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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参加活动的学生代
表以及文化#公安#工商#海关等部
门执法人员开展了$拒绝盗版"从我
做起% 的现场签名和发放绿书签活
动"表达对$打击侵权盗版&支持正

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

据了解" 去年我省共收缴各类
非法出版物 )& 万件" 删除不良信
息 (*'万条" 近期侦破了全国 (扫
黄打非% 办公室重点督办的 )中国

教育科研杂志! 非法教育类期刊诈
骗大案*

据悉"此次销毁的物品"都是文
化+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执法人
员在各项打击行动中查缴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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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 --"

本报 ($-((南国健心行动走进校
园...考前暨就业心理辅导公益活
动% 将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举
办第一场讲座...高考考前心理解
压辅导" 今年还将联合共青团海南
省委+ ($)&&海南省青少年服务台+

海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共同为考生进
行心理辅导*

$'日下午的高考心理讲座主题为
(从容踏上高考路%" 心理专家队伍庞
大"主讲嘉宾为国家一级!)*"心理
咨询师王志康"另外($)&&海南省青少
年服务台还将选派&名经验丰富的心
理咨询师亲临现场" 共同为现场的学
生+家长+老师提供义务心理咨询*

(南国健心行动% 咨询热线现已

开通" 读者有关于高考心理方面的
疑问可拨打热线咨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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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将问
题发至邮箱- 234567891+:*;<=*

今年的 (南国健心行动% 在海
口市各挑选一所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开展心理讲座" 逢周末举行"

每场讲座两小时" 将邀请心理专家
进行现场心理讲解及辅导" 讲座内
容分为专家讲解+ 现场互动+ 心理
游戏+ 听众提问等环节" 学生+ 家
长及老师均可免费入场听讲及现场
提问*

各期讲座具体情况请详见本报
当期预告" 欢迎各校学生+ 老师及
家长前往免费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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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先生兑大奖的时候" 上午
投注站点早早挂上了横幅" 燃放鞭
炮庆祝* 投注站点的老板也在猜测
是哪位彩民如此幸运* 投注站的销
售人员表示" 这注彩票是01日下午
:点多中出的" 由于当日开奖" 当
时比较忙" 并没有太多的印象是哪
位彩民* 来这里投注的主要都是华
海路附近的居民" 而且现在彩民倍
投的也非常多" 不过可以肯定是位
老客*

省福彩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
着千万大奖时代的到来" 倍投显然
成为促成彩民晋身千万富翁的最佳
方式* 我省本期中出:注一等奖的

彩票就是采取倍投的方式中出的"

在我省双色球大奖中奖榜上" 像这
样通过倍投中取多倍大奖的事例屡
见不鲜" 最让人难忘的当属双色球
第0--.11:期" 海甸岛一彩民独中
:&注二等奖" 共获得奖金&"%万元*

叶先生倍投独揽:注一等奖" 共获
奖金高达1&--万元" 创下了我省单
人中奖金额的最高记录* 近两年随
着购买双色球彩票的彩民群体不断
地扩展" 中大奖的频次也在不断加
快" 中&--万乃至&--万以上大奖的
百万级别奖渐成了一种常态" 中千
万大奖才是这两年我省开始兴起的
中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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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大奖得
主叶先生+-多岁是海南本地人>目前
已退休* 和我省今年前几个一等奖得
主多人组团兑奖的阵仗相比" 叶先生
显得低调很多* 00日上午叶先生知道

开奖结果后就和一个朋友开着一辆奥
迪小轿车到省福彩中心兑奖* 叶先生
没有刻意打扮和掩饰" 但穿着讲究整
洁* 叶先生到了兑奖室" 刚开始接触
兑奖处工作人员时比较紧张* 当工作

人员询问他是否是兑一等奖时" 他一
时显得语无伦次地说- (差不多吧%*

讲话声音明显比较急促" 但他一个劲
地否认自己紧张" 后来才解释说自己
紧张的原因是怕碰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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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没有其他彩民那般不知如
何兑奖" 而是直接把所有兑奖的材料
和证件还有账户都已准齐全" 相比其
他大奖得主兑奖的速度快了很多* 准
备兑奖时" 叶先生不由分说就把兑奖
所需的证件材料交给了福彩中心负责

兑奖的工作人员" 显然对兑奖流程比
较熟悉" 完全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
子" 这让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惊讶* 工
作人员仔细一看又觉得叶先生比较眼
熟" 此时叶先生笑了表示去年曾来过
这里兑走一注1-万元的双色球二等

奖* 难怪他对兑奖的手续如此熟悉/

工作人员连夸他运气好" 叶先生只是
笑笑不作声* 由于是 (熟人% 了" 所
以叶先生的语气变得平缓了许多" 主
动与大家分享这次中奖前前后后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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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表示今天早上起床就听到
了鸟叫的报喜声"当时就预感可能会
中奖了"于是赶紧跑到投注站去看当
期的中奖号"发现自己竟然真的中了
个1&--万元的超级大奖*

叶先生表示这次中奖是跟号的
结果" 他回忆说" 这次中奖的号码

是他用自己的幸运号码组成的* 叶
先生说- (今年年初二时他去抽签
时抽到了一个 (好运% 的上上签"

签上说今年会交好运*% 一边说一边
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黄色的小纸条给
大家看" 于是就以庭这些幸运号码
组成 & 组双色球号码进行跟号" 没

想到真的应运了/

这几注号码至今叶先生已跟了快
半年时间"每期都买"每次都是倍投*

他说-(每期买多少和购买的倍数主要
随着双色球奖池资金的多少而变化"

最多购买1-倍" 最近双色球奖池资金
回落"所以也就减少到: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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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得大奖后叶先生表示" 中得如
此多的奖金觉得很幸运的同时也是思
绪万千" 奖金将如何安排和分配还没
来得及细想* 他说-(中大奖这件事现

在并不打算跟家里人说" 以后适当时
候再拿钱分给自己孩子" 以后用这笔
奖金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什么
想法"退休了只想安定的享受生活* %

这个奖会不会引起他生活上的大改变
他表示以后再说" 至于会不会用奖金
的部分捐款" 叶先生则表示回家好好
想想"星期一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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