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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1350304元，787481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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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2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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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17注
173注

1778注
22575注

280424注

单注金额
0元

168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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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2145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87期中奖号码
9 10 12 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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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886元，中奖
总金额为310682元。

中奖注数
5注

529注
8281注
369注
445注
4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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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066元。

中奖注数
329注

0注
661注

中奖号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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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776元
261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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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72472 元，全省投注总额
12014330元，奖池累计金额 1042999580元。

红色球 蓝色球

01 16 17 24 25 32

第201608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88注

852注
37822注

755067注
628318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注
1注

36注
1460注

28906注
264160注

14
“排列3”、“排列5”第16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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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4注
0注

854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9注

307

30740
排列3投注总额12836552元；排列

5投注总额8118918元。

七星彩第1608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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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三位5、9，四位4、5，五位1、8，
六位4、7 ，七位6、7。

22选5第201618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5、10、19，
可杀号07、18；本期可能出现一组
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区，推荐
一个小复式：02 04 05 08 09 10
12 13 15 17 19 20。

排列3第16188期预测

百位：2、5、7。十位：4、8、9。
个位：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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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征文作品展示

6 月 30 日 ，双 色 球 第
2016075期开奖，阜城彩民丁先
生购买“7+1”复式票，喜中 1注
二等奖，奖金高达 267736元。

据悉，丁先生在阜城某单位
上班，平时喜欢买彩票，尤其对福
彩双色球情有独钟，每期都买。
购彩多年，丁先生逐渐养成了自
己选号的习惯。每到双色球开奖
日，他都对着走势图选号，每期固
定买 7个红球外加1个蓝球，从
不多买，这也是丁先生一向的惯
例，如此下来，每个月投入不多，
但常可享受中些小奖乐趣。

开奖当天，丁先生来到投注

站，一口气选了10个红球号码，但
最后还是杀掉了3个，依然买了1
张“7+1”的复式票。没想到运气
突 然 到 来 ，他 幸 运 中 得 1 注
267736元二等奖，同时还中得6
注四等奖，共获奖金268936元。

7月4日上午，丁先生来到市
福彩中心办理了领奖手续。谈及
中奖，丁先生仍然有些激动，他说
虽然每天想着中大奖，但当中得
二等奖时，还是感觉跟做梦一
样。对于今后打算，丁先生说先
将这笔钱存入银行，主要用于孩
子的教育经费，同时还会继续支
持福利彩票事业。

“老司机”很淡定，“新手”睡不着

大乐透千万大奖砸中俩彩民
□记者 吴佩锷

7月6日，体彩大乐透第
16078期全国开1注追加投
注头奖，单注奖金为1600万
元(含600万元追加奖金)，出
自吉林松原彩民杨先生（化
名）之手。

据了解，他凭借一张“6+
3”小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1
注、二等奖2注、三等奖5注、
四等奖10注，单票累计擒奖
1653万元。

7月7日，杨先生现身当
地体彩中心领走大奖。“我一

夜都没睡好，幸运来得太突然
了。”杨先生说，他今年20多
岁，是一家企业新入职的员
工。7月6日，杨先生和母亲
一起到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此
时路过了一家体彩投注站。
杨先生想：刚发了上班第一个
月的工资，买几注彩票碰碰运
气吧。于是，他走进一家体彩
网点买了一张体彩大乐透

“6+3”的复式追加票，前区选
号“07、18、19、29、31、35”，后
区选号“05、09、11”。

当晚，杨先生上网查看开
奖号码，发现自己买的号码中
了一等奖。“第二天天一亮我
就赶来领奖了。”杨先生说，虽
然他买彩票时间不长，但总觉
得大乐透单式投注中大奖不
容易，就干脆多选几个号码，
提高中奖几率。

对于奖金的使用，杨先生
说：“我不想改变现有生活，还
是想好好上班，过普通人的日
子。奖金先给老妈保存，她想
咋花就咋花吧！”

复式揽大奖，长春“淡定哥”领1031万元

7月9日，体彩大乐透第
16079期全国中出2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其
中长春市彩民张先生（化名）
用一张“6+3”小复式票，揽获
一等奖1注、二等奖2注、三等
奖5注、四等奖10注，单票累
计奖金达1031万元。

张先生今年40多岁，从
事销售行业，平时经常出差。
作为多年的大乐透忠实粉丝，

怕错过任何一期的大乐透，张
先生每次出差之前都要多期
投注，这次中奖的彩票为投注
3期的多期票。

说起投注经过，张先生
说：“我以前只买单式票，前一
阵听朋友说买复式票中了几
百元钱，我觉得复式票中奖机
会更大，就开始用复式投注，
没想到这次就中奖了。”开奖
当晚，张先生用手机查询开奖

号码，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是
大奖得主。“我觉得开奖号码
熟悉，就拿出彩票对照，刚开
始没看清，以为前区中了4个
号，再仔细看才发现所有的开
奖号码我彩票上都有！”

“虽然我中了大奖，但是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和住处，
没想好奖金怎么用，但我想拿
出一部分钱用来捐助孤儿和
失学儿童。”张先生说。

复式追加票，吉林新手彩民获1653万元

平常心购彩
幸运彩民获双色球二等奖
□记者 杨惠明

自选单式票，他揽入奖金23万元

7月3日，双色球第2016076
期开奖，山东中出11注二等奖。
次日上午，其中1注二等奖得主唐
先生来到当地福彩中心兑奖室办
理了兑奖手续。

兑奖时，唐先生很激动，他
说，自己家在外地，现在在东营打
工，一年前看到朋友在购买福利
彩票，于是自己也开始关注福彩，
没想到，现在就抱回了双色球二
等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唐先生觉得，玩彩不仅可以
给自己购买一份儿希望，还能调
剂自己单调的打工生活，也能为

社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让
他觉得很满足！在选号方面，他
一般采用自选单式，中不中奖关
键看个人运气，抱有平常心购彩，
而这次就是以1注自选单式中得
232655元奖金。

开奖当晚，唐先生查看号码，
核对第一次时，都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核对数次后，才确定自己
中了1注双色球二等奖。对于奖
金的使用，唐先生说，20多万对于
他来说确实意义重大，要用来改
善家庭条件，因为自己常年在外
打工亏欠家人很多。

“7+1”复式票，他命中奖金26万元

每次从我们村小学校门
口走过，都能看见一群叽叽喳
喳无忧无虑的学生，心底涌上
一股暖流，如同回到了少年时
代，回到了享受老师教导与呵
护的幸福场景中去。

年前的一天，我再次经过
学校门口，听到校园里一阵骚
乱，进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小
男孩因为打乒乓球的事情而
发生了争执。校园里只有一
个乒乓球台，而打球的孩子却
有八九个，他们的规则是：任
何一方只要输掉三个球就自
动下台，把位置让给下一个孩
子。其中小明是新学者，他手
拿没有胶皮的光板球拍，每次
都是打三四拍就输掉三分而
被迫下台。在小伙伴的哄笑
声中，他气得小脸通红。看着
那些稚气未脱的孩子，看着他
们拿着的破破烂烂的球拍，还

有他们那一个个根本不标准
的击球动作，我的心里非常不
是滋味。

2016年5月28日，市体
彩中心通过体育彩票终端机
给业主下发通知，河南省“公
益体彩快乐操场”报名工作正
式启动。体彩销售业主有义
务为身边的小学学校报名，接
到通知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
非常激动。作为一名从业多
年的体育彩票销售业主，我当
即给靳赵寨村小学张校长打
电话，简要介绍了“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的活动内容。那时
他已下班回家了，可是当我赶
到学校时，他已经返回到校门
口等着我了。

我们村小学的教学楼是
新建的，美中不足的是体育器
材极度匮乏。使用多年的篮
球架锈迹斑斑，乒乓球台破烂

不堪，体育器材室里充斥着一
股发霉的味道……校长说，这
些为数不多的器材尽量不给
孩子们用，因为如果用坏了就
没有了。更加让人难以置信
的是学校居然没有专职的体
育老师！那么体育课怎么上
呢？张校长苦笑道：“老师们
陪着孩子在操场里玩玩游戏，
跑跑步就是上体育课了。”

当我在网上为我们靳赵
寨村小学报了名以后，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我多么希望我们
村小学的操场上能多几样崭
新的体育器材，可以陪着孩子
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孩子们再
也不用因为“三个球”而吵架
了。今年河南省内只有25个
名额，我不确定我们村小学能
被幸运选中，但我知道，只要
参与，就有希望。

靳红彬

“三个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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