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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游戏的原理是以数学概
率为基础,通过制定游戏规则,设
计出不同奖等的中奖条件,并根
据这些中奖条件的概率,确定各
个奖等的中奖金额。彩票游戏的
中奖概率取决于不同游戏的奖组
规模和中奖条件。例如双色球游
戏,其投注过程是从33个红色号
码球中选择6个号码,同时从16
个蓝色球号码中选择 1 个号码,
组合为一注进行投注,奖组规模
约为为 1772 万注,一等奖(同时
选中当期中奖号码的6个红色号
码和1个蓝色号码)的中奖概率约
为1/17720000。

双色球游戏的开奖由福利
彩票发行机构根据《彩票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4号,以下简称《条例》)、《彩票
管理条例细则》相关规定,遵循
财政部门批准的游戏规则实施。
每次开奖奖都是一次独立的随
机事件,与之前的开奖和之后的
开奖没有数理上、逻辑上的因果
关系。每次开奖不会受到前次开

奖结果的影响,也不会对下次开
奖号码造成影响,开奖号码没有
规律可循,也不可预测。每次开
奖16个蓝色球号码每个号码出现
的概率是一样的,为1/16。

以双色球连续3期开出同一
个号码为例。如果将连续3期双
色球开奖看作为一个整体事件,
那么连续3期开出一组特定蓝色
球号码的概率是:1/16×1/16×
1/16=1/4096。从游戏机理上说,
这就相当于由3个16位数组成一
个类似3D的游戏,开出的所有号
码组合共有 4096 个:“1、1、1”、

“1、1、2”…。,“16、16、15”、“16、
16、16”。其中3位数相同的号码
组合共有 16 组,同为 1 或 2 或
3……16,概率为16×1/4096,即
1/256。所以,理论上说,双色球游
戏每开出258期(产生256组3数
号码),就可能发生一次连续3期
开出同蓝色球号码的情况。虽然
是小概率事件,但客观上也是存
在发生的可能。从实际开奖情况
来看,双色球 2003 年上市近 14

年,共开出超过2000期中奖号码
出现连续3期以上蓝色球号码相
同的情况 7 次,其中包括:2016
年3月连续3期开出15、2015年
3 月连续 3 期开出 03、2014 年 7
月连续3期开出08、2012年7月
连续3期开出12、2011年4月连
续3期开出13、2009年1月连续
3 期 开 出 02,2013 年 6 月
2013067-2013070 期连续 4 期
开出06。如果以256期出现一次
3 期同号的概率计算,双色球
2003 年至今蓝色球号码 3 期同
号的概率理论值为78次,真实情
况为 7 次,很接近游戏正常的数
学机理和概率范围。

双色球、七乐彩、3D 等全
国联销的品牌游戏,福利彩票
发行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和实际
需要,每期开奖通过电视、电台
和网络,及时向社会公布当期
销售情况和开奖结果,每期开
奖现场都有公证处的两位公证
员针对开奖过程和开奖结果进
行公证。

演出在德格县格萨尔艺
术团带来的男女群舞《扎西
秀》中拉开帷幕，来自多家单
位精心编排的歌曲、诗歌朗
诵、舞蹈等18个节目精彩纷
呈、轮番上演。

整场演出持续近3小时，
欢声笑语一直延续到演出结
束。“我今天一早就赶来了，完
完整整的观看了整场演出，表
演非常精彩，除了我们藏族特
色歌舞外，还看见有新疆舞、
傣族舞、擒拿等表演，丰富了
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希望
县上以后能多搞类似的活
动。”来自更庆镇五一桥村的
村民扎西激动的说。

（德格县委中心报道组）

前，由德格县委、县政府主办，县委宣传部、县群团党支部、县文旅广新局承办的2018年庆“五一”迎“五四”职工文艺
汇演活动在该县中学举行，来自全县各行业劳模代表、青年代表、各级各部门干部职工、县中学学生和教职员工2000余人
观看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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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为什么会连续几期开出同一个蓝色球号码？
编辑：甘孜福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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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双色球2018051期开奖号码05 07 20 23 27 31 01
3D 2018119期开奖号码 9 8 7
七乐彩2018051期开奖号码 02 10 11 12 14 17 23 22

来源：四川福彩

9岁肾结石男孩的6年求医之路
3岁患结石 成都治疗花费4万多元

8月8日中午，在雅安仁康医院
泌尿外科 3 号病房，床上睡着一名
正在输液的男孩，床边坐着一名妇
女，正在给男孩剥香蕉。雅安仁康医
院院长崔建强走进病房，来到病床
边轻声询问小孩：“小帅哥，现在觉
得身体舒服了吗？不舒服就给我说
一声。”

“舒服了，谢谢爷爷把我的病治
好了！”小男孩微微点头，连声道谢。
而小男孩的父母，更是对医院的服
务态度和医疗技术，大加称赞，如果
不在仁康医院治疗，他们还可能会
把孩子送到成都大医院去，那样不
仅会增加费用，而且由于大医院住
院困难，不知要等到多久才能得到
治疗，这对原本肾脏已严重积水的
小支勇可能造成治疗延误。

支勇的父亲支云明说，支勇 3
岁时，便时不时会摸着肚子说痛，服
用治疗胃病的药没有效果，后又发
现小便带血，带到石棉县医院做 B
超检查发现是肾结石引起。

因为孩子比较小，为确保治疗
效果，病情结果一出来，支云明便和
妻子一起，直接把孩子带到成都一
家大型知名医院诊治。由于路途远，
经过来回折腾，几个人车费、生活住
宿等费用，加上多次碎石治疗费用，
第一次为孩子治疗结石，前前后后
花了4万元左右。

5岁复查时 肾内又长结石
为孩子进行体外碎石后，原本

以为结石病治好了。医生建议半年
或一年到医院复查，由于孩子回家
后并没有出现肚子痛等不适的症
状，父母并没有按医生的要求带孩
子前去复查。

“支勇5岁时，才带他到成都复
查。”支云明说，到此前诊治的成都
某医院复查，又发现肾脏内又有结
石了，本想为其再次碎石治疗，但医
生说，因为有肠胀气，不好定位，同
时，结石小，可以选用服用排结石和
化结石的药物治疗。支云明选择了
医生建议的药物治疗方案，购买了
相关的化石、排石药物回家服用，因
为没有出现结石病的症状，大家认
为肾结石一定是被药物化了或排出
来了，可以放心了。
9岁腹痛发作 发现结石已致肾积

水
今年7月16日中午，支勇吃过

午饭没多久，突然喊肚子痛，支云明
带孩子到石棉一家医院做检查，结
果再次被确诊为肾结石并伴有明显
肾积水。

询问医生是否能做体外碎石，
医生告知，结石接近2厘米了，做体
外碎石效果不大，可以将其介绍到
成都某医院治疗。夫妻俩有些犹豫，
他们想在雅安市区或者周边地区找
一家治疗结石较为专业的医院治

疗，既节约开支，又不耽误病情。后
来，一名远房亲戚向他们介绍了雅
安仁康医院。仁康医院检查后发现
支勇右肾结石已掉落到右输尿管上
段引起明显积水，需要及时治疗。由
于结石比较大，加上病程已较长，结
石可能已被肉芽组织包裹，体外碎
石打下来的可能性小，最好选择手
术治疗。考虑到开刀手术创伤大，最
后雅安仁康医院为支勇选择了超细
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手术。只用了与
圆珠笔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小孔就
将结石清除。

据雅安仁康医院院长、第三军
医大学肾病硕士崔建强介绍，近年
来，泌尿系统结石低龄化趋势明显，
该医院已经诊治过数十名少年儿童
泌尿系统结石患者，最小年龄的肾
结石患儿只有 2 岁。儿童泌尿系结
石的发生主要与不爱喝水、缺乏运
动、尿路感染以及营养不良等因素
有关。泌尿系结石易于复发，积极治
疗尿路感染等原发病，养成爱喝水、
爱运动的好习惯可以预防和减少结
石的复发。

丹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323MA6759J23U遗失作废。
丹巴翔瑞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甘孜州分公司市场部”编号为：
5133210006204遗失作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甘
孜州分公司市场部

道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3326MA63LRXY79遗失作废。

道孚县八美山庄
公章“雅江县呷拉乡苦乐村村

支部”编号为：5133255000122遗失
作废。雅江县呷拉乡苦乐村村支部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于2009年09月17日核发的
***“经营者为”葛洪蓉”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513322600022762 的
正本遗失作废。***

康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
执照副本（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3213377488585遗失作废。
康定恩珠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133286000197
32遗失作废。

甘孜县唐古拉大酒店
甘孜县地方税务局发税务登记

证副本，川地税字：5133291978061
7001101遗失作废。

甘孜县唐古拉大酒店
四川省三河职业技术学院发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编号为：
143861201706003046遗失作废。

邓全益西
白 玉 县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3331MA65NJBC8W 遗 失
作废。

白玉县路进芝蔬菜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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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场上的疾驰奔跑，皮球在蓝天下划过
的美妙弧线，为进球呐喊，为丢球懊恼，为梦想
拼搏……今年的夏天，甘孜州的体育迷们将在

“家门口”过一把“足球瘾”。
日前，从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获悉，甘

孜州首届男子业余足球比赛将于 5 月 12 日在
康定北门体育场开赛。

本次比赛由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州体育中心、康定市教育体育局、康定市足球
协会承办，城市足球发展理事会指导。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比赛是甘孜州建州以
来首次举行的11人制的成人组标准足球赛，来
自全州康定、丹巴、甘孜、炉霍、巴塘、泸定、白
玉、色达、道孚等县（市）的14支队伍400多名
运动员将参加比赛，参赛队员均为教师、医生、
记者、银行职员、警察、部队官兵、自由职业者
等州内不同领域足球爱好者。

赛制方面，本次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
两个阶段，14支球队将被分为AB两个小组进
行“单循环”比赛，根据积分每组前四名晋级淘
汰赛，交叉对阵后产生决赛队伍。

“整个赛事共有50场比赛，将从5月12日
持续至7月初，首届成人足球比赛能有如此之
大的规模，作为承办方我们非常高兴。”康定市
足球协会负责人介绍，所有比赛均在拥有标准
化足球场康定北门体育场进行，比赛时间选择
在每周六和周日，“对于市民而言，每个周末又
有了一项休闲娱乐方式——六场精彩的足球
比赛等着大家欣赏。”

主办方同时透露，由于此前州内足球运动
基础较为薄弱，软硬件设施建设较为滞后，能
够举办此次赛事实属不易。

“此次选择以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社会团
体承办的模式，就是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拉
开甘孜州足球发展的序幕，探索一条少数民族
地区足球赛事的路径，丰富全州精神文明建设
的载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州体育中心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记者）

我州首届成人男子
业余足球比赛12日开赛

歌曲《昨天的故事》 开场舞《扎西秀》

舞动青春

康定县“说的对”足球队。

逐梦绿茵
激情挥洒
“甘孜杯”

歌舞飞扬
梦想绽放

《德格宫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