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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曾报道过，浙江彩民现身兑
双色球5028万新闻。当时正值双色
球6亿派奖，中国彩市好不热闹！有
人幸运中得巨奖，也有人遗憾错失惊
天巨奖。据江苏福彩消息，错失双色
球 2.5 亿巨奖得主现身时，十分健
谈，并未表现出过度的失望之意。

江苏常熟男子守号
中50注二等奖揽687万

双色球第15134期开奖，当期奖
号为：红球02、05、14、19、27、
31+蓝球04。江苏常熟彩民1人独中
50注二等奖，虽然因为1号之差错失
2.5亿巨奖，但他仍收获了687万元
的巨奖。据江苏福彩介绍，这位神秘
得主胡先生（化名），是位衣着普通
的中年男子，而且十分健谈。他所购
买的奖号，是凭借多年的投注技巧以
及研究心得，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组
号码，并且守号投注多期后最终中
出！

据胡先生介绍，心情好时，他会
倍投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心情不好

时，只买一注或几注。11月14日一
大早，销售员像往常一样开业，但胡
先生已经早早的在站点门口等待开门
了。他拿出写好的号码递给销售员，
并要求打50倍。当时销售员还笑着
开玩笑：“要是这注号码中了奖就不
得了啦！”开奖次日，当销售员习惯
性地翻看前一天站点的中奖纪录时，
惊奇发现竟然中出了50注双色球二
等奖！

胡先生喜欢双色球，并且自称
“潜心研究”多年，该倍投时则倍
投，十分果断，正所谓“功夫不负有
心人”。

去年国内已有4人
错失惊天亿元奖

自 2015 年 5 月份以的中国彩
市，这已是见之于媒体报道的错失亿
元巨奖的第4人了！2015年5月20
日，张先生因一号之差错失大乐透
1.6亿元的巨奖，不过他也将292万
揽入怀中。虽然心中略有遗憾，但现
身兑奖的张先生并没有丝毫抱怨，一

副淡然的神态。张先生出示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7+2”复式票，进行了追
加投注和10倍倍投，投注金额630
元。张先生在兑奖后给出了投注建
议：“小复式投注大乐透还是很划算
的，可以增加中奖机会，会让大家有
更多收获，不妨一试。”

2015年5月21日，李先生（化
姓）抱着掏空双色球奖池的想法，进
行了25倍投注，结果因为1号之差
错失了1亿多元的巨奖，但他仍收获
了400多万元。40多岁的李先生样
貌十分年轻，他感慨：“当时心里挺
虚的，对这组数字没什么感觉，所以
投注的力度有所下降。现在想起来挺
后悔的，最好是蓝球全包，再倍投个
五、六十倍的，这样的话变个亿万富
翁妥妥的。不过这种事后诸葛亮的
话，也是没必要说了。比起大多数还
没机会走进兑奖大厅的彩民来说，我
已经是幸运的人了。”

2015年8月9日，浙江一名吴姓
男子收获双色球145注二等奖，因1
号之差错失清空7亿奖池的机会，他

在8月12日到福彩中心领取了1018
万元的奖金。兑奖时，该男子直言：

“运气实在太差了！”而且更为神奇的
是，该得主曾在 10 年前错失了头
奖，他介绍：“那时自己选好了号
码，准备让销售员打票时，发现号码
中有3个数字与之前开出的一组号码
相同，于是就在打票的节骨眼上更改
了其中2个号码，没想到最好的奖号
就是最初自己选的号码。”感叹运气
太差之余，吴先生也开玩笑的说道：

“这次中的1000万，也许就是10年
前错失的1000万。”

时间来到 2015 年 10 月 13 日，
温州人姜先生的两张彩票，一张命中
1注头奖14注二等，另一张命中70
注二等，合计揽获2200万巨奖。不
过他因一念之差，错失3亿巨奖！姜
先生现身领奖感叹：“中奖的号码是
机选的，命里有时终须有”。

确实，中奖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几家欢喜家愁，奈何操劳心思徒空
悲？玩乐而已，随遇而安！

（新 彩）

一号之差错失福彩2.5亿巨奖得主现身！

去年已有4人失亿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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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死0头，判死9尾。主攻单
头，头尾合单，中肚合单，值围：
9- 21。 头 尾 数 2479， 中 肚 数
0124，不同行58、68、79。

二数合 6、8，三数合 0、1，
铁卒：24，死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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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2：
1××3、1××4、1××6、

1××7、1××8、5××4、5××
6、5××7、5××8、6××3、
6××4、6××6、6××7

三定组合：
1×53、1×54、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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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三定位 64 组稳中奖：
千 位 5206， 百 位 2346， 个 位
4326。【铁43】

（1） 包 重 点 范 围 ： 千 位
2738，百位2706，十位2768，个
位2768。

（2） 包 头 奖 范 围 ： 千 位
273805， 百 位 234678， 十 位

162347，个位432607。
（3）排除3码范围：绝杀319

千位，绝杀154百位，绝杀580十
位，绝杀815个位。

（3） 三 字 现 ： 432， 435，
436， 430， 325， 326， 353，
343。

（4） 二字定位：×3×4，×

3×3，×3×2，×3×6，×2×
4，×2×3，×2×2，×2×6，×
4×4， ×4×3，×4×2，×4×
6，×6×4，×6×3，×6×2，×
6×6。

（4）三字定位：53×4，53×
3，53×2，53×6，52×4，52×
3，5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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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49，有码上奖配 38，05，
各一码组成三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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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980，985，239，889
389，499，

二字定；
27/38xx， 38/27xx， 49/

49xx， 38/38xx， xx16/05xx，
x38/49x，XX49/49，

头尾范围：
头2348，尾 1590，中肚有数

8932，
四字直码：
千位：2348，百位：3289
十位：051649，个位：9150，
如想获取主攻三字现，头尾定

位可拨短信代码，

近日，据美国纽约的《每日新闻
报》报道，美国纽约一位刚刚退休的华
裔厨师陈常东在感恩节前领取了
1000万美元的（约折合人民币6386万
余元）彩票大奖。在领奖现场，陈常东
像国内大奖得主一样，也戴上了帽子
和墨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如此装
扮在国外大奖得主中并不多见。

大奖彩票是在上个月皇后区一家
华人西药房售出的。药房的老板周先
生透露：“中奖的陈常东是店里的老常
客了，但他之前从没有买过这种 刮
刮乐彩票。在上个月4号这天，大概是
上天叫他买了两张，竟然就中了，运气
真的好。”

陈常东在感恩节前亮相彩票公司

领奖，不知道是不是深受国内众多大
奖得主的启发，穿了“一身黑”，还戴上
了帽子和墨镜。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奖
得主表示，当天他之所以买下这两张
彩票，是因为这两张彩票的号码8和7
他的幸运数字。

大奖得主选择将奖金一次取出，
在扣税之后，奖金仍高达5，105，232
美元。对于奖金的使用，陈常东透露，
自己打算用奖金在法拉盛买一栋房
子，还有带妻子去度假。

值得一提的是，陈常东不露脸的
领奖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网友们的好
奇，他们都想了解大奖得主到底是什
么样子。有的人通过各种找线索、扒历
史后，惊呼知道了得主的真容。

男子中巨奖遭扒：我认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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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