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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第

19138

期

12

月

2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4�20�07�06�29�02�04

1807797395.91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1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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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64

28

323

643

17562

20531

44904

707642

7481343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319280

255424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20000000

0

52361920

7151872

3230000

1929000

5268600

4106200

4490400

10614630

37406715

146559337

排列3

9 � 7 � 2

（第

19322

期

12

月

2

日开奖）

排列5

9 � 7 � 2 � 2 � 5

（第

19322

期

12

月

2

日开奖）

（第

19166

期

12

月

2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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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78

期

12

月

2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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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83

期

12

月

2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1+1+2+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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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丰佳佳）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中国

体育彩票“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主题品

牌活动登陆深圳市福田 kkone 商场，敦

煌丝路古韵和青春时尚的深圳有了一

场完美的相遇。 3 天时间内，上万市民

前往深圳体彩国风快闪店“打卡”，上千

市民还幸运收获国风礼品。

品国风精粹 秀体彩魅力

与此前落地的“国风之光 燃动善

举”天津站、南京站、杭州站等活动类

似，深圳站的活动形式依然由主题沉浸

体验区、国风表演区、拍照打卡区、数说

体彩公益金展示区、抽奖区、即开票拼

图区、AR 互动区、 国风礼品展示区和

“遇见敦煌” 即开票体验区组成。 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在这个快闪店为鹏城

群众带来一个别样精彩的周末。

正如国风系列活动的最初设想，体

彩用时尚有趣的方式与年轻人进行一

场直接对话。 在公益金展示区、互动拼

图区和沉浸式体验区集齐三枚印章或

者在拍照打卡区留影发朋友圈即可参

与抽奖活动，奖品皆是敦煌文化周边产

品———丝巾、帆布包、水杯、魔方等等。

据现场数据统计， 前两天的时间里，共

有 28700 名市民到现场打卡，国风礼品

送出 1057 份。

家住在 kkone 商场附近的旁女士

在 11 月 29 日下午抽中了敦煌主题丝

巾， 拿到礼物兴奋不已的她立即打电

话喊几位朋友过来参与互动， “参与

方式很简单， 礼品都很有心， 这个围

巾可以送给我妈妈， 明天我还要过来

的， 也不只是为了奖品， 这个表演也

挺好看， 古香古韵的， 古筝、 琵琶都

弹得很好听。 ”

呼朋结伴来 满载收获归

在商场里吃午餐的高天盛同样被

活动现场的民族乐器演奏声吸引而来，

然后他就在大家羡慕的眼神里抱走了

大奖———戴森吸尘器。“我是中午和朋

友过来吃午饭，听到这里的乐声，就过

来参加一下。 谢谢我自己的好运气，也

谢谢体育彩票。 其实平时我买即开票

比较少，我喜欢买体彩大乐透，但是今

天中奖了， 以后会多关注一下顶呱刮，

这个国风新票还挺好看。 ”在影视娱乐

行业做猎头的高天盛见过不少漂亮的

舞台，不过他也给体彩这家独特的快闪

店点赞。“主题扣得好， 活动内容也比

较吸引人。 ”

另一位幸运儿是江西小哥 小

凌———大家只听到即开票体验区一片

欢呼声，小凌刮中了顶呱刮“十倍幸运”

5000 元奖金， 他的中奖票也被现场观

众传阅围观。“平时不太买彩票， 这是

我第一次中奖，心情还挺激动。 等下我

会叫朋友也过来参加。”活动的第二天，

小凌果真带了 5 位朋友一起过来，不过

他们这次却没有只顾着体验即开票，而

是忙着拍照打卡， 参与互动抽奖。“那

边刮彩票的人太多了，就不去挤了。 我

来这里目的也不是为了中奖，听到小凌

中奖，我们过来沾沾喜气，顺路让他请

吃饭。 这个主题帆布包真不错，我女朋

友应该喜欢。 ”小凌的朋友马先生对自

己的互动礼品很是满意。

创新型互动 温馨合家欢

“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活动是古典

文化与科技的结合，在活动现场，能感

受“科技”的打卡点除了沉浸式体验区

的电子曲面屏， 还有互动区的隐藏游

戏———中国体育彩票携手体彩 APP 与

支付宝，联合推出一款基于“顶呱刮”

为核心的 AR 互动游戏， 集碎片拼图。

新颖的互动方式得到了现场年轻人的

欢迎。

11 月 29 日下午，广东省体彩中心

主任赵建新也来到现场并用支付宝体

验 AR 拼图，“用 APP 集碎片体验 AR

拼图，年轻人比较擅长，像我这样年纪

的人通过学习参与这个小游戏， 也感

觉自己年轻了很多，游戏很潮。 ”谈到

快闪店的体验感受， 赵建新说：“活动

把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和国风文化巧

妙结合。 公益体彩要走向社会，走向年

轻群体，必须采取这些新颖的方式，让

更多的人、 特别是有爱心的年轻人认

识公益体彩、走近公益体彩、支持公益

体彩。 ”

情景式体验 探体彩全貌

“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 深圳站活

动现场人气爆棚， 尤其是国风民乐表

演环节， 商场一层的人气似乎全都汇

聚在公益体彩的快闪店。

在大家讨论表演者弹奏的到底是

古琴还是古筝、 是琵琶还是柳琴时，

记者听到一对情侣的对话———女孩问

男孩： “体彩也用做广告啊？” 这个问

题男孩没有回答， 不过体彩人给出了

他们的答案。

“女孩问这个问题， 第一感觉是她

认识体彩， 感觉对体彩很熟悉。 但她

印象中的体育彩票并非体育彩票的全

貌， 体育彩票的很多方面还没有被大

家所了解。” 国家体彩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很多年轻人提起体彩， 印象

词大多是中奖、 运气， “希望通过开

展互动活动， 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打造互动场景， 展示体彩公益， 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体彩的精彩不只在游

戏’， 重新认识体育彩票。”

谈到打造体彩公益宣传场景， 赵

建新也深有感触， 她表示， 体育彩票

发行 25 年， 筹集的彩票公益金无论是

为体育事业还是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 都作出巨大贡献， 但是社会公

众、 尤其是年轻人对体彩公益的了解

并不多。

“近些年广东体彩也开展一些互动

式的公益活动， 11 月 30 日， 深圳体

彩组织开展了公益互动活动， 去山区

捐赠爱心图书， 这些图书是通过召集

深圳市内的小朋友在冰上作画， 优秀

获奖者把奖励以公益图书的方式捐赠

给山区学校。 无论是我们的公益互动

捐赠还是体彩国风快闪店， 都是情景

式、 体验式的活动， 更有利于大众了

解体育彩票的公益性。”

“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主题活动走进深圳

上万市民“打卡”体彩快闪店

▲

体彩国风快闪店亮相深圳。

襌

市民幸运拿到国风礼品。

荩

市民扫码参加活动。

国家体彩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