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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一季度数据盘点
一等奖开165注

单人最高中8438万

截至 3 月 31 日，超级大乐透今年第
一季度共开奖 35 期（第 21001 期至第
21035 期）。其间，全国累计中出一等奖
165 注，平均每期开出 4 . 71 注，平均每
注奖金 1031 万元，其中 103 注为 1000
万元及以上大奖。单人最高中奖 8438 万
元，单注最高奖金 1800 万元。全国累计
销售 99 . 77 亿元，筹集公益金 35 . 91 亿
元。

上市 13 年来，超级大乐透累计筹集公益
金逾 1090 亿元，这些公益金与体彩其他
游戏所筹集的公益金一起，被广泛用于
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重磅！
大乐透开启 10亿元大派奖

一等奖累计开165注
单人最高中8438万
一季度，超级大乐透累计中出 165
注一等奖，其中 103 注为 1000 万元及以
上大奖，平均每注奖金超千万元达 1031
万元。单人最高擒奖 8438 万元，单注最
高奖金1800万元。
第 21030 期，黑龙江大庆一位购彩
者通过一张 15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
票，中出 5 注 937 万元一等奖，单票收获
奖金 8438 万元。中奖者是一位购彩多年
的老购彩者，中过不少小奖，去年还曾
中过大乐透二等奖75 万元。
第 21032 期，福建泉州一位购彩者
通过一张 3 倍投注、5 注号码、45 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中出 3 注 1800 万元一等
奖，单票擒奖5400万元。
还是在第 21032 期，浙江温州一位
购彩者通过一张 12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
票，中出 2 注 1800 万元一等奖，单票收
获奖金 3600 万元。中奖者表示，他从
2015 年开始接触彩票，期期都买，不过
他购彩非常理性，
“我就是买着玩，一般

都是买 2 注号码，2 倍投单式追加票，投
注的号码也都是机选的。我买大乐透有
个好习惯，就是坚持追加。
”

28 省份购彩者
分享 165注一等奖
一季度，来自全国 28 个省份的幸运
购彩者，分享了 165 注一等奖。其中，广
东揽下 21 注，数量上拔得头筹；浙江中
出 14 注，排名第二位；贵州中出 11 注，
排名第三位。
此外，福建、河南各中出 10 注，山东
新疆各中
中出 9 注，云南中出8 注，
河北、

出 7 注，黑龙江、上海、四川、天津各中出
6 注，江西中出 5 注，北京、湖北、江苏、辽
宁、内蒙古、宁夏各中出 4 注，吉林、重庆
各中出 3 注，安徽、山西、陕西各中出 2
注，
甘肃、
广西、
青海各中出 1注。

一季度销售99 . 77亿
筹公益金35 . 91亿
一季度，超级大乐透全国累计销售
9 9 . 7 7 亿 元 ，为 国 家 筹 集 彩 票 公 益 金
35 . 91 亿元。大乐透的公益金提取比例
为 36%，购彩者每花 2 元钱购买一注大
乐透，就有 0 . 72 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香椿芽：
“美味”还是“毒药”？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克

俗语道：香椿芽炒鸡蛋，肉鱼都不
换。每到春季，被称为“树上的蔬菜”的
香椿一露出尖芽，
就用它独特的味道
“诱
惑”
着对它情有独钟的食客们。
飘香的滋
味、
鲜嫩的味道，
以及短暂的生长期，
时刻
品
在催促着美食老饕们抓紧春天的脚步，
尝春日的味道，一旦错过就要再等上一
年！
但近几年有关食用香椿中毒的报道时
有发生，网络上也流传着香椿芽硝酸盐
和亚硝酸盐超标的传言。那香椿芽到底
是
“春日美味”
还是
“致命毒药”？

春日美味变致命毒药 ？
“每年就等着这个时候吃香椿，但
今年老婆死活不让买，说是网上说吃香
椿容易中毒。”崂山区的刘先生是香椿
芽的“钟爱粉”，虽然今年的香椿芽已陆
续上市，但网上的各种流言却让刘先生

一直未能尝鲜。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发现
食用香椿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难道香
椿芽真的有毒？对此，记者联系了青岛
市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锡芬，王会长
告诉记者，一切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伪
科学。
亚硝酸盐摄入是否有标准呢？在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
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就
评估出亚硝酸盐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为
0 . 07毫克/千克（以亚硝酸根离子计
算）。同时，亚硝酸盐在体内的代谢比较
快，只要不过量摄入不会对身体产生十
分大的影响。摄入不超标，对于身体的
影响并不大。而对于香椿来说，发芽期
香椿中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是处
于最低状态的，随着时间增加，亚硝酸
盐物质的含量才会逐渐升高，而日常生
活中我们食用最多的恰恰是“香椿芽”。
因此日常适量食用香椿芽并不会产生
中毒现象。

野菜美味，食用有方法
怎样吃香椿更安全？
王会长表示，
吃
香椿芽时掌握这几条要求可以放心食用。
首先，
由于发芽期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相
对最低，
因此食用时尽量选择嫩芽；
其次
建议食用时可以用沸水焯烫1分钟以上，
对于一次性吃不完的香椿芽可以焯水后
沥干水分放在冰箱冷冻保存，
冷冻保存的
香椿芽也尽量在半月内吃完。
除了香椿芽，春日还有众多山珍野
菜，专家提醒，有的野菜含致过敏物质，
某些特殊体质的人吃后易过敏。吃野菜
后一旦出现周身发痒、浮肿、皮疹或皮
下出血等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马上
到医院诊治！有些野菜食用后皮肤在太
阳下暴露，极易诱发日光性皮炎，在眼
睑、面部、颈部及手臂等部位出现红肿、
瘙痒等症状，甚至出现水疱。此外，一些
野菜也很难分辨是否有毒，一定谨慎采
摘购买。

“追加投注即可参与”
“所有奖级都
派奖”
“ 3 元最高可中 3600 万”……超级
大乐透全国性派奖活动再次来袭，于第
21039 期（4 月 10 日开奖）开启，预计持
续 20 期，派送总金额达 10 亿元，将成为
体彩史上力度最强的派奖活动。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派奖金额 4
亿元，每期派送 2000 万元；二等奖派奖
金额 1 . 5 亿元，每期派送 750 万元。进行
追加投注且中得一等奖或二等奖的彩
票，按注均分当期派奖奖金，基本投注
和追加投注按照相应的比例分配，若未
中出或均分后仍有结余，结余奖金顺延
滚入下一期派送。也就是说，派奖期间
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若中得一等奖或
二等奖，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
大 奖 幸 运 翻 倍 ，小 奖同样值得期
待，固定奖派奖金额共 4 . 5 亿元，派奖期
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三至九等奖中
任意奖级的彩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
单注派奖奖金为当期对应奖级单注奖
金的 50%。
超级大乐透 10 亿元大派奖，追加即
可参与，所有奖级都派奖，3 元最高可中
3600 万元，精彩即将来袭，让我们共同
期待！
体彩

嘉华啤酒花园4月2日火爆
开园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克

位于西海岸新区星光岛的嘉华啤
酒花园，4月2日起开门纳客，延续去
年的火爆和精彩，再次给岛城宾客们
带来啤酒美食盛宴。
啤酒花园为宾客准备了焦香入味
的烤肉、
多种鲜活海鲜、
铁板炙烤、
烫口
锡纸菜系、
养生鹿肉系列，
还有各种香酥
诱人的小吃，
香醇的鲜酿啤酒等等丰富
的特色菜品和酒水，
受到食客一致好评。
撸烧烤，
哈啤酒、
嗦海鲜，
兴致来了还可
以卡拉OK高歌一曲，
无论是老友相聚，
还是公司团建，
这里都是很棒的选择。
嘉华啤酒花园每天17:30—24:00开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啤酒花园
放营业。
依旧秉承平价惠民的理念，
适时推出148
元起三款精选优惠套餐，
豪华的品质，
惠
民的价格，
让食客体验实实在在的优惠。
以啤酒为媒介，
以美味作桥梁，
嘉华啤酒
花园已成为众多宾客首选的青岛美食地
标，
也展现了青岛东方影都融创万达文华
及嘉华酒店浓厚的度假风情和魅力，
成为
2021年沸腾青岛夜经济的第一把火。

198元沙棘蓝莓蛋白粉免费领取
蓝莓被称作浆果之王，含有丰富的氨基
酸、花青素，黄酮等微量元素,有增强身体
免疫力等作用。沙棘产于内蒙古，日照强，
昼夜温差大，有维C之王的美誉是一般水果
的200倍，含有428种营养活性物质，经过现
代科学工艺将两种物质破壁，精华提取，并
与蛋白质粉完美结合，最大限度的保留两者
的精华成分并发挥其最大功效。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我们只用效
果说话！
现厂家为快速打开青岛市场，招募1000
名义务宣传者免费试用，免费领取一桶沙棘
蓝莓蛋白粉，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免费领取条件：
1、55岁以上中老年朋友

2、身体有相关疾病优先领取
看报纸打进电话，经工作人员登记后，统一
免费领取。
提示：每人限领一次，夫妻报名登记可
以领取双份(价值396元)
现场购买者，原价198元一桶，现优惠价
68元一桶，机会不多，欲购从速。
免费领取热线：66667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