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2月3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816870元 中奖总金额：488831元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公告
第2019323期
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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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139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8 14 20 23 30 33 11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420684332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2321616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043301115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2月3日

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4注

87注

996注

59751注

1303622注

9829994注

1注

3注

5646890注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10000000元

370721元

3000元

200元

10 元

5 元

10000000元

1666666元

5 元

0注

0注

4注

341注

7781注

52358注

0注

0注

29507注

生活中，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乐
观豁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战胜面
临的苦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淡泊
名利，过上真正快乐的生活。人类几千
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积极的心态能帮
助我们获取健康、幸福和财富，心态决定
人生。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
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却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与人之间并
无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心态。
所以，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的
心态。

有自信才能赢

古往今来，许多人之所以失败，究其
原因，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不自信。
自信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动力。当你
不自信的时候，你难于做好事情；当你什
么也做不好时，你就更加不自信，这是一
种恶性循环。若想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
脱出来，就得与失败做斗争，就得树立牢
固的自信心。

有人说快乐是春天的鲜花，夏天的
绿荫，秋天的野果，冬天的漫天飞雪。其
实，快乐就在我们身边，一个会心的微
笑，一次真诚的握手，一次倾心的交谈就

是一种快乐无比的事情。

不沉溺过去，乐观豁达

彩票不可重复，极少有一期的彩票
号码会与另一期完全相同，凡是出过的
彩票号码，即刻便会成为历史，发生过了
的就永远过去了。很多彩民都有过与奖
金失之交臂的经历，但是资深彩民从来
不会沉溺其中。对于过去，他们往往充
满了豁达，对彩票如此，对生活也如此。
放眼未来，人生的天地才会更加广阔。

坚守平常心，踏实生活

莎士比亚说过：“太快或太慢同样是
迟缓。”讲的就是对人生要有平和的心
态。资深彩民多年来，更是对这句话深
有体会。

对彩票，不过分关注、痴迷，日子该
怎么过怎么过。倘若想靠买彩票发家致
富，把中奖当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希望，沉
迷于彩票就违背了买彩的初心 。

人生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度过，幸福
还是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这种
心态，才是最正确的心态。

无论中奖与否，都祝愿所有彩民朋
友，勿忘初心，量力而行，怀揣对福彩的
热爱，奉献公益之心，收获幸运喜悦！

（摘自 福彩双色球）

玩梗，诞生并兴盛于网络空间的社交
行为，通常指用短短几个字将一整件事情
压缩、整合，具有较强的指代性、保密性、
传播性，缩减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时间成
本，十分适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是现代
网友区分兴趣领域、追求时尚潮流的必备
之物。可以说，在我们身边，很难找到一
个不会“玩梗”的年轻人。

随着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的
各种网络流行语，恰好成为了网友们玩梗的
重要来源，是否懂得圈内的“新梗和旧梗”，
正成为人们区别社交圈子的一大标志。

如今，各个领域早已出现了专属于自
己的“梗”，福彩自然也不例外，今天就让
我们来说一说，专属于福彩的那些“梗”。

1.“包本儿”
如同字面意义一样，指整包购买“刮

刮乐”。由于福彩即开票经常会有一些针
对整包购买的营销活动，所以“包本儿”也
成为了许多彩民购买的习惯。

沈阳彩民张先生（化名）是位“刮刮
乐”的忠实粉丝，在所有彩票的玩法中，最
喜欢的就是它。张先生说：“我挺喜欢玩

‘刮刮乐’的，即买即开，而且刮的时候觉
得很刺激，特别喜欢这种购彩的感觉。”这
个站主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没事就来刮点
刮刮乐玩，中奖那天他家正好有两本刮
刮乐，其中一个人买了一些，我自己重新
买了本新的，没想到刮到一半的时候就中

奖了，我开始以为是 3000 元呢，让站主给
我兑奖，结果一看才发现中的是‘一等
奖’。虽然奖金不是特别高，但我很开
心！以后我还会继续支持福利事业，也希
望好运还能够降临。”

2.“脱坑”
较为常见的一个“梗”，通常指从某个

长期接触的领域中抽身而退。一般意义
上的“脱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因一时
的不顺心而暂时告别，过段时间后又重新
回来；另一种则是下定决心，彻底告别。

应用在福彩领域里，就是说从此告别
彩票，不玩也不关心了。但很多时候，这
只是彩民一时的气话，过两天又能看见他
购彩的身影了。

3.“票儿站”
顾名思义，也就是大家所谓的福彩

站，资深彩民们也会称之为彩站。而新手
们会说“投注站”或“彩票店”。

以上这些，仅仅是广大彩民朋友口口
相传的一小部分“彩票梗”，是民间智慧的
结晶，也许不规范，也不那么准确，却能拉
近彩民之间的距离。初入彩市的你，如果
能随口说上这么几个词，就能迅速与别人
打成一片，结识不少圈内朋友。

福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大奖的期盼，
还能帮助我们结交五湖四海的彩友，享受
朋友遍天下的畅快淋漓。

（摘自 中国福彩网）

《福彩天天公益》栏目自开播以来帮
助过很多身处困境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所
经历的磨难都令人唏嘘，但她们在磨难中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毅力令人赞叹。今
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来自海东市化隆回
族自治县第一中学的 14岁姑娘唐雅茹的
故事。

唐雅茹自小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农村
家庭中，家中爷爷奶奶年迈体弱，为了一
家人的生活，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小小年
纪的唐雅茹就主动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
活，用自己弱小的肩膀成为撑起这个家的
力量之一。每天放学回家，不仅要照顾爷
爷奶奶，还要忙碌着做饭，奶奶患有严重
的眼疾，在平时的生活中行动不便，于是
她就做起了奶奶的“小拐棍”。平时因为
料理家务占用了唐雅茹大部分时间，但是
积极好学的她会争取一切可利用的时间
去复习功课，因为她知道身为一个农村家
庭的孩子，要想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读书
是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而她也是这个家

庭最大的希望，如今努力好学的唐雅茹考
上了高中，可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然无力支
撑她继续求学，但是一家人并没有因此让

她辍学，反而支持她一定要学下去，爷爷
奶奶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砸锅卖铁
我们也要供她上学。”而在唐雅茹的笑容

里，我们并没有看到生活的苦。她告诉我
们：“开心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我会
选择开心过好每一天。”

为了养家，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很
少，她也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天天见到父
母，但是她深知“手停就口停”的道理，所
以从未抱怨过。长这么大唐雅茹很少穿
新衣服，即使是过年也很少有像样的衣
服，因为她不想给家里增添多余的负担，
平时就穿着校服或者是亲戚朋友穿剩的
旧衣服。为了鼓励这个懂事的姑娘，青海
福彩中心拿出了一部分“爱心资金”购买
了新书包、新衣服以及新鞋子送到了她
家，这让唐雅茹感激不尽，她表示会努力
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和社会，也
希望能早日实现愿望，改变家人的生活。

生活虽然让这个小姑娘承受了不该
承受的苦难，但她没有向生活低头，因为
只有“弱者臣服于生活，强者改变生活”，
希望她一直保持奋斗者的姿态，去搏击命
运，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老少相依过生活 青海福彩伸援手

购彩要有这样的心态才够稳

有一种潮流叫“玩梗”
有一种文化叫“彩票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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