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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乐彩15137期分析预测七乐彩 实战宝典

看好凤尾27 29

福彩3D第15319期开奖结果

福彩双色球15137期开奖结果

号码：8 6 0

红球：14、22、23、27、28、31
蓝球：12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省中奖情况：单选中
1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六中9注，单注奖金173元。

海南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0注，三等奖中
10注。

女儿求情妻开恩
守号四年
中双色球34万银奖

11 月 10 日 ，新 疆 伊 宁 市
65418084福彩投注站迎来了建站以
来首个大奖——1注“双色球”游戏二
等奖。

四年前的一天，张大伯在老友的劝
说下花了2元钱机选了1注与自己不太
相关的“双色球”游戏单式票，号码为

“03、05、11、28、30、33+08”。当天妻子
见张大伯开始购彩了，脸色很是难看。
但已经上班的女儿搂着妈妈的脖子说：

“我爸不抽烟，不喝酒，又是‘妻管严’，也
退休这么多年了，就让他的生活多些色
彩吧！”张大伯的妻子听了女儿的一番
话，便默认了。

从此以后，张大伯就期期不落到
投注站购买自己机选出的那2元1注

“双色球”单式号码，这一坚守就是四
年。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10日晚，

“双色球”游戏2015132期向张大伯抛
出了橄榄枝，将1注34.383万元的丰厚
二等奖送到张大伯手里。

（新疆福彩）

七乐彩15137期分析：
龙头走势分析：近10期龙头

奇偶比为8：2，奇数龙头近10期
明显占优，本期关注龙头02 04；

凤尾走势分析：近10期凤尾
奇偶比为5：5，奇偶数凤尾近10
期开出均等，本期看好凤尾 27
29；

首尾和走势分析：近5期首尾

和为31-31-40-30-30，偶数首
尾和近期占优，本期看好首尾和
29 30 31；

首尾差走势分析：近5期首尾
差为29-25-18-28-20，奇数首
尾差近期占优，本期看好首尾差
26 27 28；

特别号码分析：近5期特别号
码开出为08-18-08-15-04，偶

数号码近5期占优，1路尾号近期
严重短缺，三区20-30之间开出
特别号码较少，本期继续关注特
别号码范围为20-30之间，关注
15尾的开出，参考特别号码 21
25。

本期10码复式：02 04 09 13
14 25 19 27 28 29

（玩彩老头）

七乐彩 15136 期开奖结果：
05 06 11 14 22 23 25
+ 04

七乐彩15136期分析：
一区杀号：近5期一区未开出号

码为10，本期一区参考杀号05 10
二区杀号：近5期二区未开出

号码为16 17，本期二区参考杀号
11 18

三区杀号：近5期三区未开出

号码为21 26，本期三区参考杀号
22 24

综 合 走 势 分 析 ：02 04
09 13 15 16 19 21 27
29 （橄榄绿）

看好二区胆码22 24

一区杀号04 06
七乐彩137期区间胆码

走势分析：
一区胆码：一区上期开出

2枚号码，近5期一区冷号为
10，一区上期出号正常，本期
继续关注最少开出1-2枚，看
好胆码03 04 06；

二区胆码：二区上期开
出2枚号码，近5期二区冷
号为16 17，二区近期出号
偏少，本期二区关注胆码
13 15 17 19；

三区胆码：三区上期开
出3枚号码，近5期三区冷
号为21 26，三区近期出号
偏热，奇数凤尾近 10期占
优，本期三区关注胆码 23
27 29；

10 码 复 式 ： 03 04
06 13 15 17 19 23
27 29 （亮彩）

治泌尿结石，就到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

治泌尿结石 到泌尿专科医院
健康热线：66671111

泌尿系结

石是一个全球

性疾病，也是

我国最常见的

泌尿外科疾病

之一。它是肾、

输尿管、膀胱

及尿道等部位

结石的统称，

结 石 可 见 于

肾、膀胱、输尿

管和尿道的任

何部位。但以

肾与输尿管结

石为常见。一

般而言，每个

年龄段都可能

发病，男性发

病多于女性，

约3：1。

人体的泌尿系统犹如排污口，能将
新陈代谢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出体外，
以保证人体各器官的正常运作，而各类
泌尿结石堵在排污管道上，不仅妨碍正
常的排泄工作，结石的移动还会伤及周
围组织，产生剧痛。

“不少人认为结石是小病，忍到
疼得受不了才来医院。事实上，如果
两个花生米大小的石头分别卡在两
边输尿管内，很可能会毁了肾，甚至
危及生命。”专家提醒，结石虽小，但
绝不能大意。

延误治疗，泌尿结石会毁了您的肾

相关数据表明，泌尿系统结石的发
病率确实与地域有关，其发病率由北往
南依次上升，这与当地的水质、气候、
饮食习惯等都有很大关系。

“海南泌尿系结石病全年都处于高
发期，更应该严防。”专家指出，海南

气候炎热，出汗多，水分大量蒸发，造
成尿量减少，代谢产物浓度增加，形成
结石。其次，大鱼大肉，饮食无度，钙
过分吸收，爱吃虾蟹等嘌呤含量高的海
鲜类食物，都可能成为泌尿结石的的诱
因。

置身海南，更应该严防泌尿结石

疾病范围

泌尿结石

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

膀胱结石

尿道结石

适应症

结石直径1.0 cm -2.0cm，无莰顿质地软

结石大于2.0cm，包括鹿角形结石、多发结石、异位肾结石等。

结石大于2.0cm

1. 2.0cm以上的结石
2.任何质地，多发性结石

推荐技术

体外冲击波碎石

瑞士第五代 EMS 超
声弹道碎石清石

钬激光碎石

技术优势

只碎石，不伤身，随治随走，费用低

保肾取石，不开刀，创口小，恢复快，边碎石边
主动排石，效果佳，并发症、复发率低

不开刀，利用稀有元素钬产生的脉冲式激光
碎石，准确率高，对周围组织损伤小恢复快

医保

门诊治疗，不属于医保范畴

医保报销

目前泌尿结石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专家强调：结石要根据大小、部位以及成分硬度等的不同，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案。哪些结石随治随走？哪些结石适合手
术？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43号）采用国际先进的全数字化彩超设备进行精准定位结石，治疗技术有以下特点——

近日，吉林省彩市“金”花四溅，
好戏连台。双色球第2015126期，
彩民王先生（化姓）在6亿元派奖
首期收获“含金量”十足的“金
奖”，将1146万元大奖收入囊中。
仅时隔 1 期，双色球第 2015128
期，长春市彩民凭4元钱2注的单
式票“摘金”，独揽607万大奖。
11月12日，在“隐身”十多天之
后，七旬彩民李先生（化姓）携老
伴终于现身吉林省福彩中心兑领
607万大奖。

“我平时特别喜欢买彩票，每
次 （投注） 都是2注双色球号。”

李先生说，10 月 31 日晚上六点
多，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家附近的彩
票站，花费4元钱自选号码投注了
2注双色球彩票。没想到，正是这
个平凡日子里的一个重复多年的举
动，竟让他中得607万元大奖！

李先生表示，子女暂时还不知
道自己中奖的事，但以后一定会找
时间告诉他们，分享中奖的喜悦。

“我能想象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领607万大奖！”、“执子
之手领奖，与子偕老致富。”、“给
我也整（打）几注双色球。”……
大奖诞生地——绿园区创业大街的

828号投注站内已是人满为患，彩
民在得知大奖得知与老伴儿携手领
取大奖的消息后纷纷称羡，对于投
注站大奖能够“梅开二度”更是赞
叹不已。

“有很多投注站虽然也经营十
多年了，但还未中出过大奖。而我
家竟有幸两次中出大奖，实在是可
喜可贺。”828号福彩投注站销售
员于女士说，此前投注站便中出过
1027万大奖，现在又中出607万，
她比自己中奖还高兴。现在，自家
彩站已被彩民称之为“中奖宝地”。

“所以说啊，中大奖的梦想还

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没
准儿下个雨点就砸到我呢。”彩民
高先生笑着说，福利彩票的公平、
公正、公开人尽皆知，只要心怀梦
想，坚持购彩，终究有一天，“奇
迹”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据了解，11月1日，双色球第
2015128期开奖。这也是2015年双
色球6亿元大派奖开启后第三期开
奖，当期全国共开出17注单注奖金
607万元一等奖，长春市彩民李先
生凭借两注自选单式票中的一注摘
金，独揽607万元大奖。

（长春福彩）

长春彩民中六百多万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