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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彩民机选中1000万
领奖时表示“日子还得照常过，彩票还要继续买”

榆林一彩民为减压买七乐彩喜中一注头奖

领取177万元奖金后想生个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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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自娱，据此选号风险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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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号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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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率：70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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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8、B=275、C=238、D=059

三 字 现 ：285、216、204、296、803、

730、761、759、747、735

定位 2：2XX5、2XX2、2XX9、2XX6、

2XX3、7XX0、7XX7、7XX4、7XX1、

7XX8

定位 3：22X5、21X2、20X9、29X6、

28X3、77X0、76X7、75X4、74X1、73X8

参 考 码 ：2285、2162、2049、2926、

2803、7730、7617、7594、7471、7358

4+1码：7730+2

七星彩：7730219

4月1日，福彩七乐彩第2016037期头

奖全国开1注，花落榆林神木，奖金达177

万多元。中奖彩票诞生于神木县滨河路与

精煤路口福彩61270359号投注站，为5注

单式自选票，其中第4注中得当期一等奖

177万元。

幸运得主张先生（化名）三十出头，榆林

本地人。据介绍，张先生自2006年开始玩

彩票，以七乐彩为主，偶尔玩双色球，不是期

期都买，每次投注控制在二十元左右，最多

曾于2007年中得七乐彩一千多元的奖金。

张先生坦言，家里因母亲重病致贫，近

年负担特别重，小本生意又不好做，自己早

早戒烟戒酒，也不打牌，玩彩票也不图能中

大奖，只作为舒缓生活压力的唯一方式。

4月1日中午一点多，张先生办事路过福

彩61270359号投注站，拿出事先选好的5组

号码让售票员出了票。第三天跑步路过时，

得知该投注站中出了一等奖，取出彩票一核

对，发现中奖号码竟然和自己的第4注一模

一样，也没敢声张，跑回去一说，都不信，就拿

手机翻出当期中奖号码现场验证，家人这才

信了，全都十分开心地让他尽快领奖。

七乐彩这笔奖金，张先生表示给家人困

顿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想用这钱首先偿

还因治病欠下的债，其次是支撑哥哥治病的

花销，然后是全家生活补贴。而最令张先生

开心的是，结婚四年多来心念想要但迫于生

计压力一直迟迟不敢要娃，这下终于可以准

备要了。 （中福）

4月3日开奖的双色球第2016037期，

全国中出3注单注奖金高达1000万元的超

值一等奖，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中医院西侧

的43027080福彩投注站中得其中1注。4

月11日上午，一名中年妇女走进湖南省福彩

中心兑奖室，拿出一张彩票申请兑奖。原来，

她就是这注千万巨奖的得主。

中了大奖不敢相信
在交谈中，这名姓李的女彩民说：“平时

是碰着机会就买张彩票，一直就买双色球，也

是听人说双色球好，大奖多。买彩票的时候

心里是有着中奖愿望，但我知道中大奖机会

很难得。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千万巨奖竟

然真的落在我头上了！”

李女士说：“我是昨天傍晚路过那家投注

站，顺便买彩票，看见站点中大奖的宣传，还想

这是谁这么幸运啊。”回到家，想起自己前不久

也买了张双色球彩票，就找出来上网对了下号

码，结果发现竟然有1注号码跟开奖号码完全

相同，当时心里一激灵，不敢相信。李女士反

复核对了期号和开奖号码，感觉是真的，但心

里老是有怀疑，不敢确定。

不懂玩法全是机选
“每次买彩票，我都是抱着买着玩的心

理。我到现在都还不完全清楚玩法，更别说

什么选号技巧了，每次买彩票都是机选号

码。”李女士笑着说。据她介绍，4月3日下

午，路过福彩站点，就进去花4元机选了2注

双色球号码，接过彩票就放在钱包里。

李女士说，她断断续续买彩票，已有五六

年时间了，中奖也有，都是5块10块的小奖，

百万千万甚至亿元巨奖，只是在网上看到或

者在和同事聊天中谈到。

阳光心态助她中大奖
据了解，李女士是下岗职工，是湘潭本地

人。说起大奖带给她的影响，李女士表现得

很平静：“日子还得照常过，彩票还要继续买，

当然心态会一直保持好！”李女士表示，她会

将这笔奖金与家人共同分享，一起为今后的

生活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对于拥有阳光心态

的李女士来说，与其说她拥有了大奖后的喜

悦与满足，倒不如说是良好心态为她带来了

大奖。真心希望每一位热爱并支持福彩的彩

民朋友能拥有这样一份“阳光心态”，在购彩

道路上献出爱心并收获更多幸运。 （湘福）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

0723；第二位为：2345；第三位为：7890；

第四位为：5678；重点27头49尾，2378

站中肚；稳坐29，防74

三字现：290、288、276、642、259、

024

定位：2XX1、2XX8、2XX5、2XX2、

2XX9、73XX、72XX、71XX、70XX、

79XX

三定：2X01、2X88、2X65、2X42、

2X29、734X、72X9、710X、708X、796X

直 码 ：7342、7229、7106、7083、

7960、2901、2888、2765、2642、2529

本期重点包 167238 搭配 749012

尾，精选包1649头搭配4912尾，主攻包

16头搭配27尾；单吊1头7尾稳坐17，

铁卒28，值数389

三字现：178、164、154、428、130、

147

定 位 2：1XX7、1XX4、1XX1、

1XX8、1XX5、1XX2、1XX9、1XX6、

1XX3、1XX0

定位3：17X7、16X4、15X1、14X8、

13X5、12X2、11X9、10X6、19X3、18X0

直 码 ：1787、1664、1541、1428、

1305、1282、1169、1046、1923、1800

稳坐8，铁码85，二数合15

三字现：062、849、826、870、860、567

定位二：8XX7、8XX4、8XX1、8XX8、

8XX5、8XX2、8XX9、8XX6、8XX3

定位三：X062、8X49、8X26、870X、

86X0、X567、84X4、8X21、820X、81X5

定 位 四 ：8062、8949、8826、8703、

8680、8567、8444、8321、8208、8185

个人观点：铁率38，有码05，头

尾数38/49，中间数16/05

两 字 定 ：35xx、30xx、85xx、

80xx、xx14、xx69、xx64、xx19

三字现：345、346、654、653、

159、158、985、981

三 字 定 ：356x、306x、851x、

856x、x064、x564、x019、x569

四 字 定 ：3564、3064、8519、

8564、8064、3014、8019、3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