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16 0 3 3

青海中得直选 7 注 组选 16 注

排列 5 14216 0 3 3 3 4

7 星彩 14093 6 8 7 1 4 1 6

表面上看， 美国肯塔基州的鲍泽夫妇
是一对普通夫妻。 丈夫尼克 27 岁，妻子比
安卡 32 岁，两人育有一对可爱的儿子,3 岁
的凯和 1 岁的帕克斯。

不过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夫
妻俩都是跨性别者，也就是俗称的变性人。
更令人惊异的是， 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变
性手术，保留着原有的性器官。这两个可爱
的儿子都是爸爸生的。他们叫“妈妈”的那
个人，才是真正的父亲。

尼克说，自己出生时是个女孩，父母给
取名“妮科尔”。 她非常调皮，喜欢穿牛仔
裤和 T 恤。 长大后，她以为自己是同性恋，
但跟女同性恋朋友聊天后发现， 她们喜欢

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自己只想成为男人。
“20 岁时我知道还有跨性别者这个概

念，我意识到，我生错了。 ”从那时起，妮科
尔就以男性面貌开始生活， 还给自己改名
为“尼克”。

比安卡的经历也差不多。 他出生时是
一个男孩，名为杰森，但一直想成为一个女
人。 13 年前他改穿女装，2003 年接受隆胸
手术以及激光脱毛治疗。 他不需要服用雌
激素， 因为他的外形和声音天生就跟女生
差不多。 比安卡说：“跨性别并不影响我
们，就好像无论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是胖
还是瘦，都不会影响你是谁一样。 ”

2009 年， 尼克与比安卡相识， 一见钟

情。 第二年，尼克怀孕。 自认为是一个“纯
爷们”的她对自己大肚子的事实还有点难
以接受。

“我一点儿也不享受这个过程。 ”尼克
说，“我是一个男人。 做这么女性化的事情
太不容易了。但我坚持下来了，凯的出生为
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夫妻俩一直希望
凯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 于是尼克再次怀
孕，“这次也很艰辛。 我早晨起来吐得很厉
害，总是感到疲倦无力”。

一个外表和男人别无二致的人挺着大
肚子走在街上， 难免会受到别人的指指点
点。 尼克说：“我受不了那些窃窃私语，怀
孕最后三个月的时候，除了看医生，几乎不

出门。 ”
尼克不愿顺产， 生两个儿子时都选择

了剖宫产。 “我不愿感受生育过程中最女
性化的那个部分。但无论多么困难，一切都
值得。 ”

夫妻俩表示， 没有接受变性手术的最
主要原因是费用问题。“男变女”手术要花
费 6700 美元至 2.5 万美元， 而 “女变男”
手术更贵，至少要 5 万美元。

“如果能改变，我们一定会变，但是我
们负担不起。 一切要以孩子为重。 ”

两人说， 他们会在未来向孩子们坦承
一切。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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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 4.97 亿元巨奖得主领奖，捐 2000 万元助公益！
超级大乐透 4.97 亿元巨奖的三个“关键词效应”

从 8 月 4 日超级大乐透爆出 4.97 亿
元大奖，到 13 日恰好进入第十日。 十日
之内， 巨奖话题一直扮演着社会 “大事
件”的角色。

每当“大事件”发生，必有关键词应
运而来。彩票大奖也不例外。 4.97 亿元巨
奖的爆发，就像拧开了一个水龙头，很多
关键词倾泻而出。 解读这些关键词，或许
有助于调节这个“水龙头”，让“水流”
该大时疾一些，该小时缓一些。

销量效应：折射市场未失“理性”
长期以来， 彩票市场中存在这么一

个被很多人认同的观点： 一旦某种彩票
游戏开出大奖， 相应的彩票游戏销售额
一定会在此后的一定期次内出现明显增
量。 每逢大奖开出，“大奖即将刺激销
量”便成为一个彩市预言。

然而， 这样的预言在超级大乐透
4.97 亿元巨奖开出之后，没有应验。

8 月 4 日，超级大乐透第 14090 期开
奖， 当期销量 1.76 亿元， 山东淄博一人
独中头奖 60 注狂揽 4.97 亿元，中国体彩
史上的第一巨奖因此诞生。

随后两期开奖， 超级大乐透销量非
但没有增加， 反而出现了相同销售周期
内环比下行的趋势———8 月 6 日开奖的
第 14091 期，销量为 1.71 亿元，比此前第
14090 期的 1.76 亿元减少了 0.05 亿元，
降幅 2%。 8 月 9 日开奖的第 14092 期(三
天销售周期)销量为 1.85 亿元，与此前一
个三天销售周期的第 14089 期的 2.06 亿
元相比， 销量减少了 0.21 亿元， 降幅达
到 10%。

4.97 亿元巨奖开出后的两期销售额
走势说明， 巨奖并非引发销量的跟风涨
势。其中的原因或许不一而足。有业内人
士认为， 在彩票销售中对销量产生刺激
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奖池的影响
首当其冲，其作用明显超过大奖的影响，

“由于 4.97 亿元大奖令奖池锐降， 直接
影响了投注者的热情。 ”与此同时，也有
专业人士指出，4.97 亿元巨奖开出之后
出现的销量适度回调， 反映出当前彩民
的购彩理念日趋理性， 这也从一个侧面
解答了某些舆论不久前关于大奖催生
“问题彩民”增多的担忧。

倍投效应：反映彩民日趋“专业”
“老板娘，给我打这个号，6+2 复式，

打仔细点儿啊。 10 倍，追加！ ”
“放心吧，出票啦！ 给你票，你给我

180元。 ”
这是记者 8 月 10 日在北京市东城

区一家体彩投注站内听到的一段对话。
彩民从进店到拿出事先准备的投注单，
从打票到出票，总共也就一分钟时间。

“现在很多彩民都比以前更 ‘专
业’，我打票省事儿多了。 ”投注站业主
孟女士向记者介绍，4.97 亿元大奖开出
之后， 倍投效应在她的体彩店里体现得
最突出， 不少彩民都是自己在家里就算
好了要投多少倍，是不是追加，一共花多
少钱。 而以前，孟女士要不断向彩民解释
什么是倍投，什么是复式，什么是追加，
“现在，他们都比以前懂得多了。 ”

在北京这家体彩店出现的这种变
化 ， 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
现———以往， 体彩店销售员们为了推销
超级大乐透游戏， 经常不厌其烦地向彩
民介绍投注方法， 但最近他们发现在推
销中不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特别是对
倍投的运用， 在巨奖效应的带动下让很
多新手彩民无师自通，很快就上手了。

虽然某些舆论对“倍投”这一投注
方式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
中国彩票单式单注投注最高只能命中
500 万元封顶奖金 (注：超级大乐透和双
色球奖池超过 1 亿元时， 基本投注的封
顶奖金为 1000 万元) 的相关法规不变的

前提下， 倍投确实是彩民追求中奖收益
最大化的有效选择之一， 在量力而行的
原则下进行适度倍投也正成为很多购彩
者不失乐趣的主观购彩意愿。

大奖效应：头奖走低符合逻辑
4.97 亿元巨奖开出后， 体彩圈内人

士兴奋了一阵子，也着实紧张了一阵子。
兴奋好理解， 但紧张怎么理解———

4.97 亿元的奖金要提前准备妥当； 巨奖
之后会不会接连开巨奖， 也要有个心理
准备；此外，大奖得主现身需要多方面保
障，公安、金融、通信甚至交通都要有多
方预案甚至预警。 凡此种种，表面上看着
保障的是一个彩民的安全， 实质上是在
维护中国体彩、 中国彩票整个系统的安
全，捍卫着彩票公益和公信的形象。

与此同时， 超级大乐透在 4.97 亿元
之后的两期开奖中出现头奖注数走低现
象，也蕴含着体彩“大事件”时代的特殊
语义。

8 月 6 日和 9 日开奖的第 14091 期
和第 14092 期 ， 全国各开出 1 注一等
奖， 单注奖金均为 1000 万元。 与 8 月 4
日狂开 60 注一等奖相比， 这两期开奖
“声势” 显然低调很多。 据说， 最近几
期超级大乐透开奖前， 与开奖相关的体
彩部门人士都很紧张， 他们最关注的
是， 下一个亿元巨奖会不会就在近期出
现？

在 8 月 6 日和 9 日的两期开奖中，
大奖并未疯狂井喷。 这是因为， 4.97 亿
元大奖出现之后， 选择倍投进行投注的
彩民呈阶段性上升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投注重复性号码的虽然增多了， 但
总体投注结果并未增多甚至可能减少，
因此单期开奖中的理论中奖注数有可能
被稀释。 正因如此， 上述两期超级大乐
透开奖并未出现很多人预计的一等奖注
数直线上升现象， 也是符合逻辑的。

4.97 亿元巨奖被领走的 8 月 11 日，超
级大乐透在当晚迎来第 14093 期开奖。 当
期头奖暂歇，开奖结束之后，大乐透奖池直
破 5 亿，达到 5.38 亿元。

第 14093 期超级大乐透开奖号码为 03�
08�30�32�34+09�11， 一共开出 3 个重号，分
别是前区的 30、32，和后区的 11；前区开出
3个 30 以上的大号， 上次一期开出 3 个 30
以上大号的情形是在第 14087 期。 34 则为
遗漏 28 期的冷号；目前，前区遗漏较长的
号码还有 21， 已经遗漏 30 期，14 遗漏 22
期； 后区的 01 则遗漏达 16 期，04 遗漏 15
期，同时后区的两小形态已经 15 期没有出
现，值得留意。

当期超级大乐透头奖暂歇， 中出二等
奖 63 注， 基本投注单注奖金 12.8 万元,其
中 19 注追加每注多获 7.6 万元。

开奖之后， 大乐透奖池迅速积累，从
4.98 亿元涨至 5.38 亿元。 想要创造新的传
奇， 打破大乐透最新的 4.97 亿元巨奖纪
录，现在，你的机会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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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餐饮 酒店招 聘

工人，有粉刷、外保温贴模经验者优先，无经
验也可，能吃苦耐劳，月工资 5400-7000 元，
应聘后随时进厂。 14709787629��柴先生

某建筑工地急聘

收银员 1950 元 / 月； 网管 1850
元 / 月。 电话：18909718785

西门一网情深网吧诚聘

前台收银、客房服务员、客房领班，
工资面议。 13639781269

城中某宾馆诚聘

北山市场招店员一名，月薪 2000 元 + 提
成。 联系电话：15297186303��马先生

诚 聘
优秀前台收银，三班倒，月薪 2400-3000
元。 电话：18997275238

城西区某宾馆诚聘
项目经理，工程部经理，技术
负责人，水电工程师，预算员，
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工地
厨师。 电话：15509716744

某建设集团诚聘
员工食堂厨师， 女， 工资 2000 元 + 奖
金，管三餐。 电话：18997198839��林

城北区某公司诚聘

某美容院招聘美容师、学徒
若干名，工资面议。 联系人：
李女士 13897442812

B超、检验医生、护士数名，要能注册。
地址：同仁县 15352988962�吴院长

某医院招聘

工程机械销售公司诚聘文员、配
件销售、工程机械维修人员数名，
工资面议。 电话：6318066

诚聘

土建、水、暖、电安装监理工程师，长期有效。 6101611
某监理公司诚聘

服务员、保洁，底薪 + 全勤，包食宿。 15202599912��另
聘各类技师，七天一结不扣任何费用。 15509713833

某大型水会聘
民办高中招聘专职高中各科教师。
电话：13099759876

招聘教师
网管若干名，三班倒。 13099750908

四海网吧诚聘

库管、店员、司机（汽车、三轮车）各 2 名，包
食宿，月薪 2000-3500 元。 13897466995

高薪诚聘

钣金工、机修工若干名，工资面议。
13099190700 13897447639

城北大车修理厂诚聘
店员，熟悉管家婆软件优先，工资面议。
18297176777��13709243296

轮胎店招聘
女普工，做饭工，工资面议。
8805112��13897581155�马先生

开发区公司诚聘

诚聘文员，要求能熟练操作电脑，年龄 20-40
岁，工资面议。 13709730797

青海星河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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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 5.38 亿元奖池
能否缔造体彩新巨奖传奇

美国一家庭：爹生娃 妈养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