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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男子 4 千元擒大乐透 2410 万
称购彩不需要技巧，多观察身边关联的号码，随机选号
如果说中奖是一种运气，那运气背
后，一定少不了好心态的加持。11 月
20 日，超级大乐透第 21133 期全国开出
13 注一等奖，辽宁铁岭购彩者孙先生
（化姓）豪掷 4000 元，一人独揽其中两
注追加一等奖，奖金合计 2410 万元。
11 月 22 日上午，孙先生冒雪现身
辽宁省体育彩票中心，领走了大奖。孙
先生表示，他在铁岭工作多年，有 10
多年的购彩经历，是位忠实的“体彩
粉”，“我没什么其他的爱好，买彩票就
是我最大的乐趣。
”
大 乐 透 第 21133 期 前 区 开 出 号 码
“08、09、17、26、28”，后区开出号
码 “06、 08”。 孙 先 生 凭 借 两 张
“12+2”的复式投注票，中得两注追加
一等奖。“这组号码是我路过药房时得
到的灵感，因为那家药房的显示屏上写
着 每 月 “6、 7、 8、 9、 16、 17、 18、

19、26、27、28、29”为本店的会员
日，我看到这组号码就来了灵感，就想
着把这组号码作为前区号码，后区的两
个号码是我随机选的，这组号码我跟了
3 期吧，没想到真的中了！”孙先生说。
孙先生的两张中奖彩票分别购买于
两家体彩实体店，孙先生说：“我当时
已经在家附近的体彩店买了一张复式
票，但由于工作繁忙买完之后就忘记
了，所以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路过另一
家体彩店，就又进去买了一张，等到查
看开奖结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买了
两张彩票。
”
由于两张彩票孙先生都选择了追
加，奖金也更加丰厚了。孙先生表示：
“我几乎每期都会买，而且基本都会买
小复式并选择追加，钱多的时候多买
点，钱少的时候就少买点，我购彩的心
态也一直很好，中了更好，没有中就当

是做公益了，也可能是我心态好的缘
故，幸运总是眷顾我。”
开奖当晚孙先生就得知自己中奖
了，当时心情特别激动，立即打电话告
诉妻子自己中了一等奖，妻子还不相
信，直到周一孙先生来到省中心的兑奖
大厅，给妻子拍照，妻子才敢相信这一
切是真的。
“我今年 6 月份曾经中过一次二等
奖，这回又中了一等奖，真是很幸运
了”，谈及中奖心得，孙先生的经验有
两点：首先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买彩票
就不要想着中不中奖，一切交给天意；
其次是挑选号码不需要技巧，就是多观
察身边关联的号码，随机选号。
对于奖金的使用，孙先生表示：
“这笔奖金来得比较突然，还没想过怎
么花，就想着先把奖金领回去跟妻子一
起商量。
”
（辽宁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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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第 21135 期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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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星高照

短信代码：588

移动拨：
12590389588
电信拨：
1183283559588

七星彩
前二胆码推荐 0,7
前独胆:7
前二胆:0,7
前三胆:0,5,7
前六胆:0,3,4,5,7,8
前七胆:0,3,4,5,7,8,9
前包星:0*****,**5***,****7*
杀一前:6
杀二前:2,6
杀三前:1,2,6
后六胆:1,2,4,5,8,11
后五胆:2,4,5,8,11
后四胆:2,4,5,8
后三胆:4,5,8
后二胆:4,5
后独胆:5
杀六后:3,6,9,12,13,14
杀三后:3,6,13

第 21136 期分析推荐

后区独胆参考 8
前独胆:7
前二胆:0,7
前三胆:0,6,7
前六胆:0,1,2,3,6,7
前七胆:0,1,2,3,6,7,9
前包星:0*****,**6***,****7*
杀一前:4
杀二前:4,8
杀三前:4,5,8
后六胆:0,1,2,7,8,13
后五胆:0,1,7,8,13
后四胆:0,7,8,13
后三胆:0,8,13
后二胆:0,8
后独胆:8
杀六后:5,6,9,10,11,14
杀三后:5,9,14

杀三后预测 2,8,12
前独胆:6
前二胆:2,6
前三胆:0,2,6
前六胆:0,1,2,3,5,6
前七胆:0,1,2,3,5,6,9
前包星:*0****,***2**,*****6
杀一前:7
杀二前:4,7
杀三前:4,7,8
后六胆:0,3,4,6,9,11
后五胆:3,4,6,9,11
后四胆:3,4,6,11
后三胆:3,6,11
后二胆:3,11
后独胆:11
杀六后:1,2,5,8,10,12
杀三后:2,8,12

稳 坐 9 二 定 79XX，
7X9X， 7XX9， 29XX，
2X9X，2XX9 三 定 290X，
X906，29X0，20X6 四 码
7902 五码 79028,20967

五码奔腾

短信代码：599

移动拨：
12590389599
电信拨：
1183283559599

三字 895，861 二定位
X9X1， 6X8X， 8X9X，
6XX1，8XX1，X8X1 三定
位 X896，6X91，618X 四
码 0819，6981 五 码 08195,
69815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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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广告热线电话：
66810111 66810671

本栏目信息
35 元/行，
每行 15 字

低价格 高效率

房屋出售

便民信息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
消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海口明光国际公寓 53 平方米 58 万元
精装房，
可租可售。13976739558

钱币回收

▲回收钱币 . 银元古钱 . 光洋纸币 . 纪念
币 . 老酒 17330801098

定安黄竹天亿建材贸易中
心公章损坏，
声明作废。

征婚交友
▲思达圆婚介：有各行业成功人士、部队
兵哥、公务员等优秀会员。资料真实 可
鉴 、来 就 约见面、缘到成功。66500706、
18976082986，
龙华路41号（椰树厂门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