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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六旬阿姨采用多期投注法购买大乐透

第4期收获追加二等奖

本期关注前胆码11 14 34

概率七星
短信代码：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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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是一家拥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
许可证并荣获广大市民信赖的“十佳医疗卫生
机构”、“十佳医生”的医院，能为每位患者营造
一个私密空间，更专业、更安全！

做无痛人流到曙光，专业、平价赢得
了广大患者的肯定，以良好的口碑家喻户晓，
在社会上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被誉为您可信
赖的女性健康守护神。

腋臭俗称狐臭，是指腋下散发的刺鼻难闻
的气味，与人交往常受嫌弃，公众场合别人敬
而远之，找工作、参军、社交受人冷眼，恋爱对
象“拜拜”离去，腋臭阴影无处不在，极大影响
您的事业发展……

用传统方法治疗：不但臭味死灰复燃，还让
自己白白折腾、失望至极。

本院引进微创新技术，一次治疗、祛除臭味、
当场干净、随治随走。让您告别尴尬，找回自信，
从此清爽每一天。要品味，不要异味！治疗腋
臭、找曙光，是您的不二选择。

痔疮早期症状：便血、便秘、结肠炎、
肛周疼痛难忍、坠胀不适、排便不净、有
异物感、排便困难、肿物脱出、大便次数
增多、肛周瘙痒症、有脓性分泌物。

本院采用HCPT微创术+安氏疗法
一次性无痛治疗：内痔、外痔、混合痔、血
栓痔、肛瘘、肛裂、肛周脓肿、息肉、肛门
瘙痒症、肛门湿疣等。优点：不开刀、不
住院、随治随走。享有较高的声誉，广为
流传，被广大患者誉为“治痔高手”。秋季所有手术费八折优惠

意外怀孕怎么办？ 腋臭（狐臭）宜早治 治痔疮 真功夫

10月11日体彩超级大乐透第
14119 期开奖，海口龙舌路 01013
体彩投注站一彩民通过一张多期投
注的超级大乐透追加彩票，收获奖
金149081元。这位幸运彩民是一
位六十多岁的徐阿姨。

徐阿姨购彩有一年多时间。平

时由于忙于家务，并不是经常购彩，
偶尔有时间她就喜欢买几注体彩的
超级大乐透和七星彩，投入不多，属
于细水长流型，常能中几注小奖。
最近她比较忙，听说超级大乐透可
以多期投注，于是就机选了两组号
码，进行了追加，选择多期投注的方

式购买。最近，开始选这次，是从
14115期开始购买，接连购买了13
期，想不到才过了4期，就中得二等
奖，加上追加奖金高达14.9万多元。
一张多期票轻松揽大奖，徐阿姨领奖
时十分开心，觉得自己这次赶上好运
了。她打算把奖金给毕业几年在家

待业的女儿做创业启动资金。
采用多期投注最多可以一次性

连续投注15期，这种投注方式受到
上班一族、忙于生意的商务人士、出
差达人的热烈追捧。选择心仪的号
码进行多期投注，就可以“放长线钓
大鱼”等待大小奖降临了。（海体）

上期回顾：14123期大乐透开
奖号码为：01、09、12、22、25+02、
09；当期开奖号前区区间比为3：
1：1，奇偶比3：2，和值69，大小比
2：3，号码无连号。从号码总体走
势来看，近期大号区走冷，防连号
和同尾出号，后区以大号为主。

本期分析：前区近10期区间
分布是18∶15∶17，中数区域出号
较弱，区间分布是3∶1∶1，小数区
域1—12出号3个，本区域号码应
注意防守；中数区域13—23出号1
个，本期将呈现淡化格局；大数区
域24—35出号1个，本区域号码
不可忽视。后区本期以大号为
主。近10期奇偶比为24∶26，偶
数出号略强。上期前区为3∶2，后
区为1∶1；本期奇数出号较弱，关
注前区1∶4。后区近期奇偶出号

势均力敌，本期奇偶比关注0∶2，
防1∶1。012路上期前区为：2∶3∶
0；后区0、2路各1枚。本期前区3
∶2∶0；后区0、1路各1枚。由于上
期没有连号，本期连号开出可能性
加大，可重点关注散号。后区没有
连号开出。上期前区和值持续走

低，本期和值有上升的趋势，和值
应在52-125之间振荡，可关注71
点位 左右；后区4—23之间。

本期重点：前区胆：06、12、
13；后区胆：10、12；推荐号码：02、
06、08、12、13、14、16、23、24、33+
03、10、12。 （中体）

前区分析：上期尾0路奖号开
出09、尾1路、开出01、尾2路、开
出12、22、25。本期尾1看好回补，
防同尾数 4开出，关注重点 4、8
尾。上期奇数开出01、09、25，偶数
开出12、22，奇偶比3：2。本期看
好奇偶比3：2开出。和值上期开出
69点位，和值振幅为30，本期看好
震幅扩大，范围在30-40。和值范

围100-110附近。
后区分析：上期开出02、09，组

合为小大、偶奇、质合，本期看好小
大、偶奇、合质组合开出。和值上期
开出11点，本期关注8-14点附近。

本期推荐：前区胆码：11、14、
34；前区组合：08、11、12、14、17、
19、21、23、25、26、28、34；后区看
好：02、04、06、10。 （中体）

杀 035 头，579 百，579 十，
348尾。

范围：124689 头，012346
百，012346十，025679尾。

单双定位：单单双双。值
围：5-19。死数8。

任 选 三 ： 102、 142、 302、
342、109、149、309、349

定位二：
× 10 × 、 × 20 × 、 ×

30×、× 40×、× 13×、×
23 ×、× 33 ×、× 43 ×、×
14×、×24×、×34×、×44×

三定组合：
×100、×300、×400、×

102、×302、×402、19×04/
02、×13/04/02

参考码：
1300、 1102、 1302、

1402、 9100、 9300、 9400、
9102、 9302、9402

版局 1577 期前两数 8、6，与
1578 期千位数 3，三码和是 7，
1579 期奖中开 2、5 两数合回 7。
1577期百位数6，与1578期前两
数1、3，三码和是0，1579期奖中开
5、5两数合回 0。两招同步往下
推，前提基数分别是7、8、8、3、7、
8、6；0、8、8、6、8、8、1。

本期两数合6 1

版局1584期千位数8、十位
数6，与1585期百位数2，三码
和是 6，1587 期奖中开 6 上奖。
1584期百位数7，与1586期个位
数8，两码和是3，1587期奖中开
3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
数分别是 6、2、2、6、6；3、
4、5、5、6。

本期上奖数6 6

版局 1584 期百位数 7，与
1585、1586期千位数2、4，三码
和是 3，1587 期奖中开 3 上奖。
1584期千位数 8、十位数 6，与
1585 期十位数 2，三码和是 6，
1587期奖中开6上奖。两招同步
往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3、9、
5、2、0；6、7、2、6、0。

本期上奖数0 0

个人观点：AC两数合61，BD两
数合72，三数合16

两 字 定 ：8x3x、3x8x、x48x、
x84x、2xx3、x4x3、x8x2

三 字 定 ：823x、328x、x483、

x843、2x83、24x3、832
三字现：236、238、863、862、

234、483、482、486
四 字 现 ：4823、4283、8243、

8423、8623、8263、2863、2683

大乐透第14123期
开头奖3注978万

奖池9.26亿
10月20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4123期开奖结果揭晓：一等奖
开出3注，每注奖金约为978万，其
中1注追加，可额外多获得587万
元！二等奖开出34注每注24万，其
中追加6注，每注可多得14万，投
注结束后奖池余额微涨至 9.26 亿
元！虽然未能创造大乐透第一奖池
金额纪录，但是却开出了高达1565
万巨奖，被浙江彩民揽获。

距离双色球创造的中国彩市最
高奖池记录 10.2 亿还有 1 个亿差
距，是奖池继续累积打破最高奖池
纪录？还是开出中国彩市第一巨
奖？让我们拭目以待。 （新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