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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之后
期待与父母分享喜悦
彩民守号四年收获双色球大奖697万元

“父母一辈子省吃俭用，
都在为儿女们操心。这下好
了，以后可以不让父母为我
们的生活操心了。”7月27日
上午，双色球第 20067 期
697万大奖得主，江夏彩民
小彭，带着妻子、孩子在湖北
省福彩中心兑奖时说。

小彭今年30多岁，家在
农村，来江夏打工十多年
了。由于两个孩子尚小，妻
子在家做家庭主妇，小彭一
个人在外打工、养家糊口。
本来生活就不易的他们，两
年前，家里添了二宝后，生活
压力更大了。

小彭喜欢玩彩票，断断
续续地买了近十年，期望能
有一天好运到来，改变家里
的生活状况。4年前，小彭
根据家人的出生年月，编写
了15组号码。从那以后，他
就开始了守号。他每次都买
3张票、投入30元钱。几年

来，虽然这些号码只为他带
来过一些小奖，但小彭没有
考虑过换号。

7月23日午饭后，小彭
来到投注站，再次将15组号
码进行了投注。当晚10点
左右，小彭用手机查看开奖
号码，发现自己一张彩票上
的第3组，与开奖号码一模
一样。他赶紧对妻子说：“快
来看，快来看，中大奖了！”夫
妻俩把彩票一张张摆开，再
次核对，心里忐忑不安。

次日下午，夫妻俩特意
去投注站查看动静，发现那
里敲锣打鼓，非常热闹，门口
还扎起了彩虹门。直到这
时，他们终于确认：自己中奖
是跑不了了。这几天，小彭
两口子都沉浸在大奖的兴奋
中。小彭准备兑奖之后，把
父母请过来，让全家人都来
分享中奖后的喜悦。中彩

“三叠字”“遇见”

体彩两款即开新票上市
精彩不断，火热一夏，体彩又有两款即开新票上市，分

别是2元面值的“三叠字”和5元面值的“遇见”，让购彩者
在畅玩指尖游戏的同时，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魅力“三叠字”好运属于你

“金、木、水、火、土”的三
叠字你都知道怎么读吗？刮
体彩即开票，感受中华文化的
独特符号“汉字”的魅力，体彩
推出一款中国文化类汉字系
列主题即开票“三叠字”。

“三叠字”的票面迎合汉
字文化热点，风格干净简约，
给人一种清新安静的感觉。
票面的主画面是文字加拼音
以及注释，让人们能够了解字
的结构、意义。构成票面的文
字里，有金、木、水、火、土文字
元素，这是五种构成物质的基
本元素，表达出五行的哲学意
味。色调以淡雅的黑、白、金，
调配出国画山水的意境。

集知识性和娱乐性为一
体的“三叠字”也会受到收藏
爱好者的喜爱。面值2元的

“三叠字”最高奖 30000 元。
玩法采用金额三同玩法，三叠
文字形式搭配三同玩法，主题
票面与玩法相匹配，简单好
玩。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覆
盖膜，如果出现三个相同的金
额标志，即中得该单一金额。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刮过“三叠字”，不只知道
“鑫、森、淼、焱、垚”都怎么读，
还能跟朋友解释这些字都代
表啥意思哦。

美好幸运 终会“遇见”

许仙和白娘子、牛郎和织
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
事在影视作品中一次次重
现。这个夏天，这些美好动人
的爱情故事将与“顶呱刮”一
起，触动你的心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体彩即开票的爱情主题票“甜
蜜蜜”也曾在许多新人的婚礼
上扮演伴手礼的角色。“遇见”
主题票在设计中丰富了内容，
将广为传颂的古典爱情故事
以古风贴纸的方式呈现在票
面当中，色彩搭配清新活泼。

为凸显传统文化魅力，票
面视觉采用中国风插画风
格。颜色上使用了中国国画
中常用的传统颜色，如曙红、
二绿、藤黄等，更突出国风氛
围。三对情侣为大家喜闻乐
见的白娘子与许仙、梁山伯与
祝英台以及牛郎与织女。票
面覆盖符号为传说中与这几

对情侣相关的物品，更贴合主
题表达的整体感。白娘子与
许仙的故事中，画面里的西
湖、断桥、雨伞，把这对情侣初
次相遇的场景呈现，梁山伯与
祝英台故事中起舞的蝴蝶以
及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遇
见”爱情之后便从一而终，矢
志不渝……

票面含情，这款像古风贴
纸一样的即开票一定会受到
年轻购彩者的喜爱。“遇见”主
题票也是针对七夕节以及情
人节设计的一款情侣票。与

“甜蜜蜜”一样，“遇见”的游戏
规则也简单直接：刮开覆盖
膜，在任意一场游戏中，如果
出现两个相同的标志，即中得
该场游戏下方所示的金额；如
果出现爱心标志，即中得该场
游戏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遇见”爱情，向往幸福，
“顶呱刮”与你一起许愿“遇见”
矢志不渝的爱情，更祝您收获
一份惊喜大礼——单票面值5
元的“遇见”共有5次中奖机
会，头奖奖金10万元！河体

火热夏天遇见幸运 5元刮中10万元大奖

7月20日上午，南阳购彩
者小云（化名）拿着一张体彩
顶呱刮“麻辣6”彩票出现在南
阳体彩分中心办理兑奖。经
工作人员查验，小云此次中得
的是 5元面值“麻辣 6”一等
奖，奖金10万元。

在工作人员办理兑奖手续
的过程中，满心喜悦的小云说
起了这次的中奖经历。她是疫
情后和朋友逛街的时候，偶然
接触到顶呱刮即开票的。因为

玩法简单有趣，小云没事时就
去彩票店刮几张娱乐一下。

在顶呱刮的众多票种中，
小云最中意“麻辣6”，问其原
因，火辣性格的小云抑制不住
内心喜悦，笑着说，“火热夏天
遇见‘麻辣6’，这款票象征这
个夏季会红红火火”。

7月17日晚上，小云像往
常一样又去了她熟悉的那家体
彩实体店，刮起了“麻辣6”。
在连刮五六张后，性格活泼的

小云边刮边喊着“8”，刮到最后
一个数字，中了！中了！中大
奖了！经实体店代销者确认，
小云中了10万元头奖。

小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
兑奖后她说，顶呱刮太奇妙了，
今后还会继续支持和购买体彩
顶呱刮彩票，享受轻轻一刮，大
奖出现带来的惊喜与快乐，并且
在感受中奖喜悦心情的同时，还
可以为社会做公益。

复式投注
信阳购彩者揽获二等奖

7月27日，体彩大乐透
第20068期开奖，当期开奖
号码为：15 20 23 26 33
+ 02 08。来自信阳固始县
的钱先生（化名）投入36元，
以一张短小精悍的6+3复式
票，共中出二等奖2注、三等
奖1注、五等奖10注、七等
奖 2 注，单票擒奖 235136
元。

7月28日一大早，钱先
生就到河南体彩信阳分中心

兑奖。据介绍，他买体彩大
乐透都10多年了，以前也曾
中过体彩大乐透二等奖，与
单式投注相比，他更喜欢复
式投注体彩大乐透。

兑完奖后，钱先生表示，
体育彩票给他带来了好运，
增加了他的自信心，今后会
继续支持体育彩票，多多献
爱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
献。河体

千万大奖得主：放缓事业准备成家

7 月 23 日 ，大 乐 透 第
20065期一等奖得主深圳90
后购彩者小李（化名）现身兑
奖，收获大奖的他期待中奖后
能够好好谈一场恋爱，争取早
日成家。

据了解，7 月 18 日 20:
20，小李在体彩实体店购买了
两期5注单式大乐透，一共花
了20元。7月20日晚大乐透
第20065期开奖，全国开出两
注一等奖，其中一注由小李获
得，奖金1000万元。由于小
李的中奖彩票是两期票，所以

直到大乐透第20066期开奖
后，他才来兑奖。

领奖现场，小李相当淡
定：“我很早就出来打拼了，经
历比较多，也看过身边的朋友
们起起落落，所以我的心态早
就锻炼得非常好了。加上我
一直是把买彩票当作一种娱
乐和休闲，工作之余到彩票店
内跟大家聊聊天，放松一下，
感觉挺好的。我每期花个10
元 20元，也不会影响我的正
常生活，就当买个希望，不中
也是奉献爱心。所以知道中

了大奖后，并没有觉得特别激
动。”

虽然小李非常看淡中奖，
但是对于未来的生活却有着
满满的期待。他表示：“我之
前一直忙于事业，现在都还没
有成家。这次中奖后，我可以
把事业节奏稍微放缓一点，希
望能够遇到好的女孩，好好谈
一场恋爱，条件成熟就早点成
家。同时，也准备再犒劳一下
自己，我打算换个新车，为以
后的日子增加一点新气象，也
算是新起点吧。”中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乔兰

每注金额
2979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63期中奖号码
2 4 5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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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36元，中奖
总金额为148857元。

中奖注数
2 注

239 注
4377 注
291 注
231 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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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1501 02 04 06 19 21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829067 元
23835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23 注
100 注
951 注

55811 注
1144050 注
9497682 注

1 注
1 注

29 注
1539 注

40032 注
393531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7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55890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8830198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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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206元。

中奖注数
433 注

0 注
656 注

中奖号码：8 0 4“排列3”第20162期中奖号码

6 2 8
“排列5”第20162期中奖号码

6 2 8 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