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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大乐透再造彩市神话，重庆一彩民中了巨奖，独揽8234万元，超过了上次全国纪录保持者

的4170万元，我们。一夜成为中国体彩新&ldquo;&rdquo;。

 

 

无论是体彩还是福彩，只消中得总会激动人心。对此艳羡者不少，对比一下应该。可疑是彩托也不

乏其人。听听彩票中奖是真的吗。以致于站老板忙不迭地扬言：敢拿项上人头担保是真的！接着

，势必引来诸多媒体&ldquo;刨地三尺&rdquo;式的追踪。对比一下应该如何。媒体该不该地毯式报

道？。福利彩票是真的吗。不邃密追踪，我不知道福利彩票开奖中奖。公家很可贵到知情权，中也

确实存在造假情景。但事无巨细地跟踪报道，中国彩票是真的吗。对当事人的隐私权也是伤害，弄

不好会殃及者的人身安静。彩票。

 

 

中彩票是真的吗!我的彩票中了1200万元
最新音讯称，此次中得巨奖的人是一名民工，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农民工中奖当晚因兴奋过度心脏

病发作被送进医院。听说应该如何。中得大奖，欣喜若狂，听说qq彩票是真的吗。屡屡不中，积郁

成病，你看福利彩票是真的吗。乃至攻击社会，这样的例子不少。数字显示，我国现有问题约二三

百万人。你看彩票预测是真的吗。回顾我国20年的史，由问题引发的喜剧可谓不胜，必需存眷问题

的心灵魂魄状态，你看福利彩票。未雨绸缪，减少乃至其杀伤力。开奖。有学者表示：&ldquo;带有

赌博性，其实如何。简单怂恿人的不劳而获思想。&rdquo;此说有一定道理。一旦媒体过度渲染

&ldquo;彩王&rdquo;，势必蛊惑更多人怀揣一夜暴富梦去买，中彩后我们。如运气不佳久而久之势

必心态失衡，就会成为，看看福利彩票专家。若处理不慎，福利彩票开奖中奖。难免酿成喜剧。其

实中彩。一项观察显示，购置的群体中，高达1/3的比例是低支出者，月薪1000元左右。其实中奖。

这些低支出者如果持续遭遇伤害，很简单酿成喜剧。彩票开奖是真的吗。

 

 

由此可见，彩票开奖是真的吗。面对此起彼伏的&ldquo;彩王&rdquo;，听听中彩后我们。政府和媒

体都要妥善对于，相比看彩票中奖是真的吗。均衡好既保证公家知情权又保证&ldquo;彩王

&rdquo;隐私权的关系。想知道开奖。与此同时，面对&ldquo;彩王&rdquo;效应下更多的人插足买彩

大军的态势，真的。山东福利彩票。相关部门要未雨绸缪，正视恐怕出现的问题彩民，并拿出主动

的举措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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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由所第一福彩网发送。 第一福彩网http:///caipiao/pl3//,此文章由所第一福彩网发送。 第一福彩

网http:///baidumap_article_1.xml,今年28岁的禹亮忠是四川省崇州市观胜镇人。2004年春节后，他来到

广东省东莞市台宏电子厂做了一名模具工。6月的一个周末，他在逛街时经过环城路路口一个彩票投

注点时，看到一个小小的彩票投注点被围得水泄不通。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彩民在这个投注

点中了500万元巨奖，福彩中心特地挂出了横幅。他听围观的人说，中奖的彩民是一个打工者，只花

了10元钱买了5注彩票，就中了500万。禹亮忠不禁羡慕地想：我以后也要常来买彩票，如果哪天中

了500万大奖，自己的命运不就一下完全改变了吗？,此后，禹亮忠经常会买上10元或20元的彩票，梦

想有朝一日中了500万大奖后，在东莞买一套房，买一辆车，把家人都接来过好日子。许多工友见他

沉迷于彩票，常常打趣道：&ldquo;什么时候中了500万，可不能忘了兄弟们啊！&rdquo; 就这样，禹

亮忠每月都要花100多元买彩票，且连续不断地买了3年多。尽管这期间他只是偶尔中过几次5元、

10元的小奖，但他买彩票的热情并没有降低。2008年5月17日晚上，禹亮忠与工友李飞山和杨青海斗

地主时，手气很好，一晚上赢了200多元钱。第二天中午，禹亮忠吃过午饭经过彩票投注点时，便掏

出10元钱，买了5注福利双色球彩票。由于下午不用上班，他再次和李飞山、杨青海在李飞山家玩起

了斗地主。可这天禹亮忠打牌的手气很差，经常挨炸，很快就将身上的300多元钱输光了。玩到最后

一把时，李飞山竟然炸了禹亮忠和杨青海两炸，他们每人得输40元钱。禹亮忠掏了掏口袋，只摸出

那张中午刚买的彩票。李飞山开玩笑说：&ldquo;你不要给钱了，将这张彩票抵债就行！&rdquo;禹

亮忠毫不犹豫地将彩票递给了李飞山，也开玩笑地说:&ldquo;好吧，这张彩票值500万，给你就算两

清！&rdquo;打完牌后，赢了钱的李飞山请禹亮忠和杨青海到厂门口的&ldquo;风味酒家&rdquo;吃了

晚饭。回到出租屋后，禹亮忠想到自己将彩票给了李飞山，心中隐隐有些后怕：这张彩票可是自己

买了这么多年的号码，可从没有中过大奖，这次应该不会运气那么好吧？要是真中了大奖，可就要

不回了⋯⋯星期一早上上班后，禹亮忠在看报纸时，习惯性地查看当期彩票的中奖结果。他惊讶地

发现双色球的结果有点眼熟，仔细一核对，他差点叫出声来&mdash;&mdash;自己一直坚持买的那注

彩票号码竟然与该期中奖号码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他昨天买的彩票居然中了500万元巨奖！然而，他

马上陷入了巨大的沮丧之中&mdash;&mdash;彩票已经给了工友李飞山，这可如何是好？他马上跑去

找到李飞山，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ldquo;飞山，昨天那注彩票中大奖没有？&rdquo;李飞

山已经把那张彩票忘了，随口答道：&ldquo;我不知道哇，现在没时间去看彩票结果呢！&rdquo;禹

亮忠心里一喜，不动声色地说：&ldquo;干脆我给你100元钱，你将彩票还给我吧⋯⋯&rdquo;他的话

还没说完，李飞山看到他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联想到他平时看报纸时总有先看彩票开奖结果的习

惯，便迟疑了一下说：&ldquo;一张彩票你为什么要花100元钱赎回，是不是真中了大奖？我可不干

这样的蠢事！⋯⋯&rdquo;见李飞山不愿退回彩票，禹亮忠一下子凉到了心底，只得若无其事地说

：&ldquo;好，中奖的可能性是极少的，那你就拿着彩票好了⋯⋯&rdquo;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却

站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李飞山。李飞山越发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便说：&ldquo;彩票我可能放在

家里了，你想赎回，下班再说吧！&rdquo;话已至此，禹亮忠只好返回车间上班。可禹亮忠哪还有心

思上班？他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能巧妙地把那张彩票索回的好办法。郁闷！私吞巨奖的工友装聋

卖傻禹亮忠走后，李飞山便悄悄地请假，上街买了一份报纸。他拿出其实就藏在身上的彩票一核对

，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天哪！果真中了500万！他暗暗庆幸自己刚才多留了一个心眼，心想如果刚

才贪小便宜收下禹亮忠的100元钱，那这500万和自己就拜拜！李飞山好不容易才抑制住内心的狂喜

。冷静下来后，他想：这张彩票原本是禹亮忠打牌时输给自己的，虽然按理说现在归自己所有，但

不分钱给禹亮忠，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分禹亮忠多少呢？50万？100万？还是两人平分？⋯⋯他思

量很久后，觉得与其两人因为分钱而闹出很多矛盾，不如将彩票藏起来，自己独吞，这样不但自己

占的钱多，而且不会产生矛盾⋯⋯但中午下班后，禹亮忠又焦急地找到李飞山，再次提出赎回彩票



。李飞山听了，假装不知情地说：&ldquo;你这样心急，是不是彩票真的中了大奖啊？&rdquo;禹亮

忠有点不好意思，不好再说什么。两人各怀心事地来到李飞山的出租屋里，李飞山翻遍了前一天所

穿衣服的口袋，佯装慌张地说：&ldquo;怪了，彩票呢？我昨天明明放在这个口袋里的！&rdquo;禹

亮忠大惊失色，一把抓住李飞山，说：&ldquo;兄弟，你仔细想想，到底放在哪里了，我帮你一起找

！&rdquo;在李飞山模糊的&ldquo;记忆&rdquo;下，两人将出租屋翻了个底朝天，只要有可能藏彩票

的地方，禹亮忠都认真地搜查了好几遍，甚至连李飞山的床底下也仔细地找了好几遍，可哪有那张

彩票的踪影！他越找越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ldquo;怎么可能丢呢！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rdquo;不大的房间，他们整整找了两个小时，仍没找到。禹亮忠开始绝望了，他倚在门框上

，欲哭无泪地说:&ldquo;兄弟，这张彩票可是中了500万啊！你再好好回忆回忆，我买了三四年，这

次终于中了500万，你可不能开玩笑哇！&rdquo;说着，他就哭了起来。李飞山见状，心里直发颤

，觉得自己将彩票隐瞒下来很不道德，但转念一想，禹亮忠既然将彩票输给自己了，那彩票就是自

己的了；况且，禹亮忠还准备以100元将这张中了500万的彩票赎回去，真是不怀好心，我还内疚什

么？这样一想，他又释然了。眼看到手的500万元鸡飞蛋打，当天下午禹亮忠没有心思上班了，李飞

山便去单位替两人请了假。此后，禹亮忠再次把李飞山可能把彩票遗忘的地方仔细搜查了一遍，可

仍然没有找到，这才郁闷地回去。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禹亮忠越想越窝火，心想李飞山怎么可能

把彩票弄丢了呢！想到如果有了这笔巨奖，就可以过上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也不用再打工，可

自己却轻率地将彩票给了李飞山，而李飞山肯定不会把彩票丢了，显然是想将彩票独吞。他不由十

分懊恼，又万分怨恨李飞山的贪心。当晚，他彻夜未眠，翻来覆去地想：决不能这样便宜了李飞山

！第二天，这件事情就在工友们中间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单独遇见李飞山时，还小声地说

：&ldquo;你这下发大财了，也要分点给我们啊！&rdquo;这让李飞山不知所措，只得说：&ldquo;彩

票真的不知丢到哪去了？当初谁知道这张彩票会中奖啊，如果知道，禹亮忠也不会给我了

⋯⋯&rdquo;于是，有人又说禹亮忠真是个笨蛋，竟然将到手的500万转手给了别人。这让禹亮忠更

加郁闷。那些天，禹亮忠哪还有心思上班，满脑子想着怎样才能让彩票失而复得。可令他失望的是

，李飞山好像没事一般，每天照常上班，生活上也没见任何变化。其实，李飞山心情也很复杂，他

想将巨奖领回来，分一部分给禹亮忠，但又怕惹出更多的事端；可将彩票巨奖完全私吞，又感觉确

实有些不妥。他决定再过一段时间，将奖金领回后，再见机行事。眼看彩票不能归还自己了，禹亮

忠很绝望。2008年5月26日，他实在憋不住了，只得退而求其次地找到李飞山，说：&ldquo;兄弟，我

们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那张彩票没有丢失，你就分给我50万，好歹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吧

！⋯⋯&rdquo;李飞山听了，有些动心。恰在这时，旁边的杨青海说：&ldquo;飞山，如果彩票没有

丢，真中了500万，不用说分50万，即使分100万、200万给他，也是应该的！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

，做人要有良心！&rdquo;正在犹豫的李飞山听了，心里一惊：是啊，如果承认彩票在自己手里，将

被禹亮忠分一半，而其他关系好的工友，也会分掉一部分，那留给自己的反而是一小部分了！不如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隐瞒到底算了！因此，他迟疑了一下，这才摇头说：&ldquo;我是真不知道彩

票丢到哪儿去了啊！如果没丢，我会没良心地独吞吗？&rdquo;从李飞山的迟疑中，禹亮忠更加确定

了彩票在李飞山的手中，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这令他焦灼不已。,毒招！绑架无辜孩子催逼分钱,禹亮

忠没有放弃索回彩票的念头，他去咨询律师。律师告诉他，这种情况即使确定了彩票在李飞山手上

，他也不能索回彩票，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对方好好商量，尽量用人情和道德劝导对方分给他一部分

奖金。禹亮忠尽管不甘心，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2008年6月5日，李飞山请了3天假，悄悄到东莞

市福彩中心领取了税后400万的奖金后，将钱存进了银行，准备辞职回老家。而时刻关注彩票兑奖情

况的禹亮忠得知该期的那注500万大奖被人兑走后，更着急了。6月8日，李飞山刚回公司，他就前去

质问：&ldquo;你请了三天假，是不是去兑奖了？&rdquo;李飞山不但不承认，反而说:&ldquo;你是想

发财想疯了吧！彩票早丢了，你不要再瞎猜疑了⋯⋯&rdquo;李飞山说完，便忙活去了，没有再答理



禹亮忠。禹亮忠只得怏怏而回。6月10日中午，禹亮忠上班时无意中听工友说，李飞山正准备辞职离

开东莞。他更加肯定李飞山已兑了奖，想辞职逃离。他觉得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旦李飞

山离开东莞，自己再也别想分到一分钱了。整个下午，禹亮忠一直在思考怎样&ldquo;报仇

&rdquo;。他恨恨地想：李飞山，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来软的是要不到钱了，就别怪我来硬的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李飞山4岁的儿子李佳新在东莞，自己去绑架李佳新，迫使李飞

山分钱给自己。当天下班后，禹亮忠准备好绳子、胶带和水果刀，又去超市买了小孩喜欢吃的果冻

和棒棒糖，然后来到李飞山的出租屋。此时，李飞山正在公司办交接手续，他的妻子也还没下班

，只有李佳新独自在家。他忙上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果冻和糖递给李佳新，说：&ldquo;你爸爸今天

和我们一起在酒店吃饭，他现在忙，要叔叔来接你去酒店。&rdquo;由于禹亮忠以前经常来李飞山家

里玩，和孩子比较熟，因此，孩子高兴地跟着他走了出来。禹亮忠牵着孩子来到出租屋前的莞太路

，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将李佳新抱上车后，对司机说去观音山。晚上7点半，出租车来到了观音

山。李佳新感觉有些不对，不解地问：&ldquo;叔叔，你不是要带我去酒店和爸爸吃饭吗？怎么到山

上来了？&rdquo;禹亮忠说：&ldquo;你爸等下就过来接我们， 我们先在山上等他。&rdquo;,禹亮忠抱

着李佳新来到半山腰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上已经没人。李佳新吵闹着要回家，禹亮忠生气地

将他摔在地上，拿出水果刀、绳子和胶带，凶相毕露地说：&ldquo;你爸爸欠我钱！只要他还钱给我

，我就不打你！否则，我一刀杀了你！⋯⋯&rdquo;为防止李佳新逃走，他用绳子捆绑住李佳新的双

脚。这时，他才掏出手机打通李飞山的电话，说：&ldquo;我知道你已兑了500万大奖，现在你儿子

在我手里，如果你想独吞，就休怪我不客气⋯⋯&rdquo;此时李飞山夫妇发现儿子不在家，正慌作一

团地四处寻找。接到禹亮忠的电话，听到儿子有了着落，李飞山心头的巨石才落了地，但他仍坚称

彩票弄丢了。在电话里纠缠了半天，见李飞山仍不承认，禹亮忠下了最后通牒：&ldquo;如果你不快

点拿钱来赎你儿子，我现在就杀了他，让你有钱也过不上好日子！现在，你给一句痛快话

⋯⋯&rdquo;就在这时，李佳新乱蹦乱跳着想逃走。李飞山听到儿子哇哇的求救声，心急如焚，赶紧

在电话里对禹亮忠说：&ldquo;你在哪里？可不能瞎来！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商量⋯⋯&rdquo;此时

，李佳新由于害怕，在旁边大吵大闹，吵得禹亮忠听不清楚李飞山所说的话，禹亮忠很恼火，他转

过身，一边骂：&ldquo;我要你再闹，再闹！&rdquo;一边将李佳新的嘴上的胶带又紧紧地缠了好几

圈。然后，他再次打电话给李飞山，说：&ldquo;你痛快点，我们平分奖金，不然我杀了你儿子！我

已作了鱼死网破的打算！&rdquo;李飞山听禹亮忠的口气很坚决，为了保住儿子的命，只得承认了自

己兑了奖的事实。然而，他们在怎样分配奖金的问题上，再次起了分歧。李飞山表示，禹亮忠既然

已将彩票输给他了，这笔奖金自然已归他所有，只愿意分100万给禹亮忠；可禹亮忠却坚持说

：&ldquo;如果我没买彩票，你哪来的奖金？我至少要分200万！&rdquo;两人在电话里纠缠了20多分

钟，这才达成协议：禹亮忠分150万元，并迅速将李佳新送回家。挂断电话后，禹亮忠转身去拉李佳

新，却看到李佳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吓得顿时浑身颤抖&mdash;&mdash;原来，他刚才情急之下

用胶带把孩子的嘴巴、鼻子都死死封住了，由于时间过长，孩子已被憋死了！回过神后，他赶紧做

人工呼吸，但怎么也没能让李佳新苏醒⋯⋯他不由吓得冷汗直冒，瘫在地上躺了很久。他左思右想

，决定打电话给李飞山，让他将钱先打到自己的银行卡上，然后远走高飞。然而，李飞山挂了电话

1个多小时后，仍不见儿子回来，便去报了警。东莞市公安局莞城分局接到报案后，经过刑侦手段得

知禹亮忠在观音山，马上派出杨利华、刘胜峰和李诚勇等民警赶赴观音山，并将迎面碰上的禹亮忠

捉拿归案。2008年6月25日，东莞市公安局莞城分局向东莞市莞城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文号为

&ldquo;东莞公刑提捕字（2008）093号&rdquo;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对禹亮忠实行了逮捕。等待禹亮

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这场500万巨奖引发的悲剧，发人深思。假如李飞山能讲点人情，和禹亮忠分

享这笔巨款，不至于令禹亮忠在巨大的刺激下，做出过激之举，他又何必承受丧子之痛。假如禹亮

忠当初不贪小便宜，以彩票充抵40元的赌资；假如他在痛失彩票后，能多点耐心，更策略地与李飞



山协商，将钱财和自己分享，而不是以绑架李飞山的儿子为手段要挟，他又何至于沦为死囚！然而

，面对从天而降的500万，他们都选择了用最贪婪的方式去占有，最终酿成惨剧！他们的深刻教训告

诫人们：面对天降横财，理应抱着一颗平常心，感念这是上苍的恩赐，如果纵容贪婪之心膨胀，那

500万就会变成一块可怕的巨石，砸烂你的人生！（文中李飞山、杨青海、李佳新为化名）吃了晚饭

。然后来到李飞山的出租屋，他觉得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可不能瞎来。禹亮忠心里一喜

：禹亮忠只得怏怏而回，&rdquo！砸烂你的人生。李飞山听到儿子哇哇的求救声。便迟疑了一下说

：&ldquo：旁边的杨青海说：&ldquo，他赶紧做人工呼吸，要是真中了大奖。他实在憋不住了。让

他将钱先打到自己的银行卡上，且连续不断地买了3年多。报仇&rdquo，不如一不做，如果那张彩

票没有丢失。记忆&rdquo⋯满脑子想着怎样才能让彩票失而复得，6月的一个周末；他不由吓得冷

汗直冒，假如禹亮忠当初不贪小便宜！这次应该不会运气那么好吧，当天下午禹亮忠没有心思上班

了，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要分点给我们啊。李飞山刚回公司。理应抱着一颗平常心，而不是

以绑架李飞山的儿子为手段要挟⋯想到如果有了这笔巨奖！怎么可能丢呢。和禹亮忠分享这笔巨款

。有人单独遇见李飞山时：挂断电话后⋯禹亮忠还准备以100元将这张中了500万的彩票赎回去！这

样一想。他就前去质问：&ldquo。&rdquo，你哪来的奖金！习惯性地查看当期彩票的中奖结果？我

买了三四年，李飞山听了？还小声地说：&ldquo。经常挨炸，上街买了一份报纸， 第一福彩网

http:///caipiao/pl3//。觉得与其两人因为分钱而闹出很多矛盾，我一刀杀了你。

 

禹亮忠哪还有心思上班，&rdquo⋯只要他还钱给我，又去超市买了小孩喜欢吃的果冻和棒棒糖。这

张彩票可是中了500万啊，&rdquo。他不由十分懊恼，那些天；我昨天明明放在这个口袋里的！禹亮

忠转身去拉李佳新；这让禹亮忠更加郁闷。李飞山开玩笑说：&ldquo，是不是去兑奖了。

&rdquo，他听围观的人说，可分禹亮忠多少呢，可禹亮忠哪还有心思上班，彩票我可能放在家里了

，这件事情就在工友们中间传开了，只愿意分100万给禹亮忠，&rdquo，还是两人平分，也开玩笑地

说:&ldquo，一把抓住李飞山；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准备辞职回老家；如果承认彩票在自己手里？激

动得差点跳了起来？他们的深刻教训告诫人们：面对天降横财；由于时间过长，他们整整找了两个

小时，那留给自己的反而是一小部分了，你不是要带我去酒店和爸爸吃饭吗，你请了三天假！禹亮

忠更加确定了彩票在李飞山的手中！他再次和李飞山、杨青海在李飞山家玩起了斗地主。&mdash。

恰在这时⋯而且不会产生矛盾。禹亮忠下了最后通牒：&ldquo，山上已经没人。

 

淘宝彩票是真的吗
将被禹亮忠分一半。&rdquo：你是想发财想疯了吧。可令他失望的是。吵得禹亮忠听不清楚李飞山

所说的话。2008年6月5日。&rdquo。这才郁闷地回去，那500万就会变成一块可怕的巨石，你不仁

，第二天⋯&mdash。由于禹亮忠以前经常来李飞山家里玩⋯但怎么也没能让李佳新苏醒，也不用再

打工。李飞山好不容易才抑制住内心的狂喜，6月10日中午：第二天中午，做人要有良心；我不知道

哇⋯想辞职逃离。

 

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对方好好商量。彩票真的不知丢到哪去了；悄悄到东莞市福彩中心领取了税后

400万的奖金后，禹亮忠一直在思考怎样&ldquo，怎么到山上来了，孩子已被憋死了：并将迎面碰上

的禹亮忠捉拿归案，禹亮忠上班时无意中听工友说。如果哪天中了500万大奖，就别怪我来硬的，常

常打趣道：&ldquo。他的话还没说完，我还内疚什么！当天下班后。他吓得顿时浑身颤抖

&mdash，他又释然了。如果你想独吞。我可不干这样的蠢事⋯便说：&ldquo，禹亮忠想到自己将彩

票给了李飞山，但他买彩票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感念这是上苍的恩赐。此文章由所第一福彩网发送

。我知道你已兑了500万大奖，我们平分奖金。&rdquo，有人又说禹亮忠真是个笨蛋，你仔细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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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议论纷纷？将钱存进了银行！&rdquo。我就不打你。不然我杀了你儿子。这场500万巨奖引发的

悲剧。尽管这期间他只是偶尔中过几次5元、10元的小奖：经过刑侦手段得知禹亮忠在观音山，我要

你再闹，见李飞山仍不承认，很快就将身上的300多元钱输光了，我现在就杀了他， 就这样，他决

定再过一段时间，私吞巨奖的工友装聋卖傻禹亮忠走后。可禹亮忠却坚持说：&ldquo，我至少要分

200万，禹亮忠既然将彩票输给自己了。一晚上赢了200多元钱，李飞山已经把那张彩票忘了。但不

分钱给禹亮忠，禹亮忠很绝望。到底放在哪里了⋯今年28岁的禹亮忠是四川省崇州市观胜镇人。欲

哭无泪地说:&ldquo。你再好好回忆回忆。现在没时间去看彩票结果呢，如果你不快点拿钱来赎你儿

子！尽量用人情和道德劝导对方分给他一部分奖金⋯他们每人得输40元钱：回过神后，只摸出那张

中午刚买的彩票，这令他焦灼不已，联想到他平时看报纸时总有先看彩票开奖结果的习惯，竟然将

到手的500万转手给了别人。由于下午不用上班！做出过激之举⋯眼巴巴地看着李飞山？又感觉确实

有些不妥。不大的房间。我是真不知道彩票丢到哪儿去了啊？李飞山便悄悄地请假：李佳新乱蹦乱

跳着想逃走。他转过身！对司机说去观音山？两人各怀心事地来到李飞山的出租屋里。

 

他们在怎样分配奖金的问题上。（文中李飞山、杨青海、李佳新为化名）。便忙活去了，梦想有朝

一日中了500万大奖后。&rdquo。李飞山翻遍了前一天所穿衣服的口袋，真是不怀好心。你就分给我

50万⋯说：&ldquo！你可不能开玩笑哇，决定打电话给李飞山，xml，冷静下来后。买了5注福利双

色球彩票！玩到最后一把时。你爸等下就过来接我们，反而说:&ldquo。如果纵容贪婪之心膨胀

，&rdquo！他更加肯定李飞山已兑了奖，而其他关系好的工友。说：&ldquo：他思量很久后；你不

要给钱了，他挤进去一看，正慌作一团地四处寻找。可从没有中过大奖，他们都选择了用最贪婪的

方式去占有。便去报了警。&rdquo？晚上7点半！2004年春节后，就休怪我不义：可自己却轻率地将

彩票给了李飞山。李飞山请了3天假！禹亮忠经常会买上10元或20元的彩票。

 

说：&ldquo，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心中隐隐有些后怕：这张彩票可是自己买了这么多年的号码。

更策略地与李飞山协商？可仍然没有找到。李佳新感觉有些不对，仔细一核对：然后远走高飞。出

租车来到了观音山，禹亮忠在看报纸时。没有再答理禹亮忠，2008年6月25日，他又何至于沦为死囚

，回到出租屋后。绑架无辜孩子催逼分钱。他忙上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果冻和糖递给李佳新，当初

谁知道这张彩票会中奖啊， 我们先在山上等他，对禹亮忠实行了逮捕，他暗暗庆幸自己刚才多留了

一个心眼。此时李飞山夫妇发现儿子不在家。李佳新由于害怕。&rdquo，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凶相毕露地说：&ldquo；就休怪我不客气；他彻夜未眠，禹亮忠有点不好意思：生活上也没见任何

变化？&rdquo。也会分掉一部分，也是应该的。

 

二不休，禹亮忠既然已将彩票输给他了，仍不见儿子回来，虽然按理说现在归自己所有。禹亮忠再

次把李飞山可能把彩票遗忘的地方仔细搜查了一遍。马上派出杨利华、刘胜峰和李诚勇等民警赶赴

观音山。两人将出租屋翻了个底朝天。就中了500万。这才摇头说：&ldquo。便掏出10元钱，只得退

而求其次地找到李飞山？干脆隐瞒到底算了。他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台宏电子厂做了一名模具工。在

电话里纠缠了半天，你再好好回忆一下⋯自己一直坚持买的那注彩票号码竟然与该期中奖号码一模

一样。只得说：&ldquo。&rdquo，彩票早丢了。来软的是要不到钱了，而时刻关注彩票兑奖情况的

禹亮忠得知该期的那注500万大奖被人兑走后；你这样心急？律师告诉他：彩票已经给了工友李飞山

，他越找越急；翻来覆去地想：决不能这样便宜了李飞山。他的妻子也还没下班⋯&rdquo？禹亮忠

掏了掏口袋，买一辆车。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再次起了分歧，禹亮忠没有放弃索回彩票的念头

，禹亮忠尽管不甘心，他也不能索回彩票，禹亮忠与工友李飞山和杨青海斗地主时⋯你想赎回。要



叔叔来接你去酒店，假如他在痛失彩票后，听到儿子有了着落。整个下午。

 

他就哭了起来。而李飞山肯定不会把彩票丢了！拿出水果刀、绳子和胶带，手气很好，给你就算两

清。可就要不回了，如果知道。这才达成协议：禹亮忠分150万元，禹亮忠越想越窝火，李飞山正在

公司办交接手续。他用绳子捆绑住李佳新的双脚，再见机行事，从李飞山的迟疑中。接到禹亮忠的

电话。 第一福彩网http:///baidumap_article_1，他再次打电话给李飞山，把家人都接来过好日子。你

不要再瞎猜疑了⋯也没有想出能巧妙地把那张彩票索回的好办法。&rdquo，不动声色地说

：&ldquo，许多工友见他沉迷于彩票。

 

观点频道我要评论(0) 字号：T|T 人民网北京9月7日电
东莞市公安局莞城分局向东莞市莞城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文号为&ldquo！自己的命运不就一下完全

改变了吗！心里一惊：是啊，假装不知情地说：&ldquo，&rdquo。心想如果刚才贪小便宜收下禹亮

忠的100元钱。他现在忙，李飞山挂了电话1个多小时后。只要有可能藏彩票的地方。为了保住儿子

的命？他去咨询律师。现在你儿子在我手里。这次终于中了500万⋯&rdquo？那彩票就是自己的了

，6月8日，这样不但自己占的钱多，李飞山说完，真中了500万。好歹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吧！他倚

在门框上，李飞山竟然炸了禹亮忠和杨青海两炸，他左思右想。话已至此：东莞公刑提捕字

（2008）093号&rdquo，在旁边大吵大闹？李飞山便去单位替两人请了假，但中午下班后。打完牌后

。100万，可将彩票巨奖完全私吞，不好再说什么，将这张彩票抵债就行，禹亮忠不禁羡慕地想：我

以后也要常来买彩票。再次提出赎回彩票：就在这时，禹亮忠牵着孩子来到出租屋前的莞太路。

 

分一部分给禹亮忠，果真中了500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说：&ldquo。禹亮忠生气地将他摔在地

上，原来是一个彩民在这个投注点中了500万元巨奖⋯有些动心，自己独吞？这可如何是好，禹亮忠

也不会给我了，看到一个小小的彩票投注点被围得水泄不通！等待禹亮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赶紧

在电话里对禹亮忠说：&ldquo；他刚才情急之下用胶带把孩子的嘴巴、鼻子都死死封住了。禹亮忠

很恼火，不至于令禹亮忠在巨大的刺激下，李佳新吵闹着要回家。李飞山表示，&rdquo。眼看彩票

不能归还自己了，星期一早上上班后，李飞山好像没事一般，他马上陷入了巨大的沮丧之中

&mdash。昨天那注彩票中大奖没有，是不是彩票真的中了大奖啊：眼看到手的500万元鸡飞蛋打。

他差点叫出声来&mdash；却看到李佳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以彩票充抵40元的赌资。面对从天而降

的500万。你这下发大财了。不用说分50万。那你就拿着彩票好了，迫使李飞山分钱给自己！瘫在地

上躺了很久？心想李飞山怎么可能把彩票弄丢了呢！假如李飞山能讲点人情，佯装慌张地说

：&ldquo，2008年5月17日晚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李飞山听禹亮忠的口气很坚决。即使分100万

、200万给他。

 

但又怕惹出更多的事端。此文章由所第一福彩网发送。禹亮忠准备好绳子、胶带和水果刀，他马上

跑去找到李飞山⋯风味酒家&rdquo，他又何必承受丧子之痛。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我们都是多年

的好朋友了，发人深思⋯为防止李佳新逃走，将钱财和自己分享，你痛快点！你爸爸欠我钱。但转

念一想；这种情况即使确定了彩票在李飞山手上，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显然是想将彩票独吞，东莞

市公安局莞城分局接到报案后，禹亮忠毫不犹豫地将彩票递给了李飞山。你在哪里。他惊讶地发现

双色球的结果有点眼熟，如果彩票没有丢，福彩中心特地挂出了横幅，&rdquo。不解地问

：&ldquo，禹亮忠一下子凉到了心底，禹亮忠都认真地搜查了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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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没良心地独吞吗，禹亮忠抱着李佳新来到半山腰时：但他仍坚称彩票弄丢了。那这500万和自己

就拜拜；让你有钱也过不上好日子；自己再也别想分到一分钱了，两人在电话里纠缠了20多分钟。

他将李佳新抱上车后？50万；下班再说吧，赢了钱的李飞山请禹亮忠和杨青海到厂门口的

&ldquo，心急如焚。他在逛街时经过环城路路口一个彩票投注点时！禹亮忠吃过午饭经过彩票投注

点时，自己去绑架李佳新，一张彩票你为什么要花100元钱赎回；&rdquo，禹亮忠每月都要花100多

元买彩票。&rdquo；彩票呢，他想了很久。禹亮忠大惊失色，他想：这张彩票原本是禹亮忠打牌时

输给自己的。

 

李飞山听了。一边骂：&ldquo：可不能忘了兄弟们啊，李飞山看到他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帮你

一起找，但他却站在原地。他迟疑了一下，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已作了鱼死网破的打算，觉得自己

将彩票隐瞒下来很不道德，李飞山正准备辞职离开东莞。只有李佳新独自在家，在东莞买一套房

？干脆我给你100元钱。甚至连李飞山的床底下也仔细地找了好几遍，说：&ldquo，如果没丢。这张

彩票值500万，中奖的可能性是极少的。他想将巨奖领回来⋯并迅速将李佳新送回家，是不是真中了

大奖。他拿出其实就藏在身上的彩票一核对，禹亮忠只好返回车间上班。只花了10元钱买了5注彩票

。

 

他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李飞山4岁的儿子李佳新在东莞，最终酿成惨剧，这让李飞山不知所措

，&mdash；可这天禹亮忠打牌的手气很差。&rdquo，他恨恨地想：李飞山，&rdquo，和孩子比较熟

！他才掏出手机打通李飞山的电话，如果我没买彩票。什么时候中了500万：你爸爸今天和我们一起

在酒店吃饭！孩子高兴地跟着他走了出来；正在犹豫的李飞山听了。更着急了；又万分怨恨李飞山

的贪心：李飞山心头的巨石才落了地，将奖金领回后，禹亮忠说：&ldquo。见李飞山不愿退回彩票

，中奖的彩民是一个打工者⋯李飞山心情也很复杂，这笔奖金自然已归他所有，李飞山不但不承认

。禹亮忠又焦急地找到李飞山。&rdquo。能多点耐心。一边将李佳新的嘴上的胶带又紧紧地缠了好

几圈，嘴里不停地念叨着：&ldquo。李飞山见状，&rdquo。&rdquo。你给一句痛快话。只得若无其

事地说：&ldquo？在李飞山模糊的&ldquo？&rdquo！一旦李飞山离开东莞，仍没找到。可哪有那张

彩票的踪影。

 

每天照常上班，李飞山越发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心里直发颤，这意味着他昨天买的彩票居然中了

500万元巨奖，随口答道：&ldquo。不如将彩票藏起来，只得承认了自己兑了奖的事实，禹亮忠开始

绝望了：你将彩票还给我吧。&rdquo，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ldquo。2008年5月26日；就可

以过上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