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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2月22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845086元 中奖总金额：1332164元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公告
第2019342期
中奖号码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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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147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1 09 12 14 23 27 12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428843148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2130578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03597357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2月22日

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10注

120注

1629注

85889注

1585960注

14407158注

6注

4注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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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3459元

208693元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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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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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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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注

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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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注

0注

0注

人为什么活着？这个看似简单的问
题，实则没有正确的答案，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何回答……其实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
着”本身而活着，就是为了看看明天会发生
什么，看看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没有
人能预测明天，所以什么都是未知数，说不
定今天你还在考虑在哪里买房可以便宜一
点，而明天你就变成了百万富翁。人生总
是充满意外和惊喜，这些谁又能说得准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那些从来没有
想过变成有钱人的普通人，在福利彩票的
机遇下是如何改变生活的现状，他们又是
在怎样的契机下收获这份意外的礼物？

镜头一：
信心来自于实力 而成绩证明了实力

坐标：西宁市
2019 年 2 月 11 日上午，省福彩中心兑

奖室来了一位中奖彩民张（化姓）先生，他
在福彩“3D”2019329 期开奖中，凭借 4 张位
选倍投方式的彩票，选中开奖号码“047”，
一举斩获 180 倍组选奖，共收获奖金 18.72
万元。他对自己选号很有信心，是一名有
技术又有魄力的彩民，在看准号码时，会毫
不犹豫、果断出手、抓住时机，收获了属于
自己的惊喜。

镜头二：
随意刮一张 转眼便中得百万元

坐标：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王先生（化姓）是大通县一农村小伙，

接触福彩游戏时间不长，在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上午，拿着一张“福彩三十周年”的“刮刮
乐”来省福彩中心兑奖。王先生说：“我是
在购买“双色球”彩票时，发现桌面上有一
张比较旧的“刮刮乐”，便随意刮了一张，谁
能想到这一刮，竟中得头奖100 万元。”

镜头三：
宣泄情绪找“福彩”幸运大奖从天而降

坐标：乐都区

都说有些人特别受好运垂青，郝（化
姓）先生便是如此，他是个 90 后的彩民，心
情不好便乐于购彩，结果坏心情换回好运
气，一扫心中阴霾。他以一张 56 元的“8+
1”小复式中得“双色球”2019120 期一等奖
一注，三等奖 12 注，四等奖 15 注，合计中奖
金额893.714 万元。

谈及购彩方式，他说自己有套“532”的
购彩理论，即“成功=50%的运气+30%的技
术+20%的投入”。彩票对他而言，除去希
望与公益的概念外，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情绪的释放，的确，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
有比买彩票中奖更能让人充满能量的事情
吗？

镜头四：
90后崛起当军师 合买中大奖

坐标：西宁市
在消费模式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共享

时代”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彩票同
样可以共享，通过多人的力量，群策群力，
共同瓜分大奖，这种形式在彩票圈称之为

“合买”。
近日，省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来了一老

一少，老李（化姓）激动地告诉工作人员，他
们是这次中奖者中的其中两位，因为这次
的彩票是“合买”的，而身旁年轻的 90 后小
伙子小张（化姓）既是这次“合买”的发起者
也是选号“军师”。小张是一名有着四年彩
龄的资深彩友，闲暇之余喜欢研究彩票，而
且只钟情于双色球。这次参与合买的共有
22 位彩友，在“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活动
派奖首期，带领团友搭上“彩市航母”中得
大奖，以两张“10+1”和“11+1”的复式票，
中得共计奖金27.4659 万元。

很多时候总是这样，我们说不清也确
定不了，人生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只是刚好遇到了。对，一切都是刚刚好，
人生中最真挚的美好也总是在不经意间，
记住，那些美好愿望，或许一不小心就会
实现……

福彩中奖也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白羊座——你直觉敏锐，比较偏财，太
多的方向无法取舍，而全部发展又会让精
力透支，如果能专心在一条线上，收获的机
会还比较大一些，绝不能贪心。适合彩票
游戏玩法：双色球

金牛座——你个性稳重保守实在不适
合盲目投入。你要看重每一笔钱，必须有
计划地使用，细水长流财运才会越来越好，
千万不能心急哦。适合彩票游戏玩法：3D

双子座——暗财运有上升趋势。抱着
玩玩的心情买彩，才能有收获，但如果太计
较得失的话，反而不利。有点爱慕虚荣，如
果打肿脸充胖子的话，日后你一定会后
悔。适合彩票游戏玩法：刮刮乐，3D

巨蟹座——你是个戒心很重的人，最
好不要投资股票或者从事投机事业。可以
买买赈灾彩票抱着奉献爱心的心理，会有
所收获。

狮子座——十二星座中，狮子座的中
奖运最强。无论你手头可以支配的金钱有
多少，养成一个坚持投注的习惯，对于你来
说都是一个好的开端，当然你的财运真的
很不错。适合彩票游戏玩法：双色球，七乐
彩

处女座——你的守护星是掌管数字的
水星，所以电脑型彩票和即开型彩票都很
适合你。幸运号码是 5、6、8。中奖运佳的
月份是10月和12月。

天秤座——天秤座今年的求财路并不
平坦，因此更要放开胸怀，忌小聪明小算
盘，多利用自己的交际能力还是可以获得
许多外来的帮助。如果想试的话，最好跟
白羊座或天蝎座的朋友合作，投入不宜过
多，就当作是玩一场。

天蝎座——你是很谨慎的人，但是运
气很好，尤其当你经历贫穷的绝境后不要
气馁，勇敢地一决胜负，幸运之神一定会眷
顾你。适合彩票游戏玩法：3D

射手座——射手座的中奖运很好，但
不宜投入过多，抱着玩玩的心态即可。工
作忙碌时抽个空小玩一下，获利概率高。
若你想完全投入，尽量避免草率选择。适
合彩票游戏玩法：双色球，七乐彩，3D

摩羯座——你是个谨慎的人，最讨厌
做无谓的浪费，但如果是公益彩票你是不
会吝啬的，偶尔也会支持福利。适合彩票
游戏玩法：刮刮乐，3D

水瓶座——对数字很敏感的你很适合
买彩，第一次尝试时，请凭直觉作选择，中
奖概率很大！幸运数字是 4、13、22，幸运颜
色是蓝色。适合游戏玩法：双色球

双鱼座——凭直觉作判断，绝对能中
大奖。梦里所见的数字就是幸运数字，你
也可以跟着别人买彩，中奖概率很高。适
合游戏玩法：双色球，七乐彩，3D

（摘自 山东福彩）

剖析“十二星座”如何购彩

“你为什么会买彩票？”
“老友首次购彩就中了五百万元，心生

羡慕，我也买一张！”
“披着一身疲惫下班，在电梯里看到

双 色 球 12 亿 元 大 派 奖 活 动 ，心 动 ！ 买 一
张。”

“小概率事件密集发生的一天，在身边
人‘你可以去买彩票了’的怂恿下买了一
张。”

买彩票的动机何止千万，但归根结底都
是为了深植于心底的种种梦想。但是你知
道吗？一张彩票不仅承载着我们的百般期
望，也架起一座桥梁连接了两端不同，却也
有相同的梦想——比如，不同境地，但同样
心存远方的向往；不同职业，但同样想要改
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不同立场，但同样为追
求更好生活的种种考量。

不论是贫困儿童还是职场精英，不论是

田间农人还是工薪阶层，不论是乡村老者还
是城市老人，在他们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
梦想，他们中既有购彩者，也有福彩公益金
受助者。一张小小的双色球彩票，以梦想的
名义，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你为什么买彩票？”我听过最好的答
案——“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为了助力
他人实现梦想。幸运女神今天或许没有光
顾我，但我知道，因为我小小的力量，或许远
在千里之外，或许就在几条街外的某户人
家，有人，实现了梦想。我们从未谋面，大概
之后也不会相见，却因心中有梦集结，又因
一张彩票彼此连接。”

关于梦想，每一秒都有美好故事发生，
关于梦想成真，也从来不是靠“等”。参与双
色球 12亿元大派奖活动，为自己的梦想寻一
个出口，也为他人实现梦想拾柴助力！

（摘自 南充福彩）

为什么买彩票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