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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541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320期中奖号码
3 9 11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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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676元，中奖
总金额为157895元。

中奖注数
4注

370注
5607注
229注
184注
1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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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派奖

六等奖派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39477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975675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1 17 24 28 32 33

第201713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039634元
38350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000000元
5元

6注
79注

915注
46678注

991147注
8401669注

4注
4214774注

0注
5注

47注
2137注

47021注
384419注

0注
219485注

“排列3”、“排列5”第17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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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注
0注

509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5注

036
03637

排列3投注总额13808540元；排列
5投注总额976906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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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058元。

中奖注数
288注

0注
862注

中奖号码：543

徐新格

福彩3D第17321期预测
比较看好3、5、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2357——014689，后者六码包含
三个奖号的可能性较小。

跨度参考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 定 位 组 选 试 荐 ：138、
236、238、239、336、346、347、
348、349、356、358、366、367、

045、057、145、156、158、256、
258、259、457、027、047、067、
147、167。

双色球第1713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11、12、

15、17、20、21、23、24、26、28、30、
31。

蓝色球试荐：03、09、10、12、
15。

22选5第1732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8、
17，可杀号 0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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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7、08、09、11、13、16、17、
18、21。

排列3第17321期预测
百位：2、4、9。十位：1、5、

6。个位：3、6、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24（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1/24（周五）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27圣埃蒂安 VS 斯特拉斯堡

029西汉姆联VS莱切斯特城

025汉诺威96 VS 斯图加特

推荐

胜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436元

211元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换帅无起色“铁锤帮”主场难胜
□记者 吴佩锷

本周五，竞彩共开售35场
比赛。其中德甲的汉诺威
96VS斯图加特、法甲的圣埃蒂
安VS斯特拉斯堡、英超的西汉
姆联VS莱切斯特城、西甲的维
戈塞尔塔 VS 莱加内斯等赛
事值得彩民关注。

汉诺威96上轮客场0∶4惨
败给云达不来梅，遭遇联赛两
连败，这也是他们本赛季最大
败仗，前锋比博、巴泽和右后卫
索格伤愈复出，后卫安顿、普里
布和贝克依然因伤缺阵。

斯图加特上轮主场2∶1力
克多特蒙德，不过他们也付出
了沉重代价，前锋金切克和阿
科洛先后受伤下场，加上本就
有伤的马内和多尼斯，球队的
锋线人手非常紧缺，中后场齐
默曼和卡明斯基也无法出战。

升班马的对决，汉诺威上
赛季曾双炒斯图加特，本赛季

也是汉诺威表现更好，尤其主
场只输给过法兰克福，斯图加
特开局客场已经6场连败。

另外一场比赛，换帅也没
能止跌的西汉姆联，在莫耶斯
掌管“铁锤帮”的首战中，球队
做客0∶2输给沃特福德，近5轮
联赛只拿到2分，继续在降级
区内挣扎，前锋阿瑙托维奇被
踩伤手腕，俱乐部尚未透露需
要休养多久，前锋安德烈·阿尤

和边卫安东尼奥复出机会较
大，后卫冯特和前锋埃尔南德
斯等人继续缺席。

莱切斯特城上轮主场0∶2
不敌曼城，遭遇近6轮首败，在
预备队比赛中复出却再度受伤
的中卫胡特可能继续养伤，球
队本赛季的5场败仗都是输给
豪门球队，近期状态也明显好
于对手，“狐狸”有机会从客场
全身而退。

小小福彩人 传递大爱心
襄城“轮椅哥”带领乡亲走上脱贫路

河南福彩人故事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核心提示 | 在许昌市
襄城县，说起李旭辉，那也算
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因
为漆包线手工艺品做得好，
在他的引领下，不少人跟着
他学，从而有了一笔稳定的
收入；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资深福彩彩民，并在福
彩发行30周年之际，为福彩
送上一份情意满满的生日礼
物。

谈起未来，李旭辉信心满满。

小小漆包线，编出好生活

李旭辉，许昌市襄城县湛
北乡人。2000年因为意外事
故造成下肢截瘫，出行都得靠
轮椅。“出事那年我才二十二三
岁，头三年一直没有走出来，就
待在家里不出门。”李旭辉回忆
起那段时光脸上并无太多愁
容，更多的是感慨，“有句话说
得好，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也
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旭辉
接触到了漆包线手工艺品，“一
开始就挺喜欢的，然后沉下心

来慢慢跟别人学习，大概花了
三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十多
年来，他身残志坚，手艺也越来
越精湛，一根根五彩斑斓的漆
包线，在他的手底下变成了活
灵活现的麒麟、孔雀、自行车等
工艺品，同时也为李旭辉带来
了可观的收入。

慢慢地，李旭辉制作的漆
包线手工艺品打出了名气，同
时也引起了家乡人的注意。“湛
北乡七里店村的相关领导找到
我，想让我去帮忙，为他们开办

手工艺品编制培训班，帮助家
乡人民脱贫，我立马就答应
了。”

今年五月份，湛北乡七里
店村村委会成立了“手拉手工
艺品编制培训班”，李旭辉负责
给这里的村民当老师，教授他
们编制漆包线手工艺品，“这里
的学员有一部分是残障人士，
生活比较困难，不过经过几个
月的培训，现在他们编制的成
品已经可以拿出来卖了，起码
可以养活自己了。”

积极乐观，把爱传播得更远

说起与福彩的缘分，李旭
辉打开了话匣子：“我是个老彩
民，双色球买了十多年。今年
五月份，许昌市福彩中心的领
导来村里参观，也是机缘巧合，
今年正值‘福彩发行30周年’，
他们看到后想让我代表许昌参
加‘刮刮乐手工艺品大赛’，我
了解情况后，就答应了。”

一开始制作刮刮乐手工艺
品时，李旭辉还是感到了一定
的难度。“漆包线是金属线，变
形性好，但刮刮乐彩票是硬纸

片，不能多次重复折叠，材质不
一样，所以制作的时候遇到很
多问题。”为了攻克“难题”，他
三度跑到平顶山请教一位精通
折纸工艺的老太太，“头两次带
着做好的样品去了，被老太太
一顿批评，不过经过老人的指
导后初步掌握了这门手艺。”李
旭辉笑着说，就这样，他带领团
队边摸索边制作，经过50多天
的打磨，他们用1万多张刮刮
乐废票，做出来十多种造型的
手工艺品，最后挑出一件名为

“龙凤呈祥”的工艺品参加省里
的比赛，结果荣获二等奖。获
奖后，省福彩中心和许昌市福
彩中心都发了奖金，他将这份
殊荣分享给了团队成员。

曾经一蹶不振，现在实干、
乐观，李旭辉告诉记者：“在政
府、社会的帮助下，我重新找到
了自己的位置，我会尽自己的
绵薄之力，帮助更多的人。这
也是我作为一个福彩彩民，以
自己的方式践行福彩公益精神
吧。”

大乐透头奖又井喷。11月
22日晚，大乐透17137期开出
15注601万多元一等奖，其中
10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单注总
奖金高达963万多元。当期广
东一省中出14注一等奖，10注
追加头奖由一人包揽，独中奖
金9630万多元，另外4注基本
头奖也是一人独中，擒奖2407
万多元。

大乐透第17137期开奖前
区号码为“01、20、22、28、29”，
后区开奖号码为“05、07”。继
本周一开出 17 注头奖之后，
17137期再次呈现井喷势头，全
国中出一等奖15注，基本投注
单注奖金601万多元，其中10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单注总奖
金963万多元。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多达

14注头奖，包括10注追加头奖
和4注基本头奖。其中10注追
加头奖落在惠州市同一站点，
中奖者只购买了2注号码，10
倍追加投注共计60元，单票中
奖9630万多元。4注基本头奖
则落在深圳市同一站点，中奖
者购买了5注号码，4倍投注共
计40元，单票中奖2407万多
元。另外1注基本头奖则出自
重庆武隆县，中奖者购买了一
张“9+2”复式票，投注额 252
元，单票中奖618万多元。

头奖井喷之下，大乐透第
17137期总派奖金额高达1.79
亿元。在当期开奖过后，该玩
法奖池也小幅下跌，不过目前
仍滚存42.36亿元，本周六晚开
奖的17138期，依然可以为广
大彩民制造巨大惊喜。 河体

大乐透井喷15注头奖
广东一彩民独中963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