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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人凭感觉选了 2 注大乐透倍投

中 9054万感谢彩民贡献奖池
“感谢！感谢！真的非常感谢！”10 月 12
日上午，深圳大乐透 9054 万大奖得主鑫先生
（化名）带着妻子现身深圳市体彩兑奖大厅，
在领取这注超级大奖时，
他时常双手合十，
感
谢声不断。
鑫先生年过不惑，买体彩已经超过 10
年，之前喜欢购买排列三和七星彩，
从大乐透
上市之后，买彩更勤快了,几乎期期不落。鑫
先生的购彩习惯是把钱包里面的零钱全部买
完，购彩当天，他钱包有一张 50 元和一张 5
元的钞票，他就凭感觉选了两注彩票，
刚好追
加 9 倍，花了 54 元。
鑫先生夫妇俩在深圳事业有成，生意场
上浮浮沉沉数十年，
早已练就了良好的心态，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奖时，两人都相当平
静。鑫先生说道：
“10 月 9 日开奖当晚用手
机查看中奖号码时，就知道自己中了大奖。
最开始有点小激动而已，但是马上就平静
了。第二天看到媒体、微信朋友圈都在讨论
这个大奖，关注热度太高了，
所以我们也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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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时间来兑奖。”
说着，鑫先生双手合十，
“不过，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
祝福。
”随后，鑫先生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一直
感谢声不断。
鑫先生说，他说道，一直以来生意挺忙
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之余能够买买大乐
透，是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刻。在彩票站里也
认识了不少彩民朋友，
和生意场上不同，
这些
彩友跟我不会有任何利益冲突，大家只是为
了选号码、奔大奖聚在一起，
这种感觉真的挺
好的，
能够完全释放生意场上的压力，这种收
获比中大奖更为难得。
其次，鑫先生要感谢的是全国彩民。他
表示，
这次能够中这么大的奖，要感谢全国彩
民共同的努力，
能够把奖池积累到这么高，
才
能产出这注超级大奖。好运能够降临到自己
头上，同样也会来到任何一个彩民的身边。
他仍然会继续购买大乐透，为大家奉献好运，
奉献奖池。
然后，鑫先生说要感谢以前帮助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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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他充满感慨地说道，做生意都会有
高低起伏，最落魄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
正是有了好朋友们的帮助，才能一次次走上
正轨。这么多年以来，
虽然事业有成，但是给
朋友们的回报还远远不够。中了这次大奖之
后，
有了充足的资金，
若朋友生意遇到瓶颈也
能够尽一份心意，同时可以将生意场上的事
情稍微放放，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朋友们多
聚聚，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享受友情。
最后，鑫先生拉着妻子的手，深情地说
道：
“ 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老婆。一直以
来，我老婆赚的钱都比我多，生意的事情，她
操心的也比我多，
但是她任劳任怨，默默支持
我，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都不离不弃。我买
彩票，她也相当支持，
有时候还提醒我买大乐
透。由于她管钱比我在行，理财也比我厉害，
所以这次大奖的奖金我会交给她管理。我们
已经想好了，生意会逐渐放下，这样，我们才
能更好地享受两人世界，把以前因为忙生意
而失去的爱情找回来。
”
（新浪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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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海南 4+1、顶呱刮即开彩等体育彩
票，动动指尖购彩兑奖一站式搞定。
理性投注，量力而行。

激情岁月
短信代码：628
1、仠位范围：380526
2、三字现：
028、048、078、018、068、
014、148、248、024、029
3、两定位：
84xx、89xx、04xx、8x0x、
8xx2、8xx1、8xx7、x4x2、xx02、
5x0x、xx07、xx01
4、三字定：
840x、8x02、8x01、847x、
x402、8x01、8x07、x401
5、直码：
8401、8402、8407、8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