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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很多彩民都在总结
过去一年的得失中计划着未来一年
如何展开自己的“购彩大计”。而就
在福彩3D游戏第2021001 期开奖
中，我省一位幸运彩民张先生（化
姓）为他的辛丑年“购彩蓝图”中添上

了一抹重彩，他获得了2021年我省
福彩3D游戏首期大奖，104000元。

张先生是一位来青多年的生
意人，更是一位3D铁杆彩民，购彩
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每天忙碌的生意并没有耽误他
期期购彩的“脚步”，而他只钟爱
3D 这种小盘玩法的游戏，用他的
话说：“小盘玩法也会有大惊喜。”
多年的购彩经验让张先生懂得了
一些小技巧，擅长运用“和值”来选
出号码，尽管这种方法未能让他次
次有收获，但也会有回报的时刻。
张先生是那种实力与运气并存的
彩民，每次选好号码后就会倍式投
注，金额也在 200 元到 400 元不
等。谈起这次的中奖，他也是通过

“和值”的方法选出了几组号码，再
三斟酌后觉得“177”这组号码感觉
最好，于是选定投注一系列步骤一

气呵成，毫不含糊，当然对于感觉
好的号码投注自然不吝啬，他对这
组号码进行了 100 倍的投注。当
晚开奖后，自己的“成绩”再次得到
了验证，可能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有
一种“了然于胸”的感觉，所以显得
很平静。兑奖时他也很平淡，并表
示这笔钱会投入到生意中，但并不
会因为中奖放弃购彩。

无论是新彩民还是老彩友，无
论是双色球还是 3D，新的一年不
妨购买一注自己喜欢的彩种，为
2021年开个好头，也为自己积攒新
年的幸运值，让我们在奉献爱心的
同时也为更多的人带去快乐。

（严瑾）

1月18日下午，“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中
国福利彩票‘快乐 8’游戏青海首发仪式”在西宁举
行，省财政厅、民政厅、财政部青海省监管局、省委网
信办及合作单位受邀出席活动，与省、市福彩中心工
作人员，业主代表和相关新闻媒体一起，共同见证福
彩“快乐8”游戏正式亮相青海彩市。

首发仪式在欢快的鼓乐声中拉开序幕，伴随倒数
计时，与会嘉宾触摸大屏，福彩“快乐8”游戏青海之
旅正式开启。在中置传媒高级讲师陈炳旭为大家讲解
了“快乐8”的游戏特色和玩法后，青海首张福彩“快
乐8”彩票在活动现场诞生。在场所有来宾见证了这
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首卖仪式现场还设置了福彩游戏体验区域，为现
场来宾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购彩体验。新颖的首卖形
式，充满潮味的首卖现场，让“快乐8”游戏更接地气，

更加拉近了我省彩民与快乐的距离。
“快乐8”是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十年磨一剑，精心

打造的新产品。这是一款基诺型彩票，具有博弈性低、
娱乐性强的特点，是国家彩票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是推进销售网点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更是新的发展
格局下福利彩票进一步迈向集约化、规模化、信息技
术化，实现自身行业和责任战略发展的重要机遇。

本次以“快乐”为主题的“快乐8”游戏的上市，标志
着中国福利彩票转型发展后的再出发，也必将掀开青
海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同时，“快乐8”游戏也
将以全新的产品业态、全新的游戏理念给市场带来全
新的活力，给青海彩民带来更加快乐的购彩体验。青海
福彩将借助“快乐8”上市契机，坚定信心、趁势而上，为
福利彩票所铸就的“责任、诚信、公益、健康”形象增添

“快乐”内涵，推动青海福利彩票事业行稳致远。

2021年开年之际，福彩双色球就给广大彩民带来了
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短短5期开奖过程中，票面金额超过
1000万元的大奖已有5个，最高更是开出了6353万元！

每年年初，我们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
它也许是读几本书、参加几次活动、升职加薪结婚生子、
或者是中上一次梦寐以求的双色球大奖……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新年购彩小目标”，也
许会与您的想法不谋而合。

目标一目标一：：大奖小奖中个奖大奖小奖中个奖

中奖，是每一位双色球彩民都在期待的美好时
刻。从猜对1个蓝球的六等奖，到命中6红1蓝的一等
奖，双色球有着丰富的奖级设定，更大程度上满足了
我们“中个奖”的心愿。

对于许多彩民朋友来说，一等奖固然是心心向往
的结果，但只要能够随便中个奖，就会感到知足、快
乐。有时候，发自内心的满足就是源自这微小的收获。

目标二目标二：：中个大奖改善生活中个大奖改善生活

都说咱们中国人最顾家，这一点从彩民的新年愿
望中可见一斑。中个大奖用来购车、买房、孝敬父母、
教育子女，是最为常见的彩民“新年目标”，也是最为

朴实的内心愿望。
像是双色球第 2021001 期山东 703 万元大奖得

主、扬州705万元大奖得主，均表示奖金会用在子女
身上。而第2021002期深圳924万元大奖得主，则表示
会先将奖金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目标三目标三：：继续支持公益事业继续支持公益事业

如果说前面两个目标，稍显有些“自我为中心”，
那么这第三个目标可谓是“兼济天下”。作为国家公益
事业的重要力量，咱们双色球彩民无时无刻不在用自
己的行动，温暖着这个社会。

现如今，“买双色球就是做公益”的理念早已深入
人心，不论你是单式投注、还是复式胆拖，每一组号码
的背后，都凝聚着我们对于公益事业的奉献。

每一个热爱双色球的彩民，都有着自己对生活的
追求。在距离2021年农历春节只剩一个月的当下，不
妨给自己制定一个小小的新年目标，也许可以在不经
意间邂逅幸运…… （摘自 福彩双色球）

他们是 2020 年福彩圈的“顶
流”，他们的新闻一出就吸引大量目
光，他们就是2020年双色球TOP10
的大奖得主！

01福建1.69亿元
2020年12月31日晚，双色球第

2020134 期开奖。福建彩民喜揽 37
注，总额高达1.69亿多元，成为2020
年双色球末期最大赢家。“一开始打
了一张 9+2 复式票，我有追加倍投
的习惯，觉得9个红球有点多，就把
红球号码去掉 3 个之后，又对这组
号码进行了30倍投注，然后就离开
了，前后大概 5 分钟。”中奖者丁先
生表示自己是个非常随性的人，从
来都是走到哪买到哪，没有在固定
站点购彩，也没有守号的习惯。

02安徽8057万元
2020年新年伊始，1月16日晚，

在双色球第2020007期的开奖中，安
徽宣城一彩民狂中15注一等奖，总
揽奖金8057余万元，创安徽省福彩
彩民单次中奖金额新高。中奖者刘
先生是个老彩民，买了十几年彩票
了，主要喜欢投注双色球等大盘玩
法。这次中奖的号码，刘先生说是
他六年前随机挑选的，一直守号，并
经常倍投。在宣城期间，他就近在
多个站点打过双色球彩票，每期都
守着这注号码，有时打10倍，15倍，
20倍，全凭当时感觉。

03广东7200万元
2020年9月13日晚的双色球第

2020089 期开奖中，广东曝出 10 注
一等奖，累计奖金高达 7200 多万
元。中奖者李先生是直接购买 10
倍的机选号码，他说：“自己一直都
没有研究号码的习惯，索性就从一
而终坚持机选，想起的时候就会花
一些零钱买几注双色球，给自己买
份小希望。”

04辽宁6280万元
2020年6月28日晚的双色球第

2020056期开奖中，辽宁大连中出10
注一等奖，合计奖金高达 6280 万
元。中奖者马女士是以自选 3 注

“蓝号相同、红号不同”的单式倍投
方式，第一注号码 15 倍、第二注号
码5倍、第三注号码10倍投注，总计
投注60元，其中第三注10倍投注的
号码红球蓝球与当期开奖号码一模
一样。

05浙江6262万元
2020 年 6 月 2 日 ，双 色 球 第

2020045期开奖，浙江金华一彩民凭
借一张10倍的“6+2”复式机选票幸
运中得 10 注一等奖，10 注二等奖，
揽入奖金6262万元。“其实，我本来
打算买20倍的，结果买完菜身上没
剩多少钱，就买了10倍。要是按照
原计划，奖金就不是6000多万了，那
可是要中一个多亿。不过，我已经
非常知足了。”中奖者金大爷笑说
道。

06辽宁5973万元
2020 年 11 月 1 日，双色球第

2020108 期开奖，大连喜中 10 注一
等奖，收获奖金5973万。中奖者刘
大勇说，他买彩票一般都是自己选
择号码，而且，几乎每次买彩票都只
选一注，再进行倍投。刘大勇说，他
晚上睡觉前有个小习惯，喜欢想一
想下期双色球的开奖号码，自己感
觉哪个号码好，就用纸条记下来。

07广东5829万元
2020 年 7 月 30 日，双色球第

2020070期开奖，广东深圳一彩民喜
中10注双色球一等奖，合计5829万
多元奖金。中奖者陈伯表示，买彩
票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最
多中过几百元奖金，这次能中出这
么大的奖，让陈伯惊喜不已。“以前
会自己选号码，后来就改为机选加
倍投的方式，反正自选机选概率都
一样。”

08贵州4281万元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双色球第

2020101期开奖中，贵州凭借一张自
选 5 倍的单式倍投票，一举揽获双
色球5注一等奖、5注二等奖、5注四
等奖和 5 注五等奖，共计收获奖金
高达4281万元。和中奖者张先生交
流中了解到，他是一位“佛系”购彩
者，购彩很是随意，想起来就会打几
注，兑奖经常是下次购彩才在彩票
店核对一下是否中奖，不是太注重
是否中奖。

09上海3716万元
2020 年 4 月 28 日，双色球第

2020029 期，上海彩民陈先生喜中
3716万多元大奖。据了解，陈先生
是个老彩民，一般每次会买200元左
右。陈先生表示，自己虽然是福彩

“双色球”的忠实粉丝，但他并不热
衷于研究号码，每次买彩票的号码
都是红球机选、蓝球自选。这次蓝
球号码他选了数字5也是觉得蓝球

“5”很久没有出现了，守了没几期没
想到就来了5注一等奖 ！

10山西3592万元
2020 年 4 月 14 日，双色球第

2020024期开奖中，山西省吕梁市中
出 5 注一等奖。中奖者张先生表
示，自己接触彩票的时间不算长，平
时选号没有固定的方式，有时候机
选，有时候会守号一段时间，而中奖
的这注号码是疫情期间他在家里琢
磨的。

这些“网红”中奖新闻出来，你
是不是也羡慕过呢？反正小编是羡
慕了。那么，他们“凭什么”中大奖
的？下面小编总结两大“重点”，仅
供参考！

“多倍投注”
细数这些大奖得主，我们发现

他们购买双色球时都用了“倍投”的
投注方式。倍投就是购买彩票时的

“成倍投注”，即对选定的同一组号
码进行多倍投注。购买2元一注的
彩票，我们称为“单倍投注”。如果
您花 4 元钱购买这组号码，您就是
对这“一注”作了 2 倍的“倍投”，以
此类推。

“复式投注”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很多中奖新

闻里中奖这购买的是“复式”，这又
是什么呢？所谓复式投注，就是由
购买者从备选数字当中，挑选超过
单注号码个数的号码。双色球规定
为红球 7-20 个，蓝球为 2-16 个进
行一体式投注，投注机将通过自动
计算程序对所选的号码进行完全组
合，但只打印一张票面作为凭证。

是不是 get 到新的购彩方式？
不过小编还是得提醒大家，购彩需
理性，凡事量力而为！

（摘自 公益时报中华彩讯）

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
——青海福彩举行“快乐8”游戏首发仪式

热爱双色球的你是否已有新年购彩小目标？

3D老彩民喜获新年首期10万大奖

福彩年底十大“网红”，他们“凭”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