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

http://www.lotter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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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7

期

9

月

11

日开奖）

320976705.1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4 � 8 � 9 � 1 � 8

（第

19247

期

9

月

11

开奖）

12335275.0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4 � 8 � 9

中奖情况

（第

19106

期

9

月

11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32�08�05�35�10�02�10

2849290614.8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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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6

24

98

606

11404

17138

24850

575494

6444431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8000000

517027

413621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10000000

8000000

54804862

9926904

980000

1818000

3421200

3427600

2485000

8632410

32222155

135718131

（第

19120

期

9

月

11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1+3+0+0+1+0+0+3+0+0+0+3+3+0

（第

19132

期

9

月

11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3+3+1+0+1+0+0+0+3+3+3+3

（第

19137

期

9

月

11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0+3

+

+1+3

+

+3

+

+0+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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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D

您是否知道，当一个人身陷绝望的

泥淖时，那双向他伸去的援手，对他而

言有多么重要！ 石香英与龙金高两位教

师都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

划”的受助者。 最近，这两位身患癌症的

教师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了彩票公益金

项目和社会的支持帮助，可以让他们从

容面对工作和人生。

“现在，我已不把这病当回事”

石香英，女，51 岁，湖南省湘西州花

垣县民族中学教师，至今从教 30 余载。

初见她灿烂的笑脸， 听她爽朗的话语

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是一位肺癌

患者。

2015 年 6 月，平时身体很棒、没有

任何不适症状的她，在参加学校组织的

体检中竟被查出肺癌！ 而当时，她正与

同为本校教师的爱人筹划着分别带新

一届的初三和高三学生向 2016 年中

考、高考进发。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

至。 也许因为无法接纳眼前这个噩耗，

平时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爱人竟一

下子犯了病，不到 3 个月便丢下石香英

撒手人寰。

石香英却并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压

垮，面对记者，她颇为豪爽地说：“尽管

我身患重大疾病是不幸的，但我又是幸

运的。 ”她说，虽然她一度深陷绝望的泥

淖，心情跌倒谷底，但她欣喜地看到了

一双双伸向自己的援手，看到了一道道

携带希望的阳光。

原来，就在她查出肺癌、爱人故去、

最为疾风凄雨的 2015 年， 她也同样感

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来自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的“励耕计划”率先资助

了她一万元。

“这份帮助非常及时， 关键时刻给

了我很大的支持，给了我笑对人生的信

心与勇气！ 我觉得自己就像烈火焚烧

过、狂风暴雨肆虐后的小草，带着对生

命的执着，对光明的追求，又顽强地从

土里钻出来了。 ”她的话语充满力量。

尽管目前还在治疗中，靶向药每天

还要吃，但她说：“现在，我已不把这病

当回事。 ”她已走出那段可怕的日子，今

后只会笑对人生。

“哈哈，没事，你随便问吧”

与石香英一样把病魔不当回事的，

还有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猫儿乡田湾

小学教师龙金高。

龙金高，男，40 岁，至今已在田湾小

学坚守 22 年。 2017 年，他被确诊为直肠

癌。 虽说如今手术已做完两年多，但记

者采访时，还是有些不忍心让他回忆那

些不太愉悦的往事，没想到，他却哈哈

笑道：“没事，你随便问吧。 ”

龙金高父亲龙再福有生之年一直

在田湾小学从教，1996 年因尿毒症永远

离开了自己挚爱的讲台与孩子们，年仅

57 岁。弥留之际，让 18 岁的龙金高含泪

接过了接力棒。

田湾小学曾经是一个拥有 100 多

名学生的学校， 年级设置从 1 年级到 6

年级都有。2012 年开始，生源慢慢萎缩，

如今只有学前班和一年级， 学生仅 9

名，教师只有龙金高一位。 而他说：“哪

怕剩下一个学生，我也要教下去。

然而，命运却与这样一位赤心忠胆

的人开了一个令人战栗的“玩笑”。 被确

诊直肠癌的那一刻， 他浑身如冰浇，陷

入绝望。

他爱人务农，家中两个儿子，一个

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全家的经济来源

就只有他每月 4000 多元的工资。 自己

这一病，手术费就得 6 万多，哪来的钱？

2018 年，校长帮他申请了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的资助，并顺利

获批。对此，龙金高非常感恩：“手术费 6

万多，除去医疗报销，欠债 2 万多。 励耕

计划的一万多元一下就帮我还了近一

半债务，轻松多了。 而且，我知道我背后

有国家、社会、很多不认识的好人的关

怀与关注，也生出了很多力量。 我很不

幸，但又很幸运。 ”

此次采访时，他刚刚给秋季开学第

一天的 9 名孩子讲完《安全第一课》。 也

许是自己对健康有更深的领悟吧，他

说，健康与安全的意识应当从小就给娃

娃们灌输。 尽管他还需要半年复查一

次，但能守着自己热爱的讲台，看着孩

子们稚嫩的笑脸，他就满足了。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王红亮

信息时报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

琪）

最近一段时间，广州彩民捷报频传，

先后有多人中出 500 万以上体彩大奖。

昨日，广州市体彩中心分别为位于天河

区员村的 4401030265 网点和白云太和

的 4401023383 网点， 举行了大奖庆祝仪

式， 这两家站点分别中出了大乐透二等奖

691万、大乐透复式票大奖 1007 万。

天河站中二奖 691万

8 月 17 日开奖的大乐透 19095 期，

广州天河区员村四横路的 4401030265

网点，一票独中 10 注追加二等奖，单票

总奖金为 691 万多元。

经查核，自超级大乐透新规上市和

特别规定实施以来，广州彩民已经三次

中出 500 万以上的超值二等奖，分别为

19034 期的单票 10 倍追加二等奖共

797 万、19042 期的单票 5 倍追加二等

奖共 500 万和 19095 期单票 10 倍追加

二等奖共 691 万。

白云站复式 10007万

9 月 2 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19102 期

开奖， 全国惟一的 1 注 1000 万元头奖

落入广东，由广州白云区太和一幸运儿

以“9+2”复式票命中，单票中奖 1007 万

元。揽得大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外来务

工人员， 老家在韶关， 有十多年的购彩经

验， 对大乐透情有独钟， 特别喜欢复式投

注，8+2、9+2、10+2是他常用的投注方法，购

彩金额200 元到 300 元左右。 中奖人表

示，号码都是自己买的时候随便看哪个

顺眼写哪个的，没有什么心得可言。

80后夫妻店两爆千万

在昨日先后举行的庆祝仪式上，天

河区员村的 4401030265 网点业主获得

奖励金 5000 元， 其销售员获得奖励金

1000 元。 白云太和的 4401023383 网点

获得奖励金 10000 元，其销售员获得奖

励金 2000 元。

记者昨日在庆祝活动现场了解到，

此次两家大奖投注站，都是经营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体彩老店。 白云区太和镇

1007 万大奖站经营者是一对 80 后夫

妻 ，10 年前，技校毕业后 ，他们就选

择了低门槛的体彩行业创业， 事实

上，这是他们经营的体彩网点第二次

中出大乐透头奖，因为他们开在花都

区的一家投注站 ， 曾经在去年 7 月

25 日 中 过 大乐 透 第 18086 期 头 奖

1000 万。

另据统计，2019 年以来， 广州彩民

已先后中出 17 个 500 万元以上体彩大

奖，其中 9 个奖金在 1000 万元以上，最

高奖金高达 5400 万元。

广州两体彩旺站庆功忙

昨日体彩中心分别表彰了天河、白云区出奖站点

“我不幸，但又很幸运”

———彩票公益金助力困境教师

彩票公益金

助教“励耕计划”

石香英与龙金高两位教师都是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 ”的受助

者。 “励耕计划”资助对象为公办小学、

初中、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的教师，资助标准为每年每人

1

万元。 据统计，仅

2018

年，“励耕计划”

受助教师达

3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