩子们各个活力
四射。

与孩子们的朝夕相处，董明
感知到他们那一颗颗弱小又强烈
的渴求之心，孩子们一直都期待
着学习更多关于运动的知识，他
们更想看到运动场上真正的竞技
场景。学校在每年的10月份开展
校运会，把全校学生分为各种小
组，进行学习和比赛，孩子们成了
运动场上的健儿，在橡胶跑道上
留下飒爽的英姿，完美诠释了体
育精神。孩子们参加运动的激情
十分高涨，去县里参加运动会还
拿过好几个名次，那可是学校前
所未有的突破。

因为体育，我们与体彩结缘；
因为体彩，我们更亲近体育。体
彩，让放牛班的孩子遇见了春天，
他们的体育梦越来越近，享受同一
个世界下的同一个梦想。袁凯恒

本报讯 6月27日，大乐
透第 16074 期头奖未开出。
二等奖表现抢眼，追加后单注
奖金高达 49.29 万余元。当
期开奖结束后，奖池继续攀
升，滚存至32.53亿元。

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1、05、07、11、14”，后区开

出号码“03、08”。小号独霸
前区，最小号码是01，最大号
码仅为 14。后区开出“03、
08”一小一大，一奇一偶、一冷
一热的号码组合。

当期二等奖奖金成色十
足。二等奖开出29注，每注
奖金为30.81万余元；其中5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18.48 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49.29 万
余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体彩大
乐透奖池再攀新高峰，32.53
亿元滚存至本周三开奖的第
16075期。 河体

“快3”上市之前，我爱打
“赛马”，因为刺激，有挑战
性。后来两屏并立，“快3”优
点凸显，开奖快且返奖率高，
我又迷上了“快3”。

一开始，我对它的玩法很
陌生，常常弄得我一头雾水。
别小看这六个数字，变幻莫
测，神出鬼没。经过一番实
践，感觉打“快3”和“赛马”一
样，打热忌冷兼顾温。快三分

“红号”和“黑号”。“红号”又称
对子号，打对子号不仅看走势
图，还要参考跨度、和值。而
打“黑号”就比较得心应手。
我发现1，2，3，4，5，6六个数
中，2，3，5，6出现频繁，且经
常坐号，就在这几个数中排列

组合：235，356，236，256，结
果神了，屡屡击中。偶尔懒得
动脑，就打复式“2356”，尽管
奖金少些，但命中率颇高。我
将这个组合，介绍给彩友们分
享，大家呼之为神号。1，4虽
然相对懒惰，但也不可小觑，
要相机调整。这中间，“豹子
号”和“拖拉机”亦不可不防。

“红号”和“黑号”一般会
交叉出现，或两三期一换，或
四五期一换。但有时，也会满
屏皆黑或满屏皆红，这一点要
判断准确。我还发现，“赛马”
与“快3”经常撞车。“赛马”刚
135，“快3”也跟着出135。“快
3”出 246，“赛马”也出 642。
这就看你是否留心。5月 7

日，“赛马”第 07042 期出
245，我冥冥中就有了感觉，
立马让老板打出“快 3”的
245，彩友老王见状，也紧跟
了一注。结果，“快 3”的第
0507042期竟神奇地出现了
相同数字。中了！老王很兴
奋，不无艳羡地说：“你看得真
准啊。”

打彩票，有运气成分，但
更要理性，不可沉湎其中。退
休了，打彩票就是图个乐，用
心用脑，既奉献爱心，又收获
惊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何
乐而不为呢？

老汉今年六十八，不爱歌
舞不羡花，小小彩票表心意，
笑慰夕阳满天霞。 杨红军

第16075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389592元，300000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6776139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注

11注
114注

1762注
23395注

282299注

单注金额
1890311 元

26979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8062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73期中奖号码
1 8 10 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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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886元，中奖
总金额为145778元。

中奖注数
1注

187注
4637注
173注
110注

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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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978元。

中奖注数
238注

0注
638注

中奖号码：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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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7134元
94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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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84738 元，全省投注总额
12488938元，奖池累计金额 838131500元。

红色球 蓝色球

06 10 11 12 20 25

第201607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62注
154注

1733注
79259注

1282334注
1078610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注
8注

52注
2836注

47947注
462641注

12

“排列3”、“排列5”第16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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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注
4552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0注

262

26234
排列3投注总额1367482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18626元。

七星彩第1607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5、8，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5、7，二位
3、8，三位 2、5，四位 5、8，五位 4、
9，六位2、6 ，七位3、7。

22选5第1617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 1∶4，重点号关注 06、12、20，
可杀号0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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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4 06 07 08
10 12 15 16 18 20 21。

排列3第16174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2、3、4。

个位：3、4、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看好大号组合五胆十拖

许昌彩民喜中双色球1002万元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曹亮

本报讯 6月21日晚，双
色球第2016071期开出红球
19、21、26、28、29、32，蓝球
01。当期全国中出4注头奖，
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我省
许昌襄城的一位彩民幸运中
得其中一注一等奖。近日，这
位中奖彩民张先生（化名）携
家人一起来到郑州领取了这
注双色球千万大奖。

张先生领奖时显得非常
安静，在跟工作人员聊了一会
之后才娓娓道出自己的购彩
经历。他自十多年前接触彩
票以来，就一直购买双色球，
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
所以每期买得也不多。正常
情况一期会买个两三注，赶上
双色球派奖或者当天感觉好
时才会多买一点。每期的号

码都是自己精挑细选过才会
投注，有时会有些收获，之前
三等奖和四等奖也中过几
回。这次中奖的彩票是5胆
拖10个红号的复式票，投注
金额20元。

6月20日下午，张先生像
往常一样来到当地福彩投注
站，店里有几个彩民热烈地讨
论着走势。当期红号他看好
大号组合，研究好投注号码
后，打票时投注站老板建议
道：“红号既然看好大号，那蓝
号就看小号，最看好的就是
01。”张先生当时脑门一热，就
接受投注站老板的建议，花
20元买了一组19+21+26+
28+29-20+22+23+24+25+
27+30+31+32+33-01的五
胆组合复式投注票。

开奖当晚，投注站发来中
奖号码信息，张先生惊喜地发
现，自己这次买的彩票竟然中
了一等奖，而且由于是全大号
组合，五胆全中，另外还中了9
注三等奖，奖金累计1002万
元。

在反复核对中奖号码确
认中奖后，张先生第一时间将
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家人，并决
定尽快领奖。

据了解，张先生为了给家
里老人治病已经欠了很多钱，
还有孩子上学。“太幸运了，中
了这注大奖，这下把我家里的
难题全部解决了！”领完奖后
的张先生如是说道。最后他
还表示，以后依然坚持购买福
利彩票，希望更多的彩民从福
彩中收获幸运。

放牛班的春天

再攀新高峰

大乐透奖池滚存至32.53亿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
注
﹃
大
河
好
彩
﹄

从
此
好
运
连
连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征文作品展示

福彩“快3”征文获奖作品刊登

打热忌冷补温，收获“快3”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