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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 美 人 短信代码：605
移动拨：12590389605
联通拨：101571559605
电信拨：1183283559605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移动拨：12590389615
联通拨：101571559615
电信拨：1183283559615

神彩飞扬
短信代码：626

尾 王
短信代码：693

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铁卒38配055同上！
二码定位：
05/38xx、38/05xx
xx05/38、05xx38
x05/27x、x27/05x
三数组合同上：
305.302.306.304.307.308
805.804.801.851.854.254
三数组合定：
38/05/27x、05/38/49x.
38/05x38、05/38x49
38x16/38、x05/49/38

范围码：
3816头0549百
4927十0538尾。
铁率：06，01，56，51。
三字现：
659，915，960，910
460、465，410，415。
二定位：
38/50XX、16/50XX
X05/49X、X05/27X
XX49/50、16XX50。
三定位：X05/49/05
38/50X50，16/50X05

铁卒0538配2749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xx05/38、xx38/05
x05/27x、x27/05x
x05/49x、x38/16x
三数组合同上：
067.079.035.038.037.036
734.739.457.467.325.375
三码定位：
x05/27/49、x49/05/38
49/05x27、38/05/49x
38/05/27x、05/38/16x

判死8头，判死3尾。
主攻双头，头尾合单，中肚

合单，值围：11-23。
头 尾 数 0257， 中 肚 数

1249，不同行13、68、89。
二数合 0、 5，三数合 4、

9，铁卒：02，死数：8。
任选三：

015 017 215 217
045 047 245 247
定位2：
02××、05××、12××
15××、22××、25××
51××、52××、55××
59××、61××、62××
定位3：

01×5、02×5、09×5
21×5、22×5、29×5
01×7、21×7
02/12×57、02×24/57
参考码：
0145 0245 0945
2145 2245 2945
0147 2147

全国中奖情况：
一 等 奖 中 2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000元；追加一等奖中 0注；二等
奖中52注，单注奖金2221454元；追加
二等奖中7注，单注奖金132872元

本省中奖情况：
三等奖中 1注，追加三等奖中 1

注。奖池为：101215455元

“排列3、排列5”14297期开奖结果

3D：888 5D：88811

超级大乐透14128期开奖结果

02、04、16、22、34+08、11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
101571557+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
1183283559+大师代码

信息查询费1元/次

预
测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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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
报，仍可通过短信代码正常查询其最
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给
您不一样的惊喜。

小李飞刀 600
财 神 到 601
概率七星 602
梦想成真 603
实现梦想 604
睡 美 人 605
玩转七彩 609
巧采信息 610
琼州好运 611
关东彩霸 612
新五指山 613
灯火阑珊 615
东方码神 616
麒麟大师 617
统 计 员 618
特选版局 619

温柔三刀 620
小宝版局 621
大 家 乐 622
财神大师 623
码开富贵 624
凤凰驿站 625
神彩飞扬 626
京海情报 627
激情岁月 628
峰回路转 629
数字武道 690
尾 王 693
十万八万 696
彩海蛟龙 100
鸿运彩讯 101
铁码精英 102

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新 五 指 山
短信代码：613

刘某，50 岁男子，山东寿光
人，狂借3亿投1亿买彩输光，多次
自杀未遂；方某，47岁男子，浙江
新安江某银行客户经理，买彩欠400
万高利贷，从7楼跳下被车碾轧身
亡。一个个悲惨的案例，却无法阻挡
悲剧再次发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近日，河南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一个案件，丈夫痴迷彩票借高利贷
并卖房，被妻子下药后勒死。

男子借高利贷买彩
被妻子下药后勒死

根据《河南电台新闻广播》消
息，10月29日，河南三门峡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杀人案，被告
人应春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起惨
案的起因是被告人的丈夫痴迷彩
票，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
了一笔高利贷，在无力偿还的情况
下卖掉房子。夫妻二人争吵后，高

莹将丈夫的汤里下了安定片，随后
用布条将丈夫缠绕桌子腿上，最终
导致常军死亡。

常军，40多岁，河南三门峡渑
池县人，离异无子女。2011年经人
介绍与同为离异的应春 （1974 年出
生，渑池县人）相识并结婚。一年之
后，他们拥有了个女儿，组成了一个
幸福的家庭。然后随后不幸也跟着到
来，2013年初，常军迷上了彩票，
从起初的每次几十元，到几百元、几
千元，家中积蓄很快被花光，为此夫
妻二人经常发生争执。

积蓄被输光让常军心有不甘，在
2013年8月、10月分别向他人先后
借了2万元和5万元的高利贷，很快
这些钱也打了水漂，无力偿还贷款的
他在2014年3月17日将自家居住的
房子以20.8万卖掉。买房人首先预
付给常军8万，他用其中5万还些借
款，另外3万存到银行里。3月 29
日，妻子应春发现卡里只剩下6000
元，回家后，两人便吵闹起来。

3月30日，常军说要把卡里的
钱全取出来，为阻止丈夫，应春弄来
安定片，碾成粉末后放进汤里端到餐
桌上，当常军喝完汤在沙发上睡着
后，她就用布条缠绕丈夫颈部并固定
在餐桌腿上。因为害怕常军醒来后会
打自己，她还用布条把丈夫的手脚也
绑了起来，之后带着孩子离开家。3
月31日上午9时许，应春回到家中
发现餐桌移动了约一尺远，丈夫已经
死亡。随后，应春剪开常军身上的布
条，将尸体转移到卧室床上，对现场
进行了打扫清理。

这又是一起因彩票而引发的惨
剧，此前关于类似的报道有很多，但
是却没能起到警示的作用，看来要想
杜绝这样的惨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完成的，也需要从根源抓起，对每个
入行的彩民进行心理辅导。曾经听一
位老彩民说过这样的话：“别轻易走
这条路，进来了，就很难走出来。”
这是一种心态的写照，应该也是很多
难以自拔的彩民的心声。

惨剧回顾一：
男子掷1亿买彩输光
多次自杀皆未遂

2013年“十一”期间《潍坊晚
报》报道，山东潍坊寿光的刘某为了
买彩票，谎称“青岛海尔家电山东总
代理”，伪造海尔集团授权合同书及
公章等，雇佣劳务市场人员冒充海尔
经销商，与他人签订联营协议，采取
支付高额利息的手段公开吸纳资金，
共吸收公众存款达3.56亿多元，其
中有1亿元让他买了彩票，虽然中过
一次500万，可对于巨债来说只是

“毛毛雨”。
刘某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周

旋资金，最终因无力偿还巨额欠款被
逼向绝望的边缘。他曾跳河、撞墙、
喝安眠药自杀，但都未遂。2013年9
月29日，潍坊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刘
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惨剧回顾二：
银行经理欠400万高利贷
跳楼被轧身亡

2008年《都市快报》消息，当
年3月17日12点多，方某爬到7楼
的窗台外，两手抓着阳台的边缘，背
朝外面。喊了一句：“好几百万啊，
还不起了。”反身跳了下去，这时一
辆三菱越野车正好开过，方某离开了
人世。那年方某47岁，是浙江新安
江某银行信贷科客户经理，他的妻子
从事税务工作，他们还有个女儿，在
外地念书。本来是非常幸福的一家，
结果却因为男子沉迷彩票而破碎。

方某究竟欠了多少钱，大部分邻
居和彩票点知情的老彩民有说400万
的，也有人说600万的，不过有一点
说的都一样，他借的都是高利贷。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方某最
大一笔借款是105万。

（新 彩）

男子借高利贷买彩被妻子勒死

（1）稳坐：85 配 24
（2）范围码：
千 位 ： 3847， 百 位 ：

3516， 十 位 ： 2569， 个 位 ：
0469。

（3）三定现：
524、520、526、852

345、834、765、418
369、836
（4）定位：
85XX、83XX、34XX
76XX、36XX、41XX
X2X6、X8X7、X39X
（5）定位3：

852X、X852、345x
X345、369X、X369
765X、X765、418X
（6）直码：
8524、8520、8526
8529、3457、8345
7650、4180、3690、8369

在福彩双色球 2014118 期开
奖中，天津彩民喜中642万一等
奖。近日，两位彩民现身领奖，
原来这张中奖彩票不是一个人买
的，而是6个同事一起合买中奖
的。

彩民刘先生是静海人，曾经
买过地下私彩结果被骗。幸好这
时候有同事建议他：“要买彩票还
是买福利彩票，国家彩票有保

障。”于是刘先生就和同事开始一
起买福利彩票，陆陆续续中了一
些小奖，带动的周围几个关系不
错的同事也开始买起福利彩票。

慢慢的大家觉得各自买彩票
力量有点分散，不如大家一起合
买，于是6个人就开始合买彩票，
他们还根据各自的特长明确分
工，有人专门负责选号，有人专
门负责买票，有人专门负责保

管，还有人专门负责提醒大家要
心态平和，有了这样的分工，大
家坚持购买了好几年从来没有发
生纠纷。除了每期合买的彩票，
他们每个人还都坚持每期购买1注
固定号码，大家说好了这些彩票
无论哪张彩票中奖，奖金都要平
分。有时候中了一些小奖，大家
就不分奖金了，而是一起吃个
饭、喝顿酒，开心开心。

在 双 色 球 2014118 期 开 奖
中，这个6人组合终于收获了642
万一等奖，刘先生平常最稳重，
被大家推举出来做领奖代表，和
另外一位合买的同事一起来办理
领奖手续。“我们都已经商量好
了，奖金平均分配，然后大家一
起商量看看再合伙做点什么事
情。”刘先生说。

（新 彩）

六同事合买双色球中奖642万

本版预测纯属个人
观点，系彩民玩彩自娱，
据此选号风险自负。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一、本期应以 0234567 为基
数，重点主攻04567。

二、本期头围2345，重点主攻
245头，本期尾重点主攻1467。

三、铁卒24，稳坐4。
四、二数合97，三数合09
二数组合：46、24、56、12、04
任选三：246、256、047、045

124、456、245、036
定位二：
2××1、2××4、24××
45××、4×2×、5×6×
5××1、5××6
四数参考码：
2641、2526、2451、4207
4571、4207、5164、5471
七彩参考码：2541336
2526085、4571573

关东彩霸
短信代码：612

稳坐1 少用7
最少一码：059 最多一码：238
头围：0156 尾围：01469
中肚：0149 十位主攻09
本期主攻：1X90，X901，01X9
二数合：890 三数合：1566
三字现：
014、019、145、159
169、069、018、189
定位：1XX9，X1X9，XX19

XX90，XX01，X90X
四码：6901、5901、1409

1509、1609、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