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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冰冷在蔓延。大概是因为福彩3d免费预测，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吧&ldquo;我就知道你又躲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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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的书，书翻出来积了厚厚的灰，很久很久，我...,tongji/key.asp?9986.html 6K 2009-11-9-那是个傍晚

，我们照常坐在校门前的台阶上抽烟听歌福彩3d免费预测，对着来去的女孩偶尔评头论足。这时

，一个女孩吸引了我的注意。她有着一头温顺的秀发和窈窕的背影。说实话，那时我对女人还远没

有现在这般着魔。福彩3d免费预测在堂子家...,/fubao/28eyot.htm 2K 2009-10-18-专业提供福彩3d字迷

图迷,今日免费福彩3d字迷图迷,福彩3d图库,福彩3d图迷专区,中国福利彩票3D字谜,/ 51K 2009-11-16-福

彩3d免费预测316期福彩3d免费预测316期!时间: 2009年11月19日 来源:热彩网 作者: 热彩网 杨哥说彩福

彩3D免费预测316期 315期福彩3D的开奖号码是581,今天开奖号码的主要形态是大大小、奇偶奇、质

合质、221路、中大小码、C区,...,/html/zhuanjiatuijian/ ... 13K 2009-11-19-福彩3d胆拖投注 ,福彩3d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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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排列三开出同一号码 百万分之一几率乐坏彩民,和平区居民张先生12月11日晚上异常兴奋，他购

买的福彩3D和体彩排列三同时中奖，中得奖金4000元。原来当天福彩、体彩开出了同一号码

&ldquo;452&rdquo;，而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为百万分之一。张先生12月11日晚20:30首先关注了福彩

3D当天的号码，发现开奖号码为&ldquo;452&rdquo;，自己中了2000元奖金。大概十几分钟后，他登

陆体育彩票的网站，发现排列三的号码同样为&ldquo;452&rdquo;，张先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经过反复核对后，他终于确信福彩3D和体彩排列三开出的是同一号码，而自己两边各中了2000元

。老张说：&ldquo;以往我查完3D的号码后就会把排列三同样号码的彩票撕掉，这回幸好没有撕。

&rdquo;据老张介绍，在他的身边不乏福彩、体彩都买的彩民，这次好多彩民都感受到了两边中奖的

乐趣。据了解，在12月11晚天津共有2093人次中奖，其中福彩3D开出直选490注，体彩排列三开出直

选196注，单柱奖金均为1000元；福彩3D开出组选835注，体彩排列三开出组选572注，单注奖金均为

160元。两个玩法累计派发奖金91万多元。因为福彩3D和体彩排列三为完全相同的玩法，两者的中奖

概率均为千分之一，所以能够在同一天开出同样号码的概率为百万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每隔3000年

才能出现一次，真正称得上是千年一遇了。3D玩法接连五期开出个位数和值，特别是和值7高频出

现难坏鞍山彩民，不少鞍山彩民感叹，年终岁尾都是回补大和值，怎么小和值开个没完。在站前某

彩站，彩民徐先生看着3D走势图上近几期的和值走势百思不得其解，小和值出现太频繁，跟自己多

年的打彩经验根本不符。徐先生表示，从328期开始，按照以前两期个位数和值后恢复大和值的规律

，自己就没有再考虑个位数和值，谁知接连跟出三期，最后两期还是和值7坐定，结果这几期自己打

的彩号跟中奖号根本不沾边。而另一彩站站长介绍，以往年终岁末都是大和值回补，像25以外的号

码，如果一年之中开出的次数比概率中的小很多，一般这时候彩民就应该留心。今年不少彩民都反

映，现在应该提防大和值，谁知近期小和值一反常态，特别活跃。小和值给出次数太多的同时，三

号隔期坐定也增加了不少难度，彩民张先生介绍到，326期开出502，才相隔两期，329期又开出这三

个数，只是换了个模样变成052。该彩民说道，当期大家都没合计到。而随后开出的007，和值7再次



坐定，把彩民的看号信心全打散了。张先生表示，自己准备先机选几期，等走势图恢复正常后再研

究号码。而经营彩站多年的周先生对此表示，彩民对经验太重视也会影响买彩成绩。因为摇奖时

，号码出现的概率本就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可循。所以彩民买彩时，应该本着一切皆有可能的想法

，以平和的心态买彩。福彩3D第期的中奖号码是：213，这组号码的开出让德州彩民小王笑开了颜

，因为他&ldquo;单恋&rdquo;了一年多的号码终于开出来了，喜获奖金5000元！小王是位资深彩民

，一年前，3D号码&ldquo;213&rdquo;曾让他中过8千元的奖金，之后他便认为号码是自己的吉祥号

。从此，一有灵感他就用这组号码进行投注，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投注了该组号码一年多。11月29号

，小王在投注站购买彩票，当他看到3D的试机号出来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今晚的3D开奖号码

会不会是&ldquo;213&rdquo;呢？抱着这个想法，他打了5倍。当晚，开出的号码正是

&ldquo;213&rdquo;，小王&ldquo;单恋&rdquo;了一年多的一枝花终于有了结果，今朝&ldquo;花开

&rdquo;得善果，喜中5000元，看来玩彩也有感情，只要对它坚定不移，时机成熟它就会投怀送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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