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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观察

守号投注的“注意事项”
姻陈敏

守号投注看似简单袁 但若细
究起来袁还是有不少门道遥购彩者
日常投注袁这三个野注意事项冶不
妨了解一下遥

一是要量力而行遥 守号可以

守单式袁也可以守复式遥守号复式
考验购彩者的资金实力遥前不久袁
甘肃白银一位购彩者守号两年多

中出 1055万元遥 据其透露袁他平
时共守着 5张 6+4复式追加票遥
按一张投入 108 元来算袁5 张投

入为 540元袁若为期期投注袁月均
投入在 7000 元左右袁 并非小数
目遥因此袁提醒购彩者守号投注时
一定要理性遥

二是可辅以多期投注遥 守号
投注时袁 不少购彩者还是期期往

体彩店跑遥 这样做其实费时又费
力遥如果事务繁忙袁购彩者不妨采
用多期投注袁一次最多可投注 15
期遥

三是稳中求变遥 守号投注若
长期不中袁 一些购彩者或许会产
生野放弃冶的念头袁纠结着院如果不
买了袁前期投入都打了水漂曰如果
继续买袁 买上多年还是不中看不

到希望遥这时袁购彩者不妨对号码
作一些微调袁 或者干脆补打一张
机选票袁让投注更加灵活机动袁也
更有乐趣遥

总之袁 守号投注考验购彩者
的耐心和毅力袁日常投注袁购彩者
不妨多一些随手作公益的心态袁
少一些中奖焦虑袁放松心态袁享受
购彩的乐趣遥

1055万 612万 608万

守号！三地购彩者守来大乐透头奖
姻专题撰稿 陈敏

守号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购彩形式，为不少购彩者所青睐。守号投注，虽无需技巧，但却考验购彩者
的耐心和毅力。近日，甘肃白银 1055万、浙江台州 612万以及辽宁沈阳 608万元得主现身领奖。三地购彩
者均为守号中出大乐透头奖，守号时间短则一年多，长则多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6+4复式追加
守号两年多守中 1055万

5月 24日袁甘肃白银购彩者
康先生现身省体彩中心袁 领走大
乐透 1055万元大奖遥

5月 22日袁在体彩大乐透第
21057期开奖中袁 康先生通过一
张 6+4 复式追加票袁 中出 1 注
1015万元一等奖及小奖一连串袁
单票收获奖金 1055万元遥

谈起这个大奖袁康先生表现
很平静遥 他说袁自己等这个大奖

等了两年七个月遥 原来袁在当地
做经营项目的康先生袁平时经常
去体彩店购买 7 星彩尧 竞彩尧顶
呱刮等体彩游戏袁大乐透更是期
期不落遥
领奖时发现袁 康先生手里有

5张 6+4复式追加票袁 他说这些
票的号码是用自己的幸运数字组
合而成袁 自 2018年的 7月 16日
选好后袁期期守号袁至今已有两年

多遥特别是这一张中奖票袁更是充
满了惊险和惊喜要要要康先生将原
来的守号野30冶改成了野28冶袁没成
想袁这一改成就了千万元大奖遥

野至于改号的原因嘛袁 不能
说袁 可以透露的是这个原因对我
非常重要遥 冶至于今后的打算袁康
先生满怀信心地指着手里未中奖
的 4张 6+4复式追加票袁野继续守
号浴 冶

8+3复式
守号很多年守中 612万

6月 18 日袁浙江台州购彩者
王先生现身省体彩中心袁 领走大
乐透 612万元大奖遥

12 日 袁 在体彩大乐透第
21066期开奖中袁 王先生通过一
张 8+3复式票袁 中出 1注 598万
元一等奖及小奖一连串袁 单票收

获奖金 612万元遥
据了解袁王先生是一位老购彩

者袁购彩已有十余年袁平时喜欢买
大乐透袁这次中奖的号码已经守了
很多年遥 野很久以前我就选好了这
组 8+3号码袁 这次终于中得大奖袁
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遥 冶王先生

说袁 中得一等奖后感到很开心袁自
己多年的坚持得到了回报袁未来自
己的生意一定会红红火火浴

王先生表示袁 自己是做小本
生意的袁但是受疫情影响袁这两年
经营情况不是特别好袁 这笔意料
之外的奖金正好解了燃眉之急遥

前区 2胆 10拖票
守号一年多守中 608万

6月 17日袁辽宁沈阳购彩者孙
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现身省体彩中
心袁领走大乐透 608万元大奖遥

16日袁在体彩大乐透第 21068
期开奖中袁 孙先生通过一张前区 2
胆 10拖+后区 2拖的胆拖票袁中出
1注 600万元一等奖及小奖一连
串袁单票收获奖金 608万元遥

孙先生是内蒙古人袁 目前和
妻子在沈阳工作袁有 10多年的购
彩经历袁是忠实的体彩粉丝遥他坦
言袁 工作之余买彩票是他最大的

乐趣袁 对他来说买彩票没有什么
技巧可言遥

野大概 1 年前我到店里买彩
票袁 刚好旁边的人买了一组胆拖
票袁我看着觉得很有眼缘袁就在他
选的这组号码上做了一些改动袁
后区号码没有变袁 前区号码就按
照他选的号码都大了一个数袁当
时就觉得这组号特别好袁 所以一
直坚持守号一年多袁 没想到竟然
中了头奖浴 冶孙先生说遥

开奖当晚袁 孙先生就得知自

己中奖了袁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袁跟
家里人分享了中奖的好消息袁老
伴儿压根就不敢相信遥

谈及中奖心得袁 孙先生总结
了两点院首先袁买彩票就不要想着
中不中奖袁一切交给天意曰其次袁
选号不需要技巧袁 就是多观察身
边关联的号码袁随机选号遥

在奖金的使用上袁 孙先生表
示袁由于奖金来得比较突然袁还没
想过怎么花袁现在就想野回内蒙古
老家盖个大房子冶遥

回老家买房开店 让老婆生活更好

擒 7星彩头奖 奖金已有规划

荫7星彩

1055万得主领奖渊左冤

今年以来，7星彩 500万元头奖不断中出，广东惠州一购彩者
更是揽下 1亿元大奖。近日，海南万宁一购彩者中出 1500万元，广
东深圳一购彩者中出 500万元。对于奖金的使用，两地购彩者均有
着较为明确的规划。

6月 21日袁 海南万宁购彩
者周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袁现
身省体彩中心袁 领走 7 星彩
1500万元大奖遥

18 日袁 在体彩 7 星彩第
21069期开奖中袁周女士通过一张
经 3倍投的尧4注号码尧24元投入
的单式倍投票袁 中出 3注 500万
元一等奖袁单票收获奖金 1500万
元遥当期的中奖号码为 254953+2遥
据了解袁周女士是外地人袁

来海南务工十多年遥 她说自己
是体彩 7 星彩的忠实粉丝袁自
游戏上市就开始购买袁 现在更
是期期不落遥 此次中奖的号码袁

是她 5年前参考历史开奖号码
选出来的袁一直守号至今遥

当晚开奖后袁 周女士通过电
视第一时间知道开奖结果袁野但我
心里已经已经有把握中头奖了袁守
号了这么多年我对号码还是比较
确定的遥冶随后袁周女士拿出彩票核
对袁确定自己中了 3注头奖遥
对于这笔大奖的用途袁 周女

士夫妇说袁准备拿出一部分奖金回
老家买房袁还计划开个店袁分给四
个子女部分奖金袁剩余的钱存银行
用作养老遥 她还表示袁他们家乡是
贫困的农村袁他们会考虑回老家做
点公益袁来回馈社会遥

守号 5年中 1500万 野回老家买房袁作公益冶

6月 4日袁广东深圳购彩者
巴先生现身市体彩中心袁领走 7
星彩 500万元头奖遥

5月 11日袁在体彩 7星彩第
21053期开奖中袁 巴先生通过一
张 5 注号码尧10 元投入的单式
票袁中出 1注 500万元一等奖遥当
期的中奖号码为 143646+11遥

巴先生说袁自己平时购买体
彩都是野随缘购买冶袁没有定期查
看开奖号码的习惯袁 所以一直不
知道自己中了头奖袁野我平时买彩
票主要是娱乐袁做点公益袁很少刻
意去查看开奖号码遥 最近小孩报
了培训班袁 我下班后都忙着接送
小孩袁 完全没有时间到体彩店去
买彩票和对奖遥 冶

3 日袁由于公司加班袁巴先
生就让家人去接送小孩袁 这才

有时间到体彩店遥 野当时我包里
刚好有 1 张 7星彩彩票和 2张
大乐透彩票遥 我先看的是 7星
彩的号码遥 当我对完最后一注
号码的时候袁发现中了一等奖遥
当时特别激动袁店里有很多人袁
我强制自己冷静下来袁 装作若
无其事的样子袁 把 7 星彩彩票
重新放回钱包遥 然后拿出那 2
张大乐透彩票袁也没有心思核对
了袁直接让销售员帮忙对奖遥 然
后我就赶紧回家了遥 冶

回到家后袁巴先生一直处于
惊喜当中袁整晚都没有睡好遥 4
日一早袁想到今后可以让老婆生
活得更好袁巴先生情不自禁地就
抱了抱老婆袁笑嘻嘻地说院野赚了
一点小外快袁现在去拿钱遥 冶

渊陈敏冤

野随缘购买冶中 500万 野让老婆生活得更好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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