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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携爱出发
今年将为省内34所小学送去体育器材，目前报名正进行

5 月 20 日上午，2020 年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省
启动仪式在省体彩中心举
行。同时，2020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省报名工作正
式开始。

34所小学将迎来
“快乐操场”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是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于2012年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推出的一项中国体育彩票
品牌公益活动，主要为缺乏体
育器材和体育教育资源匮乏的
学校送去体育器材物资及公益
体育课，培养孩子们的健康理
念和健身意识，传播体育彩票
关爱未来的责任意识和“公益
体彩 乐善人生”的理念。

河南省自2013年加入该
活动，在过去的7年，“快乐操
场”活动为河南省182所乡村
中小学送去了价值近300万
元的体育器材和设施，助力了
河南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基层
体育教育设施配备工作。

在启动仪式上，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海新介
绍，2020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正式启动，接受全省乡村小
学申请报名。今年有两大变
化：第一，捐赠名额从往年的
25所，增加到34所。第二，由
往年的省体彩中心统一采购、
配送器材，改为由各省辖市体
彩分中心结合学校器材缺乏情
况，分别采购器材。

据悉，今年的报名时间为
5月20日-6月19日，省内体
育器材真正匮乏的公立小学
都可以申请。报名需要登录
河南体育彩票网，在2020年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报名平
台进行，同时提供详细的学校
情况与申请理由等。

“校园的沸腾”
是前行的最大动力

现场，还进行了视频连
线，对以往捐赠过的3所学校
进行了回访，看看发生在他
们身边的故事，感受“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给他们带来的

变化。
“当器材送到学校以后，

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了。我
们充分利用这些器材上好运
动保健课，并依据特殊孩子的
特点组建了快乐篮球队、快乐
足球队等，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孟津特殊教育学校教研
组长庄小歌激动地说。

“我们把捐赠来的器材分
好类有序地摆放，建立了器材
登记记录和借还记录，自从有
了这些体育器材，我们举办了
学校的第一次运动会；自从有
了这些器材，体育课比以往上
得更有趣！”信阳罗山县山店
乡张湾小学校长董心柱说。

“孩子们收到器材后 ，笑
着、跳着，热情高涨，无比喜
悦。体彩工作人员还邀请了
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
了一堂生动的体育课。”柘城
特殊教育学校培智三班邓玉
凤老师说，从孩子们的笑容中
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器材和志
愿者老师的喜爱，课程结束
后，孩子们渴望把志愿者老师
留下来呢！ 河体

小玩法收获大惊喜

直选倍投，
济源彩民喜领3D奖金

5 月 17 日，福彩 3D 第
2020089 期开出中奖号码
577，位于济源市天坛区国际
商贸城对面第41160021投
注站中出奖金20800元，采
用直选20倍的投注方式喜
获好运。

开奖后第一天上午，幸
运的中奖者赵先生来到市福
彩中心兑取了奖金。根据票
面信息，赵先生购彩当天直
接对“577”单选倍投20倍，
仅仅花费40元，一举中得超
值奖金。

据了解，赵先生 30 多
岁，是一位铁杆彩民，买彩票
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平常无事就会研究号码
走势。赵先生对小盘的3D
游戏青睐有加，他认为福彩
3D盘小、好把握，一直以来

都把买彩票当作是一种娱乐
活动，但对于自己选中的心
仪号码，偶尔也会以倍投的
方式进行投注。平时选号过
程中，赵先生对自己非常的
自信，看好的号码都是加倍
投注。这次“577”是赵先生
坚持了自己的判断，坚持幸
运数字“7”，并且倍投，终揽
获好运。

小玩法照样制造大惊
喜，这句话在赵先生身上得
到最完美的诠释。在恭喜赵
先生取得好运的同时，福彩
工作人员也再次提醒彩民：
倍投虽好，仍需谨慎。一定
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选择
投注方式，切忌盲目投注，以
免造成经济上的压力。正确
的投注方式是摆正心态，理
性购彩，健康购彩。 豫福

理性投注，两彩民同期揽好运
分别收获双色球一等奖、二等奖

5月14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0037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1、04、11、13、17、24，
蓝球号码为15。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6注，单注奖金为681万多元；二等奖开出65注，
单注奖金20万元，再次为彩民送去惊喜。

复式投注，
不料命中一等奖

数据显示，江西彩民李先
生凭借一张复式“7+3”票，喜
中双色球头奖1注，累计获得
奖金724万多元。5月 18日
上午，大奖得主李先生前来福
彩中心兑奖。

当问及李先生是何时得
知自己中得大奖时，李先生
称：“中奖号码一出来我就知
道了，每期开奖自己都会当天
晚上关注开奖号码。”

当看到中奖号码和自己
选的号码完全一致后，李先生
说那一刻脑子突然一片空白，
之后又反复核对了好几遍，李
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语气
依然很激动，他说：“真没想到
自己能这么幸运，我一晚上都

没睡着，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李先生说自己是双色球

的铁杆粉丝，已经购买了十几
年，而且双色球更是期期都
买，如果中了蓝号，下期就会
多购买一个蓝号。这次让他
中大奖的蓝号15，就是他多购
买的蓝号命中的。

对于奖金的规划，李先生
表示暂时没有什么具体计划，
但可以肯定的是还会继续保
持购彩初心，放平心态快乐购
彩。

单式投注，
幸运收获二等奖

好运无独有偶，同期，广
东彩民刘先生（化名）凭借一
张单式5注票，收获双色球第
2020037期二等奖1注，奖金

20万元。
据悉，刘先生是打工一

族，购彩差不多十年。尤其喜
爱双色球，几乎期期不落。李
先生一直保持着比较理性的
购彩习惯，购彩金额一般在10
至20元之间。因为不想花太
多时间选号，他习惯自己选好
3注号码进行守号，再搭配2
注机选，凑到5注。如果那3
注号码守到一年没中什么大
奖，便又另选3注重新守号。

而这次中出的二等奖，恰
好就是随机选出2注之中的一
注。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
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刘先
生平常不喜欢自己查开奖号
码，总是下期投注时，让投注
站销售人员通过机器查看。
17日又是双色球开奖日，他又
来到了投注站，翻出上期的彩
票递给销售员。“哎呀！原来
你就是那个中奖者啊？”“怎么
啦？”李先生被销售员吓了一
跳。

李先生赶紧又拿着彩票
对走势图重新对了一下，还果
真是！李先生的心顿时加速
了。如果蓝号的“05”是“15”
那岂不是中了一等奖？第一
次感觉离大奖这么近，李先生
不禁有了一种近乎窒息的惊
喜。“感谢福彩带来的好运，以
后还会继续像以前那样，理性
购彩，支持公益。” 中彩

新手如何参与
大乐透9.9亿元派奖

作为一名购彩新手，该
如何参与正在进行的大乐透
9.9亿元派奖呢？首先要熟
悉游戏规则，大乐透基本投
注是指从前区35个号码中
任选5个号码，从后区12个
号码中任选2个号码进行组
合投注，即“35选5”+“12选
2”。

每注基本投注金额 2
元，加 1 元可进行追加投
注。体彩大乐透最多可投注
15 期，为购彩者提供了方
便，不用每期都跑到体彩实
体店进行购买。不过，要提
醒大家的是追加投注的多期
票参与一等奖派奖，但是不
参加幸运奖派奖哦。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
的投注方式，平时每注多花
1元钱进行追加投注，中得
一、二等奖的话，奖金比基本
投注多得80%。追加投注让
购彩者用较小的投入就能体
验到体彩大乐透的独特魅

力。只要追加投注，就可以
参与正在火热进行的大乐透
9.9亿元派奖，这样接地气的
派奖规则也让受惠的购彩者
人数逐年增多，这也是体彩
一直以来倡导的“多人少买”
的购彩理念，希望更多人可
以参与到这项国家公益事业
当中来。

加油中国，光芒焕新！
购彩者每花2元钱购买1注
体彩大乐透，就有0.72元成
为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全
民健身、竞技体育、补充社会
保障基金、扶贫济困、医疗救
助、教育助学等。体彩大乐
透在助力购彩者收获幸运、
为生活添彩的同时，也为体
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助
力，为中国加油！

在这个火红的五月里，
中国体育彩票与你相约，更
多精彩活动等你参与，更多
欢乐与惊喜期待与你一同分
享。 河体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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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40122元，中奖
总金额为143571元。

中奖注数
1 注

260 注
4956 注
228 注
204 注

8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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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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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04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785742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3054167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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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862元。

中奖注数
864注

0 注
2193注

中奖号码：1 2 4“排列3”第20092期中奖号码

6 1 6
“排列5”第20092期中奖号码

6 1 6 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