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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9月17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765948元 中奖总金额：180392元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公告
第2019253期
中奖号码

2 8 1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 11

1D

猜 1D中 1

猜 1D中 2

猜 1D中 3

2D

猜 2D两同号

猜 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122

0

307

0

0

0

0

0

0

0

7

0

0

0

3

0

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26880

0

53111

0

0

0

0

0

0

0

70

0

0

0

312

0

19

0

0

0
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109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3 06 07 17 28 31 10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39057352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167913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86263640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9月17日

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5注

218注

1579注

86504注

1598625注

9087920注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306978元

94810元

3000元

200元

10 元

5 元

0注

0注

2注

408注

7827注

41913注

9 月 5 日晚，双色球第 2019104 期开
奖，泉州丰泽区东美社区东霞街 15 号的
35057203号福彩站中出超值一等奖 1注，
中奖彩票是一张 6+16 复式票，共中得当
期 1 注 684 万元一等奖和 15 注 13 万余元
的二等奖，奖金总计 886万元。

9 月 6 日，幸运彩民柳先生（化姓）前
往福建省福彩中心领奖，面对大奖，柳先
生显得分外淡定，这是怎么回事呢？

多年老彩民 购彩去而复返

柳先生是福彩的老粉丝了，多年来，购
彩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乐
趣。“早些年囊中羞涩，每期就买几块钱，
后来做生意赚钱了，我就会在能力范围内
多买一点，算是满足自己的小心愿！”

9 月 5 日，吃完晚饭的柳先生来到泉

州市丰泽区东美社区东霞街 15号的福彩
35057203 彩站购彩。他先是掏出一张守
号的彩票让销售员照打，又选出了 10 个
心仪的红球，“我对这几个红球的感觉都
非常好，但是蓝球拿不准。”在纠结了一
番之后，他选了 2 个蓝球与 8 个红球，凑
了一张 8+2的复式票。

出票之后，柳先生本已走到门口，不
过他心中仍然放不下被删掉了两个红球，
于是，他又折回店中，将删掉的红球与前
面选择的号码再次组合，加上 16个蓝球，
打了一张 6+16 复式票，这才心满意足地
回到家中。

早有预感 遇水则发

晚上 10 点多，那张 6+16 复式票为他
夺得了当期双色球 1注 684万元一等奖和

15 注 13 万余元的二等奖，奖金总计 886
万元！

“晚上我在洗澡的时候，就听见外面
的手机不停地响。”柳先生笑着说：“等我
洗完澡出来，发现彩民群里热闹非凡，原
来是我常去的那家彩站中出了大奖。”看
到大家讨论热烈，柳先生也顺手对了一下
自己当晚购买的彩票，没想到，中奖的竟
是他自己。

“也没太激动，我一直相信，只要坚
持，早晚能中奖。”柳先生笑着说。

中奖次日，柳先生邀上大哥一起到福
建省福彩中心领奖。他表示，这次中奖多
亏了他没有放弃那两个红球：“大奖差点
丢了，还好被我又‘捡回’来了，这种有惊
无险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摘自 福建福彩微信公众号）

福彩“双色球”游戏从诞生之日起，便
给广大彩民带去了一份希望，而在这份希
望下，它时时刻刻展现着自己的魅力，让
大家收获购彩的乐趣和意想不到的惊喜，
每一次大奖造访的喜讯，都会让彩市再一
次沸腾。据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统计，今
年截止 9月 11日，我省彩友共摘得 2注一
等奖和 78 注二等奖，高等奖返奖率高达
2665.0509万元，可谓是收获颇丰。

喜欢玩“双色球”游戏的彩民们都知
道，要想从 33个红球和 16个蓝球中，准确
的选出 6 红 1 蓝的大奖号，其难度是一千
七百万分之一，若能选中其 6个红号也是
相当好运，令人羡慕不已。虽然“双色球”

的中奖概率很小，但大家都愿意走进彩站
买上几注，希望得到头奖的青睐，看看自
己运气是否可佳？是否能与大奖幸运相
遇？

试想一下，当你拖着疲惫的身心，下
班之后，花几元钱买一张“双色球”彩票，
那么轻松简单的一份快乐和期许就可以
攥在手中，更有可能还有一份未知的幸运
降临在你头上，也正是这些小期待让我们
的生活多了各种各样的颜色，让我们的人
生更有活力。对彩民朋友来说，玩彩是他
们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剂，因为选号的小纠
结，兑奖的忐忑，还有中奖的喜悦，都让他
们爱不释手。要知道，运气是人人都有的

东西，谁也不知道幸运女神哪一天会向你
微笑，而那天你又刚好买了一张彩票。如
果中了大奖，就走上了“人生巅峰”；中了
小奖，也能笑得几天合不拢嘴。

在我们采访过的众多中奖者当中，有
人因为喜爱、有人因为娱乐、有人因为爱
心，无论哪一种原因，对彩民们来说，大奖
仍然是不变的追求。其实“双色球”的魅力
就是每一次自己能够用较少的钱，感受做
投资者的那种感觉，并且对未来抱有期待。

只要大家走近福彩，相信福彩，了解
福彩，你就能感受它的魅力。同时也期望
我省彩民再接再厉，发挥自己真正的实
力，继续在 2019年收获更大的惊喜！

两年前，马云主演了一部功夫电影
《功守道》，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有人说这
是一个追梦的故事，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
梦想，有实现梦想的“功守道”，比如完成
梦想的功力、守护梦想的坚持、实现梦想
的道义。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彩票如人
生、亦如梦。

中国福利彩票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
代，在人生风雨中默默陪伴了“50 后”“60
后”“70后”“80后”“90后”五代人，陪伴他
们慢慢长大，陪伴他们慢慢变老，陪伴他
们走过青春年华。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
共同热爱中国福利彩票，在追逐彩票梦想
的路上，却有着不一样的“功守道”。

50后：认真，又豁达
“50 后”这一代人从新中国成立到现

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太多的人生
起伏。他们做事认真，为人豁达。他们有
的是福利彩票的开创者，有的是福利彩票
的贡献者，有的是福利彩票的拥护者，他
们都是福利彩票发展的见证人。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50”后，他们买彩票买得认真
又随意，每天必买，每次机选一注。闲庭
信步，笑看花开花落，这是“50 后”的彩票

“功守道”。
60后：爱的见证，爱的坚守

对于“60 后”的彩民而言，他们见过

“大奖组”奖品堆积如山的大场面，也尝过
电脑票上市时的新鲜，慢慢地喜欢上了福
利彩票，并且偏爱“双色球”“福彩 3D”这
样的乐透数字型彩票游戏。他们之所以
坚持买彩票，完全是兴趣爱好和习惯。他
们买彩票，喜欢研究，喜欢琢磨，喜欢守
号，选准几个号码，一年如一日地坚守，这
是“60后”的彩票“功守道”。

70后：理性，不失公益
“70 后”是受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

影响，大部分人注重理想，部分人经历过
贫穷时期，他们是属于比较务实、进取的
群体。对于“70 后”的彩民而言，他们买
彩票有点儿小矜持，擅长用自己的知识进
行判断，买完彩票，内心无比期盼中奖，但
还得加上一后缀——不中奖就当作做公
益。理性，这是“70后”的彩票“功守道”。

80后：喜欢刺激，目标强烈
“80 后”这一代人身上具有鲜明的改

革开放带来的彰显个性的时代烙印，他们
具有“70 后”所没有的个性，目标与成就
导向过于强烈，所以他们喜欢挑战、喜欢
娱乐、更喜欢金钱……对于有购彩习惯的

“80 后”而言，他们更喜欢刺激、返奖率高
的快 3游戏，更喜欢在“快 3”派奖时期，窝
在投注站一天，决出高低胜负。玩儿的就
是自信和心跳，这是“80 后”的彩票“功守

道”。
90后：爱的初体验，随心情多变

“90后”童年时期富足的幸福生活，使
得“90 后”对物质和享受有了不同的体
验。“90 后”可以用兴趣驱动，但很难被世
俗的成功驱动，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生
活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显出了与其年龄不
符的早熟。对于有购彩习惯的“90 后”而
言，他们更喜欢用彩票来展现情绪，高兴
了刮两张，不高兴了刮三张，高兴又不高
兴时就随手买张“双色球”凑个心情。由
于他们天生极强的好奇心和接受新生事
物的能力，他们更喜欢刮刮乐这样的即开
型彩票，如果能够线下刮彩票、线上参与

“码上奖”，既有范儿又有时尚感，更是他
们的最爱。好奇，想玩儿就玩，全看心情，
这是“90后”的彩票“功守道”。

人生百态，各有千秋。每个年代的
人，虽然各有各的买彩“功守道”，但是他
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坚守，那就是在追逐
彩票梦想的同时，享受购彩的快乐，奉献
一份爱心。

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希望我们一直
拥有梦想，为梦想而坚守，与福利彩票一
路同行。当我们双鬓斑白时，依然不忘初
心，坚持自己的“功守道”。

（摘自 中国福彩网）

老彩民喜中双色球886万元大奖

不同年代的人所坚持的彩票“功守道”

感受“双色球”魅力 期待好运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