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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今日开奖
截至第21124期
奖池余额为

1239396849.23元

精心选号中体彩大奖
大乐透“资深玩家”分享经验

在体彩大乐透大奖得主当
中，有不少为“资深玩家”，他们对
选号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并且长
年研究。前不久，河南许昌1666
万、江西赣州1000万、江苏徐州
919万、广东韶关854万以及湖南
益阳831万元得主现身领奖。五
地中奖者，有的采用复式投注，有
的采用胆拖投注，还有的采用单
式投注，均通过自选号码命中体
彩大乐透头奖。领奖时，他们大
方分享了选号的经验。

1666万得主：
有一套自己的选号方法

10月22日，河南许昌购彩者刘
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现身省体彩
中心领走大乐透1666万元大奖。

10月20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21120期开奖中，刘先生通过2张前
区3胆5拖+后区2拖的胆拖票，中出
2注831万元一等奖及小奖若干
注，合计收获奖金1666万元。

据了解，刘先生是一位资深
大乐透购彩者。他说：“我从大乐
透上市推广第一期就开始购买，

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间断过购
买。刚开始接触时，什么样的投
注方式都试过，我比较喜欢复式
投注，5年以后积累了一些经验，
就转向胆拖式投注。我觉得这种
方式比较容易中奖。”

谈起选号经验，刘先生表示：
“我有一套自己的选号方法，按照
这种方法，我基本一到两期就能中
一次小奖，毕竟投注金额也不多，
奖金也不多，但是总有些回报。半
年前有3次，因为犹豫不决，没相信
自己的直觉，临出票时候更改了号
码，导致我和一等奖擦肩而过。”

刘先生还说：“这次投注，我买
完第一张胆拖票的时候，感觉不太
稳妥，为了保险，更换了2个号码后
又投注了一张几乎一样的胆拖
票。没想到，两张彩票都中了。不
过这次中奖也算圆了我的心愿，毕
竟购彩这么多年了，虽然说一直把
大乐透当作一项日常爱好，但还是
希望中个大奖的。”

1000万得主：
大神级选号，4胆全中

10月18日，江西赣州购彩者何
先生在朋友的陪同下，现身省体彩
中心领走大乐透1000万元大奖。

10月16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21118期开奖中，何先生通过一张
前区4胆全拖+后区2拖的胆拖票，
中出1注1000万元一等奖及小奖若
干注。领奖时，何先生喜上眉梢，
他说自己购买体彩3年，从最初购
买单式票到选择复式投注，再到
购买胆拖票，是大乐透的“资深玩
家”。这次中得一等奖的彩票，是
一张前区4胆全拖票，4个胆码全
部选对，直接揽获一等奖，可谓

“大神”级选号。
何先生表示，自己算是一名

青年企业家，常年在外地做生意，
购买体彩大乐透是忙碌之余的一
个小爱好。他近期正准备把事业
的重心转移到家乡，谁知在回乡
的途中购买的体彩大乐透，竟收
获了一等奖。

919万得主：
看往期号码，精心编号码

前不久，江苏徐州一对年轻
夫妻结伴现身省体彩中心，领走
大乐透919万元大奖。

9月29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21113期开奖中，小两口通过一
张6+3复式票，中出1注900万元
一等奖及小奖一连串，单票收获

奖金919万元。
据了解，小两口在徐州当地

做海鲜生意，受疫情影响，这两
年生意时好时坏。闲暇时，小两
口都喜欢玩彩票解解闷，在此之
前虽说没中过什么大奖，但并不
影响他们玩彩的乐趣。

在众多彩票游戏中，小两口
首选体彩大乐透，在投注时相当
谨慎，经常查看往期开奖号码，一
揣摩就是老半天，出手时都是经
过精心编制的小复式。

当期编完号码后，他们颇为满
意，认为后区号码太吉利了，谐音
就是“是我发”。结果，天随人愿，
他们成功拿下919万元大奖。

854万得主：
研究号码，根据经验选号

10月14日，广东韶关购彩者章
先生现身市体彩中心，领走大乐透
854万元大奖。

10月13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21117期开奖中，章先生通过一张
前区3胆10拖+后区1胆3拖的胆拖
票，中出1注835万元一等奖及小奖
一连串，单票收获奖金854万元。

据了解，章先生并非韶关本
地人，当时正出差到此。路过体

彩店时，章先生看到店内有购彩
者，就进到店内研究起大乐透往
期号码，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买
了一张胆拖票。

章先生表示，他有自己的投
注习惯，不盲目跟单，也不一味地
讲究奇偶均衡。他时常会中些小
奖，没想到这次能中大奖，真是太
幸运了。

831万得主：
每期号码都精心挑选

10月21日，湖南益阳购彩者刘
先生现身省体彩服务大厅，领走大
乐透831万元大奖。

10月20日，在体彩大乐透第
21120期开奖中，刘先生通过一张5
注号码、10元投入的单式票，中出1
注831万元一等奖。

据了解，刘先生是资深购彩
者，每期的大乐透都购买。他说：

“每期号码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呢！”
刘先生表示，得知买的彩票中

了一等奖后，他兴奋得一夜未眠，
一早就开车直奔长沙兑奖。

至于奖金的使用，刘先生说：
“这几年，兄弟姐妹在外做生意资
金压力很大，这次中奖正好可以帮
他们缓解压力。” /中国体彩网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90期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9025注 1040元 938600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0元
组选6 26715注 173元 4621695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4 8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90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34注 100000元 3400000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4 8 9 8 3

销售金额：14328202元。

销售金额：27028006元。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25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0注 —— 0元
二等奖 5注 113414元 567070元
三等奖 76注 3000元 228000元
四等奖 677注 500元 338500元
五等奖 12896注 30元 386880元
六等奖 487667注 5元 243335元
合计 501321注 --- 3958785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0 6 5 3 7 7 + 11

297923602.4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长春今日最低气温重回零下
记者从省专业气象台了解到，长

春市区11月1日白天多云，西北风2-
3级，最高气温7℃；夜间多云，西北风
2-3级，最低气温-2℃。

1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山、
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1日夜间到2日白天，全省多云，

延边南部有雨夹雪。2日夜间到3日
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有雨夹雪或
小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
部分地方有小雨。

省内各城市24小时（11月1日）
天气预报

长春：多云，7℃/-2℃；白城：晴转

多云，8℃/-4℃；松原：晴，7℃/-3℃；
四平：多云转晴，6℃/-4℃；辽源：阴转
多云，7℃/-3℃；吉林：多云，6℃/
2℃；通化：阴转多云，6℃/0℃；白山：
阴，6℃/-1℃；延吉：雨夹雪，9℃/
2℃；长白山：雨夹雪转阴，7℃/0℃。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521元、521.21元、1314元、1314.21元、888.88元

有妇之夫向异性转账表爱意 钱该不该还？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返还原物纠纷。
多年前，王某与刘某步入婚姻殿

堂，但在2019年至2020年间，王某通
过微信多次转账给另一名女性 521
元、521.21 元、1314 元、1314.21 元、
888.88元等带有特定网络含义的款
项，合计金额20237.19元。

王某这看似浪漫的“表达爱意”背
后，竟是有妇之夫向婚外异性转账的
荒唐作为。刘某得知后，愤怒之下将
配偶王某和另一名女性诉至法院。

原告刘某诉称二被告之间存在不
正当关系，认为丈夫在未征得其同意
的情况下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内的共同财产，请求确认二被告
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返还该赠与财
产。

二被告则共同辩称，他们是同行，
朋友关系，不存在不正当关系。原告
所述的转账是两人之间的借款，且该
款项已经还完，不存在赠与关系。

那么，原告刘某的权益能否得到

维护？该笔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呢？法
官表示，国家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
度。合法的婚姻家庭是纯洁的，受国
家保护。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不
容他人插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八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

众所周知，在信息网络社会，在年
龄相仿的异性之间转账 521 元、
521.21元、1314元、1314.21元，是一
种爱意表达。这种爱意表达行为，在
未婚的恋爱男女之间，已婚的夫妻之
间，母子、父女、兄弟姐妹之间无可厚
非，也符合这个社会的善良风俗。但
是，本案被告王某作为有妇之夫，不是
向合法妻子转账521元、1314元等以
表达爱意，而是向婚外异性转账，应当
认定为赠与合同关系。根据社会经验
法则，若称是民间借贷行为，除二被告
及代理人外，他人实难相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

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据此，被
告王某向另一被告转账 521 元、
521.21元、1314元、1314.21元带有特
定网络含义款项的行为，是对原告刘
某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破坏，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应当认定无效。其中一笔转账
888.88元，数额本身不构成爱意的表
达，但转账的日期为“三八”妇女节，亦
应认定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
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
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的规定，以上款项被告王某应当向原
告刘某返还。

最终法院判决如下：1、二被告之
间转账赠与521元、521.21元、1314
元、1314.21元、888.88元的行为无效；
2、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
原告刘某返还20237.19元；3、驳回原
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10月30日，超级大乐透第
21124期前区开出号码“10、17、
22、25、35”，后区开出号码“07、
09”。本期全国销量为3.14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13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3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
奖，出自黑龙江绥化；2注为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河南
郑州、洛阳。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来自黑龙江绥化的幸运购
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
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
一等奖总奖金达到封顶的1800万
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

注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
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
得80%的浮动奖奖金。

二等奖开出83注，每注奖金
17.29万余元；其中32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3.83万余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31.12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2.39亿元滚存至11月1日（周一）
开奖的第21125期。 /中国体彩网

大乐透第21124期开出3注一等奖 单注最高18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