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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小知识四：

怎样选中“双色球”
的六等奖？

“双色球”投注在中了“ 2 十 1 ”、
“ 1 十 1 ”或者“ 0 十 1 ”时均为中六
等奖，其实就是“中了 1 个蓝色球就有
奖”。六等奖中奖概率达到 5.9％。

如果采用蓝色球复式投注，对 16
个蓝色球包号投注 32 元，则至少必
中 l 注六等奖，得奖金 5 元，最低返奖
率达到 15.63 ％。

小编真是吓得一哆嗦。幸好自己
没中奖，否则肯定也被盆友圈“吞”掉
了。

这不，有人也会疑问：
拿中奖彩票的照片也能兑奖吗？
中奖彩票被冒领是谁的责任？
如何避免这种事儿发生？
小编这就来告诉大家：一般来说，

冒领彩票奖金这种事儿的经过大致是
这样的：中奖者得知自己中奖了，心花
怒放，第一时间发到朋友圈或者其他
社交网络上。

心怀不轨的人看到了，凭借彩票
照片选择一家彩票店去兑奖，一般来
说，冒领者会选择一个比较熟悉的彩
票店，编造一个不能拿出中奖彩票的
理由，比如谎称自己不在当地，请店主
帮忙把钱打到银行卡上。

彩票店销售员由于一时疏忽、碍
于情面、怕“得罪”顾客，顾虑不给兑奖
对方会投诉等等原因，给冒领者兑了
奖。

可能等到真正的中奖者去兑奖并
发现奖金已经被冒领，请彩票机构调
查兑奖的时间、地点、哪家彩票店兑的
奖之后，彩票店工作人员才发现自己
被人骗了。

相关法规
《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彩票中奖者应当持中奖彩票到指
定的地点兑奖，禁止使用伪造、变造的
彩票兑奖。

另外，各省级《彩票投注站管理规
定》中也大多有：「中奖彩票是唯一兑
奖凭证」，「不得无票兑奖」、「不得拖延
兑奖」等规定。

为何会有冒领？

彩票是不记名不挂失，遗失损毁
不能兑奖的有价凭证。每张彩票有一
组序列号，由数字+字母组成，这个序
列号就是这张彩票的身份证，是独一
无二的，也是辅助兑奖的凭证。

正常的流程是彩票店将中奖彩票
放入扫码器内扫描条形码验票，同时
采取人工核对，才能完成兑奖程序。

但有时由于机器故障、或彩票条
形码辨识不清时，售票员可以通过彩
票上的序列号进行手动操作，完成兑
奖程序。

这就跟超市收银员扫描不出商品
价格时，可以选择手动输入货物编号
的情况类似。所以才会有凭中奖彩票
的照片成功兑奖的事情发生。

如何防范冒领？
此类冒领奖金的涉案金额一般在

几千元左右，可以通过投注站兑奖，金
额太少的话不足以令冒领者「动心」，
太多的话按规定要到彩票中心兑奖，
必须严格按照兑奖流程，没有冒领的
可能。

所以大家中了几百、几千的奖金
后，要保管好彩票，注意个人隐私，不
要轻易将彩票照片发到网上。

如果实在忍不住要晒一晒，一定
要将上面提到的那些关键信息——由
数字或字母组成的彩票特征码及站
号、期号、流水号等——打上马赛克再
发布，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别给见利忘
义的人留下可乘之机。

在此类案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往
往是彩票店。对于彩票店主和销售员
来说，即便再忙，兑奖时一定要保持清
醒，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凭票兑奖，避
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朋友圈晒照当心
拿中奖彩票照片也能兑奖？福彩小知识一：

像小编这种吃饭、睡觉，天晴、下雨都混迹在朋友圈的人，有时候
也担心，会不会泄露隐私呢？

这不，近日彩民余先生就遭遇了这样蹊跷的事：余先生买彩票中
了3000元大奖，高兴之余将中奖彩票拍照，晒到了一个微信群里跟
旁人分享。哪知次日自己持彩票去兑奖时，却被告知奖金已被他人
兑走。后经调查，有他人拿着余先生所晒的中奖彩票截图，跑到黄山
市祁门县一个彩票投注站两次尝试兑奖。

刮刮乐保安区是彩票发
行管理机构为验证即开型彩
票真伪而特设在彩票上的防
伪标识，是彩票防伪的最后一
道防线。刮刮乐保安区其实
就是一个验奖区，是由机构最
终的兑奖人员检验中奖彩票
真伪的一个凭证——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二维扫描枪检测
是否中奖的区域，而最终验票

的工作人员也是要当着持票
人的面才能刮开保安区的。
保安区的号码是特定的明码，
彩票发行机构会对此进行存
档，跟现在的二维条码一样，
是彩票的身份证号码，具有惟
一性并且中彩中心当初设置
保安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
护彩民们的正当利益，以防止
不正当行为的产生。

原来的彩票受技术手段所
限，并没有明确的保安区，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手段的进步，
现在的刮开票尽管在设计时已
经采用了高超的技术手段，但是
为了在兑奖时能够确保更加安
全有效，中彩中心特意设置了这
个保安区。

因此，原则上要求刮开保安
区的彩票原则上一律不予兑奖。

“双色球”33 选 6 十 16
选 1 的一等奖中奖概率为
1772l088 分之一，即 奖组组
合 注 数 达 到 17721088 注 。

全 部 包 号 必 须 投 注
35442176 元，则 100 ％中出
1 注一等奖。此时投资金高
达 3544 万多元，虽然中出 l

注一等奖 500 万元及一个奖
组的其他奖金，但没有实际
意义，且得不偿失，不值得全
部包号。

福彩小知识二：

为什么刮刮乐保安区刮开无效？

福彩小知识三：

全部包号“双色球”100 ％能中出一等奖，值不值？

福彩小知识五：

“双色球”的返奖率和
中奖率有什么不同？

返奖率和中奖率是两个截然不同
的概念，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返奖率”是指用来返还给彩民的
奖金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即返奖
的金额。各省市区彩票中心不能随意
变动。国家规定返奖率必须达到彩票
资金的 50 ％。但在实际中，每期返
还给彩民的奖金是不一样的。例如一
等奖是否开出，直接影响当期返奖的
金额。开出时可能比 50 ％返奖率还
高，未开出时一般略低于 50 ％，但累
积起来的一等奖奖金仍在奖池内等彩
民中奖获取。

在返奖率固定的前提下，根据每
期的销售额计算出应返奖的金额，未
中出的奖金向下期奖池滚存，保证在
以后返还给彩民。因此，返奖率是一
个长期的指标而非一个短期的状况，
返奖率一定不会低于 50 ％。

“中奖率”则是指在彩票游戏规则
中，所有符合中奖条件的注数在总注
数中所占比率，即“双色球”玩法中奖
面的大小，是由游戏规则决定的，可以
随着游戏规则的变动而变动。中奖率
是由游戏规则决定的。“双色球”游戏
总中奖率达到 16.7 分之一。

液化气罐爆炸
四大常见原因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近

年来，液化气罐爆炸的新闻屡见报
端，很多幸福的家庭因此而破裂。省
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提醒您，液
化气罐之所以出现爆炸事故，除了与
罐体质量有关系外，更多的是人为因
素造成，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液化气罐
爆炸四大常见原因。

过量充装：过量充装液化石油气
引发的爆炸事故为数不少。液化石
油气具有受热膨胀的特性，由于液体
实际是不可压缩的，倘若容器的全部
容积充满液化石油气，即使温度升高
不多也能因液体膨胀而产生很大的
压力。当容器内实际压力超过容器
的安全设计压力，就易引起容器薄弱
处形成裂缝导致液化气泄漏，如果裂
口过大、泄压过快或超量灌装或满
液，遇到阳光照射或其他使温度升高
的情况时就会引起爆炸。

高温烘烤：火场中受到火焰烘烤
作用的液化石油气储罐同样存在发
生爆炸的危险。容器周围火焰的辐
射热量传入容器后使里面的液体沸
腾产生高压，同时，由于容器暴露于
火中，受高温影响容器材质的抗拉强
度会急剧下降，继而引发爆炸。

机械碰撞：机械碰撞使容器遭受
损坏，造成罐内压力瞬间降低，也可能
引发爆炸。机械碰撞的危险主要来自
于运输过程中液化石油气槽车的脱轨
倾覆、运输中槽车的碰撞以及周围物
件（如吊车等）对容器的撞击等。

设备缺陷：如果容器本身（如容
器材质、焊接技术）存在缺陷，也可能
导致容器出现较大裂缝，造成气体泄
漏从而产生爆炸。在使用过程中由
于腐蚀等原因引起器壁变薄也会造
成容器强度下降、出现较大裂缝并最
终导致爆炸发生。

大千巨作
《水月观音》为工笔重彩勾金

许多人这样定义曹仲英先生——
北美最优秀的中国画收藏家。谈到这
次拍卖，中国嘉德副总裁、中国书画部
负责人郭彤坦言，“此次嘉德秋拍有幸
从默斋的宏大珍藏中选取38件最具
其精神气质和重要线索的精彩作品，
以期向市场展现和纪念一个美好而执
着专业的近百年珍藏。”

而关于这38件力作，郭彤认为张
大千的《水月观音》正是“灵魂所在”。

“整幅敷色醇厚，勾以金线，为市场唯
一仅见的工笔重彩勾金水月观音。”郭
彤还点评说，画面以彩云浮空、云霞衬
托出岩石上的净瓶与柳枝，满幅金勾
细描，浓彩通盈；观音头戴宝冠，披天
衣挂璎珞、飘带及环钏，着朱裙，自若

端坐，色泽浓郁敦厚，其高贵宁静的美
妙似乎凝聚了大千整个艺术生命的永
恒本质。她甚至认为，“无论用什么语
言也不足以赞美其与原作交相辉映的
华丽再现。”

郭彤认为，曹仲英先生用他的市
场经验和审美认知，在收藏生涯四五
十年的时间段里，在近现代艺术史还
没有形成一个热点或市场共识时，他
开始有自己的理念，一点一滴将种种
艺术现象、艺术脉络串联起来。“他通
过细致的串联把近百年的艺术史的
结构做得非常系统，而且有他自己独
到的见解。”

大千盛名
始于“临抚敦煌壁画展览”

26年前的1991年11月21日，默
斋版《水月观音》现身美国。

当时，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举行“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这次展
览，在迄今所有的张大千画展中，被认
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在这次展览
中，来自北美曹氏默斋的《水月观音》
成为焦点。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历时两年有
余的敦煌之行后，1943年5月，张大千
率弟子惜别莫高窟，前往榆林窟。之后
一个半月，他全力投入到榆林窟的壁画
临摹中。据称，张大千当时对第一窟西
夏时期“水月观音像”反复欣赏，赞不绝
口，还指着画中建筑说——有人批语
中国画没有透视，这不就是透视吗？他
在榆林窟创作的《水月观音》，被公认为
临摹敦煌壁画最具神韵之作。

那年的6月中旬，大千完成对榆林
窟的探索，几经周折，就近来到兰州。
为了扩大对敦煌艺术的宣传，他决定举
行一次画展。现在看来，正是这次展
览，让他的敦煌艺术得以在国内首次公
开露面，也为他这位来自四川的画家赢
得了盛名。

那年的8月中旬，“张大千临抚敦
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开幕。大千将展
品分两处陈列——礼堂内悬挂临摹敦
煌的壁画，共21幅，包括莫高窟《维摩
变》《观音大士》，榆林窟《西夏时水月
观音》。西厢房为31幅时年近作，包
括《仿董北苑巢云图》等。

大千遗珠
《水月观音》川博本现藏川博

2017年的这个冬日，出现在中国
嘉德“大观之夜”的默斋藏描金本《水
月观音》，正是1943年创作于那次盛
大的画展后。

其实，当年画展上展出的榆林窟
《西夏时水月观音》就收藏于四川博物
院（以下简称“川博本”）。

据介绍，川博本与原始壁画的构
图相同为方型，均绘有童子，观音与童
子形成视线互动。而默斋本不含童子，
呈竖幅构图，更符合中堂供养制式。

资料还显示，默斋本与川博本均
绘于特制画布之上。据介绍，大千在敦
煌时曾让画僧精工制作画布，他们先将
画布衔接得天衣无缝，再绷在木框上。
为易于着笔，还要涂抹胶粉三次，用大
石磨研七次。同等重要的任务还有调
制颜料，佛教壁画的颜料有其悠久传
统，与传统中国画大相径庭。敦煌之行
起初，便沿途重金购买数百斤藏蓝、藏
绿、泉砂等昂贵矿质颜料，故而默斋本
与川博本所见敷色都至为醇厚，画面立
体感更强。不同的是默斋本还使用了
大量描金，这也是较川博本更进一步之
处。通观默斋本，所有线条都复线描
金，祥云更是大面积施以金粉。甚至连
湖石背光空隙处都填有金粉，画面纵深
感甚强。整幅作品金光万丈。

张大千《水月观音》
创其人物画最高价

《水月观音》川博本现藏四川博物院

亿1.012

12月18日晚，中国嘉德2017年秋拍“大观——四海崇誉庆典之夜·默
斋掇英”在北京的嘉德艺术中心举槌，本场共38件精品上拍。其中，北美藏
家默斋主人曹仲英收藏的张大千敦煌时期精笔描金《水月观音》以7100万
元起拍，8800万元落槌，加佣金最终以1.012亿元成交，创其人物画最高价。

张大千默斋本《水月观音》以1.012亿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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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点

水月观音
原为男相

据介绍，佛
经称观音菩萨有
33 个不同形象
法身。观水中月
影状者称之水月
观音。据说，供
奉水月观音像可
消灾去祸。水月
观音造型布局与
传统佛教造像区
别明显。资料显
示，中唐以后，佛
菩萨像均装饰豪
华、敷彩浓艳。
水月观音则有着
中国元素中的竹
林陪衬，与众不
同。从榆林窟一
窟的水月观音原
壁画看，早期佛
像中所有菩萨都
为男性，观音亦
为男相，有卷曲
的“八”字胡。张
大千的粉本《水
月观音》也忠实
反 映 了 这 点 。
然而在他临摹
的再创作中，《水
月观音》均呈女
相，五官柔和，庄
严慈容。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卢荡代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