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都2020年了，大家的购彩理
念是不是也该进步进步了，但是目
前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购彩者在购彩
选号时存在着心理误区，最典型的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大奖过度想象
有些购彩者迷信心理严重，比

如晚上做了一个发财的梦，遇到一
件侥幸的事，便以为自己“财运”到
了，投注时就加大投注金额。其实，
这大多只是自己的心理暗示，每次
彩票开奖产生中奖号码都是随机
的，如果你真的梦到了一组彩票号
码，拿着它去投几注也未尝不可，至
少为生活平添了几分兴趣，但可别
太当真了，梦境并不等于现实。

购买彩票属于“可获得性偏
见”，即基于对某一事件在头脑中存
在的印象，而过高估计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比如人们印象更深的是某人中彩
票的消息，而非更多人没有中奖的事实，由
此对自己中奖的可能性做出“过度想象”。
产生这种心理往往是由于太注重中奖与否，
太害怕失望。

（二）把娱乐当主业
有些购彩者偶然中了一些小奖，便觉得

彩票中奖很容易，也能“挣钱”，于是便把购
彩当成理财，当成投资，甚至当成职业来做，
想靠中奖挣钱过日子。

一部分购彩者求算数幸运数字一般都
需运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有时甚至还要用
到指数平移、概率统计等数学方法。如此，
求算出一个彩号不亚于解决一道玄奥的数
学题，若每期要买上个几十注上百注的话，
一注一注地算下来简直就像在做一大张试
卷，既花时间又费精力。

殊不知，买彩中奖是可遇不可求的，好
运不可能老是光顾一个人的，以购彩为职业

显然是行不通的。
（三）购彩神秘化
买彩票有一种“差一点就成功”的心理

效应。人们总以为自己几乎或差点中奖，但
事实上连接近都算不上。但有的人会将此
和神秘因素联系起来。

比如有的购彩者对自己选定的号码非常
神秘，如果别人想看一下他的号码，他会表现
得很紧张，不能正常交流；投注时看到投注站
里人较少时才进行打号。甚至在什么时间打
票，由谁来打票都有很多“讲究”。有的购彩者
过分迷信分散购买的办法，若一期要买50注，
他会把其中一部分作为机选号码，一部分作
为手选号码；一部分在市中心购买，一部分则
要去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购买。

这种神秘状态会给自己增加严重的心

理负荷，时间一长会使自己变
得焦躁不安，不利于培养正常
的购彩心态。

（四）不计后果地投注
有少数购彩者太执迷于

通过彩票致富，于是孤注一
掷，不考虑自身承受能力，倾
力投注，玩一段时间彩票后，
因不中奖，于是就开始怀疑彩
票有假，和人说起彩票就冷言
相向，对彩票不能正确对待。
这种怀疑的心理，时间长了会
损伤自己的购彩兴趣，失去了
购彩的乐趣。

（五）“最后一刻”说
有一些铁杆彩迷相信一

种说法叫“越接近销售截止时
间买彩票越容易中奖”，称之
为“抢闸”。有行业专家指出，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依据，而数
据统计显示大奖出现不存在时间规律，开奖
前不会“滤号”，大家无需抢闸购彩。并且，
临近销售截止时间购买彩票存在一定的风
险，除了时间无法保证外，有时会遇到各种
无法预料的状况，包括销售系统的拥挤、机

器故障、现场购票人数多，秩序混乱等。因
此，建议大家错过高峰时间购彩。

总而言之，购彩能否中奖，主要取决于
运气。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机会对于每个人
都是均等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买彩看
得简单、轻松些呢？下面这些方式和心态，
有利于培养大家的健康购彩习惯：

设定时限
给自己的坏心情设定一个时限：承认失

望很重要，但不能陷入绝望。如果你没有赢
得彩票，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感到失落，
然后让生活继续。

调节心态
不管你玩哪一个彩种，都需要注重心

态。财富并不等于幸福：有研究表明彩票中
奖者在中奖之后幸福感的确显著上升，但随
后，通常在一年之内，又下降到了中奖之前
的状态。所以大家不要过于去幻想结果，更
不要贪婪，而应该注重购彩的心态，保持乐
观的情绪。

机会常在
彩票只是生活娱乐中的一个小部分，失

去中奖机会不代表失去生活希望。对彩票
期望过高，失去中奖机会时受到的打击也就
越大。学会理智看待得与失，事情没有绝对
的好或者坏，关键是如何面对和处理。中奖
机会总是存在的，并且人人机会均等，一次
失去中奖机会并不那么重要。

转移注意力
不要让自己沉浸在负面情绪里，可以特

意做一些平时感兴趣的活动来转移注意力，
或者参加一些体育锻炼、集体活动来放松。
另外，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不要把负性情绪
都积聚在心里，在向他人倾诉的同时也可以

调整自己的想法，倾听他人的建议，多从不
同角度看待事情。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向
心理工作者寻求帮助。

祝大家购彩愉快！
（摘自 国彩推送微信公众号）

彩票在国际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深
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大家快来了解一
些各国彩票趣事吧。

澳大利亚猜对天气中大奖
澳大利亚彩票公司曾推出一种“天气彩

票”，彩民只要赌对当天气温就有机会赢得
1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0万元）大奖。用
户需要先每月花 25 澳元（约合人民币 123
元）订阅“天气彩票”服务，才可以从0到9之
间选择7个数字，代表每周7天的气温。举
例来说，如果悉尼气温为30.6摄氏度，你选
中6的号即为中奖。

“天气彩票”的创意灵感实际上源自欧
洲比较流行的“邮编彩票”。希望这种新彩
票能够吸引澳大利亚人支持慈善事业。

日本设有彩票节
日本人最喜爱的博彩游戏就是彩票，该

国是全球唯一设有彩票节的国家，让买彩票
成为更有乐趣的活动。

日本彩票节在每年9月2日举办，据说
是为了提醒彩民核对手中的彩票。每年彩
票节，媒体都会筹办各种彩票特别节目，如

“彩票日快乐抽奖会”就会从每年购彩者未
中奖的彩票中抽取中奖者，中奖者可以获得
特别纪念礼品。

日本彩票还有一个独特的“传统”──
每年都会发行以幸运女神为券面图案的彩
票。彩票协会每年在全国各地公开选出 6
位幸运女神，任期为一年，任期期间必须到
全国各地进行彩票宣传活动。

冰岛女总统买彩票不兑奖
冰岛的彩票品种虽不多，但贴近现实生

活，地域色彩浓郁，且面值不高，具有艺术价
值和收藏价值，所以深受百姓喜爱。

不仅冰岛百姓喜爱彩票，政府官员也有
此爱好。4次连任冰岛总统的维克迪丝·芬
博阿多蒂尔，是冰岛独立后的首任女总统，
也是冰岛头号彩民。她在21岁时曾因中了
一个 21 万美元的大奖而一度成为新闻人
物。在她 1980 年当选总统后，她决定买彩
票不兑奖，重在参与，在她72岁高龄时依然
保持着购买彩票的习惯。

俄罗斯：普京中奖获座驾
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从小就很喜欢汽

车，但是由于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大学三
年级那一年，有一次普京的母亲在食堂吃
饭，食堂师傅一时没零钱，就送给他们母
子一张彩票，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那张彩票
居然中了一辆“扎波罗热茨人”牌小汽
车，普京见到小车后喜欢得不得了。虽然
家里很拮据，但父母还是没有卖车换钱，
而是把它送给了儿子。

这辆汽车普京开了 10 万公里，之后卖
给了克格勃的一个同事。普京当上总统后，
朋友又帮他找回了这辆车，给了它第二次生
命。就是上面这辆 1972 年产的“扎波罗热
茨人”牌小轿车。

美好的生活需要加点好玩的色“彩”。
用玩乐的心态对待彩票，无论幸运是否会降
临，让生活多一点希望，多一份乐趣就是我
们的收获。

（摘自 微彩汇微信公众号）

根据《财政部关于停止销售“勇士闯关
5”等 100 款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的审批意
见》（财综〔2019〕46号）的要求和各地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决定：

“勇士闯关5”等即开型彩票的停止销售
时间由2020年3月20日24时调整为2020年
6月20日24时。

停止销售的“勇士闯关5”等即开型彩票
兑奖截止时间由2020年5月20日24时调整
为2020年8月20日24时。

按照通知要求青海省将有以下44款即
开票游戏停止销售及兑奖：

G0147-勇士闯关 5、G0257-指动金来、

G0356-美好生活-永结同心5元、G0363-中
秋送福、G0388-招财猫、G0394-欢乐嘉年华
20 元、G0406-打地鼠、G0408-网鱼高手、
G0417-中华名人-孟子、G0424-巅峰对决、
G0428-花神、G0430-幸福来电、G0431-爱
我家园、G0435-福运连连、G0438-欢乐马戏
团、G0441-福气 8、G0463-俏佳人、G0470-
太极、G0473-吉祥草原、G0475-熊出没、
G0476- 空 战 赢 家 、G0478- 好 运 加 倍 、
G0479-相约咖啡、G0480-加油！加油！、
G0481-10 来运转、G0482-足球盛宴 5 元、
G0485-足球盛宴 10 元、G0489-多彩假日、
G0496-冰 VS 火、G0500-羊票 5 元、G0501-
羊票10元、G0507-喜气羊羊、G0509-财高8

斗 、 G0510- 金 冠 、 G0513- 龟 兔 赛 跑 、
G0514- 动 物 乐 园 、 G0515- 扑 克 王 、
G0516- 幸 运 投 篮 机 、 G0517- 幸 运 草 、
G0520- 和 平 是 福 、 G0534- 丝 路 寻 梦 、
G0536-丙申猴-脸谱10元、G0543-红宝石
蓝宝石、G0550-魅力香吻。

特此公告。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3月27日

猜对天气可以中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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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你的购彩理念足够健康吗

关于调整“勇士闯关5”等即开型福利彩票

停止销售时间和兑奖截止时间的公告

福利彩票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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