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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219

期

8

月

14

日开奖）

296231850.9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

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3 � 8 � 2 � 0 � 2

（第

19219

期

8

月

14

日开奖）

11601638.7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

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3 � 8 � 2

中奖情况

（第

19094

期

8

月

14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1�14�12�26�27�09�07

3605111819.4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14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奖级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1

0

57

23

124

512

11887

19240

23684

598796

6817563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786871

629496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10000000

0

44851647

14478408

1240000

1536000

3566100

3848000

2368400

8981940

34087815

12495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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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鄂彩 ）

武汉街头一位靠拉板车、

收废品为生的男子，8 月 10 日突然

得到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奖励

给他的 1 万元奖金。 这究竟为何？ 原

来，这位来自孝感的“板车哥”郑学

明，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捡到 41万现金不昧

事情还得从 8 月 9 日说起。当日

下午 3 点多，郑学明把板车停在汉口

江汉二路和保成路交叉处的阴凉地

歇息。 一觉醒来，他突然看到路口有

一个鼓囊囊的红色塑料袋，出于平时

捡废品的习惯，他赶紧去把塑料袋捡

了过来。

把沉甸甸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郑

学明顿时惊呆了，里面居然是一沓沓

捆扎整齐的人民币， 估摸着有好几

十万元。 他说，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钱， 当时就两腿发软， 不停

地抖， 足足愣神了 8～10 分钟。 头一

次见到这么多实打实的现金， 郑学

明大脑有点发懵， 缓过神后他立马

拨打 110 报警。 后经过警方调查，这

包钱是附近一位施姓女士不慎遗失

的。 当时她将朋友归还的 41 万多元

现金放在电动车脚踏板上。突然一阵

雷暴雨， 装钱的塑料袋悄然滑落，等

施女士发现时，钱早就不知道遗失到

何处去了。

湖北体彩奖励好人

8 月 10 日下午， 湖北省体彩中

心的工作人员专程赶到郑学明拉板

车的地方，对其表示慰问，为其拾金

不昧的精神点赞。湖北省体彩中心党

委委员、武汉分中心主任甘有林亲手

将 1 万元现金奖励给郑学明，并为他

赠送了防暑降温饮品。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甘有林

说：“郑师傅这一拾金不昧的感人善

举，正好与中国体育彩票‘你未必光

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一品牌

理念吻合。 我们奖励郑师傅，就是要

为凡人善举点赞，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鼓励更多的人践行真

善美、传递正能量！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叶霞 ）

临时兴起，10元换来了10万元大

奖。近日，顺德大良朴先生临时起意，花费

10元购买了5注体育彩票， 结果幸运中得

排列5第19208期一等奖，奖金10万元。

随心机选了5注号码

朴先生领奖时表示，他平时购彩比较

随意，想起来就机选几注。对于投注方式，

他觉得彩票开奖是随机的，一般来讲是没

有规律可循的，所以从不纠结于各类选号

指标，直接选择“撞大运”的机选投注。 中

奖当天， 朴先生吃过晚饭后出门溜达，路

过自己家附近的4422022071体彩门店，便

走进去让销售员机选了5注排列5号码，然

后看都没看就放进钱包里离开了。 几天

后，当朴先生再次走进体彩门店准备购彩

时，一眼看到张贴于门口醒目位置的中奖

喜报。

几天后才知道中奖了

“当时心里在想，中奖者会是谁呀？真

打心底里羡慕这位中奖者。 ”一边感慨，一

边掏出钱包准备打票的朴先生，发现钱包

里“躺”着一张未兑奖的彩票，于是拿出彩

票与墙上的中奖号码进行比对。不对不知

道，一对吓一跳，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原

来， 朴先生前几天选的这张彩票的第4注

与排列5第19208期的开奖号码一致，也就

是说， 之前他羡慕的大奖得主就是自己。

为此，朴先生内心无比激动。 假如不是临

时兴起进站购彩，自己也就不可能有机会

中得大奖；假如这张彩票像之前那样的漏

兑、弃兑的话，大奖也不会是自己的，所以

归根到底，这注大奖与自己有缘，而自己

也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至于奖金用途，朴先生表示，这笔奖

金不算多，将留着以后家里置备大件物品

时再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莞体彩）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2019

年东莞户外时尚运动节健身瑜伽大赛，

近日在该市滨江体育公园举行，这是东

莞首次举行的大型瑜伽赛事。 千人户

外瑜伽, 不仅带来了震撼的视觉感受，

更是展现出“全民健身日”的节日氛围。

千人参赛场面热闹

瑜伽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世界

广泛传播的一项身心锻炼修习法，也是

一种时尚的健身运动方式。 2019 年东

莞户外时尚运动节健身瑜伽大赛，系该

市首次举行的大型瑜伽赛事，比赛共分

为千人户外瑜伽、 瑜伽馆展演、 唱诵

OM、鹤禅式、树式、鹰式等 6 个项目。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大瑜伽

道馆及达人参赛，瑜伽顶级名师、著名

瑜伽教练、优秀瑜伽经营管理者，以及

瑜伽专业媒体、大众媒体、瑜伽产业等

相关机构和人士也纷纷到场助阵。

时尚运动陆续登场

虽然最近东莞的天气反复无常，但

由于上午天公作美，赛前备受瑜伽爱好

者瞩目的千人户外瑜伽如期进行。 在

轻柔又清晰的画外音中， 健身瑜伽达

人们尽显活力，鹤禅式、树式、鹰式如同

一幅摊开的画卷荡漾开来，神形兼备的

拜日式，平和、舒展，韵律十足，激起众

人对于明天的美好期待。 在瑜伽项目

结束后，未来一个月将有更多更精彩的

户外时尚运动项目登上东莞的城市舞

台，走进市民群众的生活。

据了解，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

各项全民健身活动在东莞市得以蓬勃

开展， 此次 2019 年东莞户外时尚运动

节，同样得到了体彩公益金支持。

体彩力挺户外时尚运动

东莞千人瑜伽大赛落幕

羡慕人家中10万大奖

对奖幸运儿竟是自己

面对41万元巨款不动心

体彩奖励大义“板车哥”

湖北体彩奖

励 拾 金 不 昧 的

“板车哥”。

湖北体彩 供图

体彩公益金支持千人健身瑜伽大赛。 东莞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