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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购彩中百态横生，售彩者早就习以为常。尽管如此，但一位郑州女售彩者仍发出中肯提示

大奖可遇不可求，随缘即可
姻记者王青报道

野大豫米冶小 A是河南郑州的
一位女孩袁 她和两个哥哥经营共
同一家体彩实体店遥平时袁两个哥
哥主要忙于售彩袁她在售彩之余袁
经常发布介绍购彩知识的小视
频袁努力将温暖尧公益尧爱心和奉
献的体彩理念传播给更多人遥

别错过难得的好运

小 A讲述了三个真实案例耐
人寻味遥

她说院近日袁美国一女子向媒
体爆料袁她中得 2600万美元大奖袁
但当地的彩票机构却拒绝为她兑

奖噎噎
野她在洛杉矶一家便利店购买

这张乐透彩票后袁随手放进裤子口
袋袁之后便忘记了此事遥 过了一段
时间袁她查看中奖数据袁发现中得
巨奖袁立刻回家寻找彩票遥 但裤子
已经洗过袁彩票也被损坏遥 无奈之
下袁 她到便利店调出她购彩的录

像袁并提交给彩票机构袁可对方提
出院录像不足以证明她买的彩票是
中奖彩票袁结果她没得到奖金遥 冶

接着袁 小 A又列举了国内的
案例袁她说院野2018年袁上海的孙先
生购买了一注彩票袁命中当期 643
万元大奖袁 但是他忘记了放在口
袋中的彩票袁 导致彩票连同衣服
一起被洗袁彩票成了碎纸袁也因此
无缘大奖遥 不过袁广西的张先生比
前两位幸运袁2019 年第 19072 期
大乐透开奖袁他中得 1000万元奖
金遥 他忐忑地拿着一张皱巴巴的
彩票到体彩中心兑奖袁 因为那张
彩票已有些破损遥 原来袁张先生买
完彩票后袁 把装有彩票的衣服随
手放置袁 家人误把装着中奖彩票
的衣服洗了遥 但幸运的是袁被洗的
彩票票面信息清晰袁号码尧日期尧
地址及二维码都没有损坏袁最后袁
体彩中心为他兑了奖遥 冶

小 A 觉得有必要提醒购彩
者院野彩票一定要保存好袁 不能

见水也不能见火袁 万一被损坏
的彩票是你的中奖彩票袁 那可
就追悔莫及了遥 冶

选择正确时间购彩

接下来袁 小 A又说了一下在
购彩中遇到的问题遥

她说院野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
样的经历袁你看好的号码就是中奖
号码袁 但你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
买袁开奖后十分后悔遥 关于这中情
况袁我总结了一下袁大概有两个原
因院 第一种大部分购彩者曾遇到
过袁就是想购买的号码超出个人承
受能力遥 比如大乐透 10亿元大派
奖活动期间袁 小李购彩预算只有
100元袁但他想投注一注 7垣3小复
式袁如果追加则是 189元袁所以他
很犹豫袁要不要打追加复式票遥

野对于这种情况袁我想说袁如果
只有 100元预算袁就不要超过承受
能力袁选择 7垣3的追加票了袁即便
缩小预算也可能错失大奖遥对于没

有投注的号码袁 没有必要后悔袁毕
竟购彩重在娱乐袁 要细水长流袁而
不是一时冲动遥 如果经常超预算袁
那么随着购买金额不断增加袁正常
生活也会被影响遥人应该有当断则
断的勇气袁该放手时就放手遥 冶

对于第二种情况袁 小 A 说院
野另一种情况是错过购彩时间遥 我
发现很多人喜欢在截止销售前半
小时来购彩袁但这个时间段是全国

的体彩店最忙的时候袁由于出票时
间集中袁打不出票很正常遥其实袁中
奖与否与何时购买没有任何关系遥
购彩者一定要提前打票袁避开售彩
高峰遥 还有一点袁如今大部分省区
市都开通了多期票销售袁如果不能
按时购彩袁可以投注多期票遥 冶

小 A最后提醒大家袁 一定要
理性购彩院野大奖可遇不可求袁随
缘即可袁生活中不是只有彩票遥 冶

姻达邱梓
野2022冶 是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久前以

北京冬奥会为主题打造的一
款顶呱刮即开票袁共有三个票
面袁主色调分为蓝尧紫尧绿三种
颜色袁 均以 野冰雪冶 和数字
野2022冶作为主要元素袁展现了
速度滑冰尧冰壶尧滑雪等冬奥
项目袁为即将开幕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加油喝彩遥

不得不说袁体彩推出的这
款顶呱刮独具匠心袁它令北京
冬奥会筹办尧备战尧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三幅重要画
面浮现在大众眼前袁不仅从另
一个角度对北京冬奥会作出

解读袁还促使更多人了解北京
冬奥会尧 关注北京冬奥会尧参
与北京冬奥会遥

在第一幅画面中袁北京冬
奥会的筹办工作始终坚持绿
色办奥尧 共享办奥尧 开放办
奥尧廉洁办奥的理念袁突出科
技尧智慧尧绿色尧节俭特色袁按
照野简约尧安全尧精彩冶的办赛
要求迈进遥 一座座冬奥场馆
跃然眼前尧 京张高铁在两地
间飞驰往返尧 京津冀协同发
展成果显著噎噎更多中国元
素融入其中袁 成为展示中国
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袁
成为展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
的亮丽名片遥 与此同时袁赛事
组织工作有序推进袁 随着北
京冬奥会筹办进入冲刺阶
段袁各项准备工作业已就绪遥
目前袁 已有部分境外人员先
期抵京袁 人们静待北京冬奥
会的大幕拉开遥

在第二幅画面中袁 中国
各冬季项目运动队尧运动员尧
教练员尧工作人员按照野科学
备战尧奋勇拼搏尧争创佳绩冶

的指示精神袁 在严格执行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袁 优化全过
程闭环管理流程袁 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袁补缺项尧强弱项袁
进一步强化体能袁凭借气力尧
技力袁加强技术创新袁学习借
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袁不
断提高训练和比赛水平袁以
野使命在肩尧奋斗有我冶的精
神做好备战工作袁刻苦训练尧
顽强拼搏袁努力把训练竞技尧
心理意志调整到最佳状态袁
增强为国争光的志气和勇
气袁 坚持拼字当头袁 敢于拼
搏尧善于拼搏袁在奥运赛场展
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
风貌和竞技水平袁 力争在竞
技上尧道德上尧风格上都拿最
好的奖牌遥
在第三幅画面中袁各地以

筹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为契

机袁 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运
动袁带动更多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走向冰场尧走进雪场遥 在冰
雪运动野南展西扩东进冶战略
的引领下袁各地举办的相关活
动持续时间长尧种类多袁吸引
了群众广泛参与袁冰雪运动的
基础得以进一步夯实遥 北京冬
奥会日益临近袁群众性冰雪运
动的热度会迅速提升袁长城内
外尧大江南北的冰场尧雪场上
必将人头攒动袁与冬奥盛会交
相辉映遥

三幅画面合而为一 袁北
京冬奥会尧 冬残奥会是我国
野十四五冶初期举办的重大标
志性活动袁 将为我国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彩
赋能遥 经过几年努力袁我们完
全有信心尧 有能力为世界奉
献一届精彩尧非凡尧卓越的奥
运盛会遥 中国体育彩票在其
中功不可没遥

●眼见为实

体彩捐球台 点亮风景线
●时评

三张彩票 三幅画面

姻记者王青报道
转河位于北京西北部袁是通惠

河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袁起于北京
动物园闸袁上接高梁河袁终点在北
护城河西端的松林闸遥 这条河又
称野御河冶袁经历了 700年沧桑遥 为
了恢复转河历史风貌袁从 1999年
开始袁经过数年改造袁转河终于成
为一条美如仙境的河袁行走其间袁
观水天一色袁处处美景袁无限风光遥

转河河水清澈袁碧波荡漾袁两
岸风景完全依河道而建袁 宜宽则
宽袁宜弯则弯袁体现了人水相亲尧和
谐自然的人文理念遥 如此优美的
环境怎能不让人陶醉其中袁流连忘
返遥

每到夏天袁这条河的两岸便成
了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遥 然而袁
也有一些人不顾阻拦袁直接下河戏
水袁甚至拿着鱼竿袁把人工放养的
鱼苗当成垂钓的目标遥 前几年袁这
里经常出现游泳和垂钓的人袁他们
拿着凳子整日坐在河边钓鱼袁甚至
在冬天袁仍有人跳入冰冷的河水冬
泳遥 他们大部分是普通百姓袁如果
到专业场地游泳或垂钓袁 费用较
高袁但在这里一分钱不花袁就能得
到全方位野享受冶袁美丽的河景也因
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遥

最近虽然天气寒冷袁但仍有不

少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转河袁他们来
这里不是违规钓鱼或冬泳袁而是在
岸边打起了乒乓球遥 原来袁位于索
家坟附近的河道边袁在一处圆形空
场上摆放了两张乒乓球台袁这是体
彩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而出资设
置的遥

在严寒的季节袁打乒乓球的人
仍然很多袁他们在球台四周围成一
圈儿袁轮番上阵遥球手身着衬衫袁挥
汗如雨曰 观者则如同置身国际赛
场袁目不转睛袁全神贯注遥 他们互
相都很熟悉袁也了解彼此的水平和
特点遥因为打球贵在野棋逢对手袁将
遇良才冶袁 因此所有组合都配合得
相当默契遥

朱先生 60多岁袁 家住转河附
近的天兆小区袁 早年他也曾凑热
闹袁到这里钓过鱼袁但钓上来的都
是小鱼苗袁根本没法吃遥他说袁钓鱼
是为认识朋友能随便聊天袁大家萍
水相逢袁说起话来没有顾虑袁哪儿
说哪儿了遥 如今袁到这儿来是为了
打乒乓球遥 他每天打一上午球袁下
午如果天气好尧 不刮风还会再来遥
他说院野还是咱耶国球爷厉害袁打了半
年的乒乓球袁连感冒都没得过遥 而
且还认识了不少老哥们儿袁这才是
正能量的休闲运动遥 冶

朱先生还说院野现在生活水平

提高了袁 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袁
不至于在风景区钓鱼遥当年那样做
也是出于无聊袁想打发时间遥 如果
在河里游泳就更危险了袁河道的堤
岸修建得有好几米高袁如果出现意
外袁根本爬不上来遥 曾经有河道管
理人员前来制止袁但仍然有人耶顶
风作案爷袁真是给社会添堵袁影响北
京人的形象遥 冶

一位穿着羽绒服头戴鸭舌帽

的老人说袁 他每天在河岸边走两个
来回袁已经坚持好几年遥以前没有这
两张乒乓球台时袁 整天有人在这里
钓鱼袁很影响环境遥自从有了乒乓球
台袁这里的常客都放下鱼竿尧拿起球
拍袁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遥他亲眼见
证了这个变化袁 可以说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遥 他说院野非常感谢体彩安装
的乒乓球台袁 让这里的风景变得更
美了遥转河历史悠久袁是京城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袁 不应该出现那些不和
谐的场面遥 冶

据了解袁 球友们还建了微信
群袁大家经常在群里聊天约球遥 有
时袁 大伙儿还相约一起品尝美食尧
小酌几杯遥 这里大部分是退休人
士袁他们通过这两张乒乓台认识了
更多的朋友袁不仅强身健体袁生活
也过得丰富多彩遥

当初袁北京市政府提出院改造
北环水系尧亮出京城水面尧恢复历
史风貌袁并投资数亿元袁经过多年
的设计修建袁 才有了美丽的转河遥
如今袁圆形的锻炼场更像一座大舞
台袁这是冬日最暖的风景袁而那些
健身的人们无疑是这片水域上跳
动的音符袁让古老的转河更加生机
勃勃遥

郑州女孩儿小 A正在发布购彩知识

昔日的转河岸边

现在的转河岸边 王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