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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举办爱心捐助活动

公益体彩 情暖特殊儿童
日前，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在平顶山汝州市金庚医院
举办“微光行动·关爱特殊儿童”
捐助活动， 为该医院家庭条件
困难的孤残患儿捐赠价值 5 万
元的爱心物资， 包括户外幼儿
滑梯组合、户外幼儿跷跷板、户
外儿童篮球架、 儿童三轮脚踏
车、儿童书架、毛巾口杯架、幼
儿园专用作画纸盘等。

在捐助仪式上， 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海新表
示，金庚医院用心用情治疗、帮
扶家庭条件困难的孤残患儿，
医院坚决不放弃的仁心、 医护
人员贴心服务的爱心、 孩子们
与疾病顽强搏斗的决心， 令人
深深感动。 了解到医院和孩子
们的需求后， 河南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立即筹措发行经费，
购买适合孩子们的爱心物资。

“希望这些爱心物资能够对孩
子们的治疗有所帮助， 让孩子
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

关爱。 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快
乐成长。 ”王海新说。

金庚医院院长宋兆普对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爱心
捐赠表示感谢，“河南体彩秉持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理念，勇
担社会责任， 大力支持公益事
业， 用金子般的公益善心温暖
了社会、播撒了关爱”。

捐助仪式结束后， 王海新
走进病房， 看望缺乏父母和家
庭关爱的患儿；走进康复中心，
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孤残脑瘫
患儿。 王海新向医护人员详细
了解孩子们的治疗情况， 并与
孩子们亲切互动。

据悉，金庚医院是“明天计
划” 脑瘫儿童中医药治疗省级
和全国定点医院， 河南省慈善
总会命名的慈善医院， 被河南
省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授予“全
省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截
至目前， 该医院已经救治脑瘫
患儿 1.6 万余名，其中，8300 余

名脑瘫患儿趋于正常；820 多
名孤残儿童被国内外爱心家庭
收养。

收到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捐赠的爱心物资后， 金庚
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定管
理好、使用好这些爱心物资，让
更多的孩子尽快康复。

自 2000 年电脑体育彩票
在河南上市以来， 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始终秉承“来之
于民、用之于民”发行宗旨，通
过销售体育彩票积极筹集体彩
公益金， 支持公益事业和体育
事业发展。 截至今年 5 月底，河
南体彩累计销售 1458 亿元，筹
集体彩公益金超过 386 亿元。
与此同时，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利用自身发行经费，组
织开展“体彩助莉”“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体彩·新长城助学”
等公益活动， 积极为公益事业
贡献爱心力量。

（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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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彩票“谈责论彩”温馨提醒———

理性购彩 快乐奉献温暖爱心

6 月 20 日，体彩大乐透第 22069 期开奖，前区
开出中奖号码 02、03、23、28、35，后区开出中奖号码
02、09。 本期体彩大乐透，全国销量 2.93 亿元，筹集
彩票公益金 1.05 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全国共开出 2 注一等奖，花落
天津东丽区、湖北宜昌市。本期体彩大乐透的两位幸
运中奖者都采用了追加投注，在揽得单注 1000 万元
基础投注奖金的同时， 还揽得 800 万元追加投注奖
金，单注总奖金达到封顶的 1800 万元。 追加投注是
体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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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本期体彩大乐透的两位幸运中奖者
都是以 15 元 5 注号码追加投注单式票擒获 1800 万
元大奖。

本期体彩大乐透，二等奖开出 79 注，每注奖金
15.04 万余元，其中，36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12.03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7.08
万余元；三等奖开出 178 注，单注奖金 1 万元；四等
奖开出 768 注， 单注奖金 3000 元； 五等奖开出
16584 注，单注奖金 300 元；六等奖开出 24958 注，
单注奖金 200 元； 七等奖开出 32450 注， 单注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745701 注，单注奖金 15 元；九
等奖开出 8275733 注，单注奖金 5 元。 （彩网）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体育
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始终
践行责任彩票理念， 不向未成
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

对于国家来说， 体育彩票
的意义在于助力公益事业、体
育事业发展；对于购彩者来说，
购彩的意义在于快乐的传递、
公益的初心。 购买一张小小的
体育彩票， 可以让大家参与公
益项目，奉献一份爱心，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同时也给自
己带来一份期盼、一份乐趣。

每位购彩者都希望幸运中
奖，但中奖是一件概率性事情，
以平和的心态理性看待中奖，
购彩对于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
意义， 远远大于对于中奖的渴
望。 不过，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
熟，自制能力不足，没有独立的
自主掌控能力， 而且没有经济
来源，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无
法以正确的心态看待购彩和中
奖， 需要成年人或者代销者帮

助他们规范行为。 一直以来，体
育彩票积极践行责任彩票理
念，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切实
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 为未成年人营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

理性是购彩的第一要素，
理性的购彩心态表现在时刻保
持一颗平常心， 理性的购彩行
为则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购彩时，要结合自身
经济状况，量力而为。 体育彩票
有很多游戏种类， 每天都有开
奖，每次开奖都是独立的，没有
规律性。 对于购彩者来说，每次
购彩的中奖几率是一样的，没
有必要天天购彩， 从而产生心
理压力。 每周适当购买几注，既
能享受体育彩票带来的乐趣，
又能支持公益事业、 体育事业
发展。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
购买哪一种彩票， 购彩金额都
不要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
如果凭着一时的冲动， 盲目加
大投入，不仅会出现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的情况， 还有可能影
响自身经济状况。 因此，购彩者
一定要理性控制购彩频次与购
彩金额。

其次，在购彩时，要主动与
家人沟通， 在得到家人的应允
之后再购彩，这样，既能与家人
分享购彩的乐趣， 又能有效避
免因购彩而引发家庭矛盾。

最后， 一定要谨记彩票中
奖随机属性。 购彩并不是投资
或者理财的工具， 更不是发财
致富的捷径。 中奖号码完全是
随机产生的，没有任何规律性，
因此，挑选投注号码时，完全没
有必要投入太多精力去进行所
谓的“研究”，更不要轻信所谓
的“预测软件”的预测，以免上
当受骗。

购彩是一种休闲娱乐方
式，快乐才是购彩的真谛。 保持
一颗平常心，快乐购彩、理性投
注， 才能更好地体验体育彩票
带给我们的乐趣。

（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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