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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没合眼

萍乡小伙隔天领走

大乐透 587万元大奖

大乐透

20085

期， 江西中出

两注一等奖，分别花落上饶、萍乡

两地。

9

月

7

日上午，上饶的赵女

士领完奖。 下午，萍乡上栗县的曾

先生紧接着现身江西省体彩中心

领奖，激动不已的曾先生差点迷了

路， 用他的话说就是，“太兴奋了！

我知道中奖后一夜没睡！ ”

据曾先生介绍，他是体彩大

乐透的忠实粉丝， 购彩已经多

年。 谈及此次中奖，曾先生介绍

说，“我买彩票， 有时候自己研

究，有时候打随机，这组号码我

研究了好久，参考了很多人的意

见，吸取了很多人的智慧。 ”众人

的智慧结晶让曾先生最终揽获

大奖。

回忆起开奖当晚的情况，曾

先生依旧很激动。“平时睡觉前

我一般用平板玩会儿游戏，手机

放在一边基本不看，那天刚好要

睡觉了，随意看了一下当期的开

奖信息，不禁大叫起来，再也睡

不着了，实在是太兴奋了。 ”听见

喊叫， 曾先生的妻子吓了一跳，

连孩子也被吵醒了。 得知曾先生

因中大奖而兴奋，一家人都沉浸

在中奖的喜悦中。

开心的他难以平抑心情，一

夜没睡，第二天上午就赶到南昌

兑奖了，因为对南昌不熟悉加上

曾先生心情激动，在市区差点迷

了路，后来仔细导航才到达省中

心兑奖室。

领完奖后，曾先生表示自己

依旧会继续支持大乐透，“把买

彩票当作公益项目来做， 坚持

买，坚持做公益，既有可能中大

奖， 也能做公益， 何乐而不为

呢？ ”关于中奖后的打算，曾先生

表示，“还没想好，现在最想回去

睡一觉，兴奋劲过了，现在有点

犯困。 ”

接连中出一等奖，让江西购

彩者体验中大奖的快乐，大乐透

开奖日，您也不妨走进身边的体

彩店，给自己来注幸运！ 当然除

此之外，江西体彩正在开展的大

乐透

1000

万元赠票活动， 活动

多多，好礼多多，赶紧进店体验

吧！

继江西上饶、 萍乡中出大乐透一等

奖

587

万元之后， 足彩又传来好消息，

9

月

7

日，足彩胜负彩

14

场游戏第

20028

期开奖， 当期全国共开出

69

注一等获，

单注奖金

72

万元。江西景德镇购彩者喜

中一等奖一注。短短两天内，江西中出三

注一等奖，可谓是好运连连！

9

月

7

日开奖当天下午， 中奖者柴

先生现身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

奖。“知道中奖后，立即赶过来啦。 ”柴先

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两场冷门都猜

中啦，爱尔兰主场负于芬兰，德国瑞士打

成平手，谁能想到结果是这样呢？ ”

“前两期一等奖空开，两期滚存，预计

奖金较高，我就叫上朋友一起来分析，毕竟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 柴先生笑着说

道。胜负彩第

20028

期由

8

场欧国联、

2

场

荷乙、

4

场巴甲联赛组成，在本期足彩的冷

门排行榜中， 爱尔兰与芬兰的欧国联比赛

排名第一， 瑞士与德国

1

比

1

打成平局也

是一大冷门， 柴先生在与几个朋友的分析

下，对把握不准的比赛都买了“胜负平”，幸

运收获一等奖。（

成从凡

）

2020

年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

年，欧洲杯和奥运会本该轮番登场，

但疫情打乱了世界上大多数体育赛

事的安排。 随着各国足篮球联赛的

陆续回归， 竞彩正在重新掀起新一

轮的竞猜热潮。 为使大家更好地参

与竞猜， 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些竞彩

购彩的小知识。

一

、

竞彩是一种独特的概率游

戏

彩票归根结底是概率游戏。 我

们生活的大千世界充满了随机发生

的事件， 生活中处处有概率。 利用

概率的理论意义， 能使我们对各种

实际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并做出正确

的决策。

从概率角度来看，体彩大乐透、

7

星彩等乐透或数字型游戏是机会

均等的概率游戏， 即每注号码和每

个号码组合被摇奖机摇出的几率，

从数理的角度都是一致的， 而从现

实的角度，只要是放到足够长的时

间周期里看， 也是趋同或一致的。

例如，体彩大乐透的前区共有

35

个

号码，号码“

1

”、“

2

”……至“

35

”，每

个号码被摇奖机摇出的几率都是一

致的，就是机会均等概率游戏。

竞彩游戏， 则是机会不均等的

概率游戏， 其概率的估计与天气预

报类似。 气象部门会根据气象云图

和数学模型进行综合测算， 来判断

下雨或者晴天发生的概率。 在竞彩

游戏中， 我们会根据每场比赛的球

队实力， 球员状态以及主客场条件

等信息进行综合测算，来判断比赛

双方赢球的概率， 进而制定每场比

赛的固定奖金。

实际上， 固定奖金也是概率的

体现。 固定奖金设置的高和低，直

观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概率水平。

固定奖金水平越低， 事件发生的概

率越高；固定奖金水平越高，事件发

生的概率越低。 投注不同的固定奖

金代表着不同的中奖概率。 举个例

子，阿贾克斯对阵曼联，胜平负游戏

对应的固定奖金是阿贾克斯胜

4.00

、平局

3.05

、曼联胜

1.73

，如果

投注

10

元阿贾克斯胜，且最终竞猜

成功， 获得的奖金是

10×4

为

40

元；如果投注

10

元曼联胜，且最终

竞猜成功， 获得的奖金是

10×1.73

为

17.3

元。 很明显，由于曼联的实

力更加强劲，赢得比赛的概率更大，

固定奖金就会相对较低。

所以， 竞彩是一种独特的概率

游戏。 不能单纯采用概率游戏的思

维去对体育赛事的结果进行竞猜，

还是要结合个人对于赛事及球队实

力等因素的理解， 综合考虑进行竞

猜。

二

、

掌握竞彩赛事资讯

，

降低竞

猜难度

众所周知，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

戏，即竞彩，是以足球赛事和篮球赛

事作为竞猜对象。那么了解足篮球赛

事以及参赛球队就变成了参与竞彩

游戏之前必须要了解的基础知识。

足篮球赛事中，每支参赛球队，

均分为首发球员， 替补球员以及未

报名至比赛名单的球员。 但一定要

知道，这三者的构成不是固定的，会

根据每场比赛不同情况而变化。 参

赛球员的变化有可能是由于教练员

出于技战术层面考虑， 有可能是因

为赛程密集而进行的常规轮换，还

有可能由于某个首发受伤了而需要

后备球员填补空缺。 另外比赛进行

中，双方均有多次换人调整的机会，

也有可能会对最终的赛果产生影

响。对于诸如以上消息的及时掌握，

可以帮助购彩者提高猜中比赛结果

的可能性。

近些年全社会都在关注大数据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在体育方面也不

例外，越来越多的相关数据资料网站

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赛前数据分析

可供大家参考。 这些专业的数据指

导， 不仅涵盖各大赛事技术统计，包

括一场比赛中球队的各项数据、关键

球员的个人数据，还有交战双方的基

本资料，两队历史交锋情况、最近战

绩走势等等。 相信有了这些数据的

加持， 即使是脑中充斥各种问号的

“小白”，初次接触竞彩时，都可以对

球队整体表现做出客观判断， 最大

程度地提高中奖几率。

如果及时跟进赛事资讯过于麻

烦， 大体量的数据阅读对于竞彩初

学者的门槛也过高， 只要作为购彩

者的您有竞猜意愿， 竞彩网上的信

息和线下售彩的代销者都会为您提

供专业的指导。

三

、

理性购彩

，

多次少买

时至今日， 竞彩游戏已经发行

多年，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彩票爱好

者参与其中。 然而彩票中奖其实是

随机事件， 长期来看并非投入越多

就一定回报越多， 希望广大购彩者

做到根据自身情况购买彩票， 理性

购彩。盲目购彩、沉迷购彩的行为不

可取， 只有理性购彩才能体会到彩

票游戏带来的乐趣。

同时， 竞彩游戏也具有很强的

公益属性和社会属性。 不少新近参

与竞彩游戏的购彩者中， 怀有公益

心态的爱心人士占了很大的比重。

每个购彩者所购买的一张张彩票看

似微小，但积少成多，众擎易举，最

终可以形成巨大的公益力量帮助我

国的体育公益事业发展。

又是头奖！

景德镇购彩者喜中

足彩一等奖 7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