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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国际

“恒大广场·2016萌宝争萌”活动正
在谈资APP上热闹上演，随着越来越多
的萌宝加入，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截至
目前，各位萌宝们的票数都咬得很紧，
排行榜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变化。

首个单日冲刺大奖诞生！
2176号小萌娃，你立功了

昨日中午，龚妈妈接到谈资工作人
员的电话通知，“你获得了‘萌宝争萌’
的首个单日冲刺大奖，玛丽亚价值6888
元产检套餐一份！”龚妈妈有点喜出望
外，不过呢，这一切也理所当然，首先是
萌娃更萌，其次，龚妈妈说是因为“我朋
友多，人多力量大嘛。”微信群里一喊，
朋友圈里一发，女儿卿晓薇的票数就噌
噌噌蹿到当日新萌宝的第一名了。

这次没有得到大奖的家长也不用
着急，今日至 17 日，还会有 4 个玛丽亚
价值6888元产检套餐陆续送出，想要的

就赶紧来投票哦。

首枚“加票勋章”花落谁家？
来谈资微信号投票决定

13日，“萌宝争萌”专门针对俩宝家
庭展开了征集，也吸引了很多幸福的俩
宝爸妈们。目前，由谈资筛选出的10对
表现最佳萌宝的照片已公布在14日的
谈资微信公众号中，开始进行网络投票
评选。

投票将截至今日（15 日）中午 12
时，名次按最终票数决定。前三名俩宝
家庭将分别获得价值400元的巴黎欧莱
雅金臻光感精华一份，其余七名将分别
获得价值260元的欧莱雅密集修护精华
一份。此外，还有一个最有价值的奖
励--票数第一名将特别获得“加票勋
章”一枚，可为任意指定萌宝加票50张！
当然，单宝家庭也不要着急，我们将有
其他获得“加票勋章”的机会陆续放出。

不过，这笔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陈兜兜说，见证中国彩民疯狂的这

3天，她也跟着疯了3天，“腿都跑断了，
手都涂麻了。”陈兜兜解释说，虽然美国
购买彩票也可以机选，但为了避免误会，
顾客们一般都是自己选号，然后再由她
一一代买。这种选号购买前，所有人必须
先在加油站或商店等彩票售卖点拿取机
读卡，用铅笔涂好才能购买。买完后，她
还要一一核对，拍照发给顾客。

强力球的玩法是5+1，总共选6个
数，从69个白球中选前5个数字，再从26
个红球中选最后一个数字。由于国人不
清楚规则，选号时经常报给陈兜兜错误
的号码。“有些人写了数字0，然而号码里
根本没有0，还有些数字出现重复。”

面对着数百张的彩票订单，陈兜兜
不得不和老公一起填涂机读卡，每天晚
上两人都涂到半夜3、4点。最疯狂的时
候，她甚至把一家加油站彩票代售点的
机读卡都用完了，而后不得不打的跑到
另外两家加油站去拿。

这种阵势，甚至把美国人都吓到
了。因为在美国购买彩票不能使用信用
卡，只能用现金和储蓄卡，“看到我们掏
出一叠，都吓到了，在打到一半时，甚至
还问我们钱够不够。”陈兜兜说。

伊朗已经释放越界进入伊朗海域
的美军水兵。按伊朗和美国官员说法，

“水兵事件”发生后，两国高层均举行
紧急会议，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和美
国国务卿克里至少通了 5 次电话，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亲自下令调查并
允准人员释放。

美国海军两艘小型巡逻艇 12 日
进入伊朗法尔西岛附近海域，被伊朗
革命卫队扣押。双方都紧急调查，以期
快速了解事件原委。

美方非常担心事件扩大

克里于格林尼治时间12日17时
30分获知这一状况，他当时正在国务
院大楼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同会
见菲律宾外长和防长。路透社报道，
克里几乎立即起身，赶回他的办公
室。大约 15 分钟后，他就和扎里夫通
了第一个电话。

克里希望伊朗立即释放美国水
兵。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称，克里告诉
扎里夫：“我们能让这事变得对双方都
有好处。”在接下来的电话沟通中，克
里不断强调这点。

伊朗和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水兵事件”的沟通落在了克里和扎里
夫的电话线上。克里和扎里夫在伊核
协议谈判时多有接触，现阶段也经常
联系。格林尼治时间 12 日 18 时、19
时、20时15分和13日3时30分，克里
和扎里夫又通了4次电话。

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
方当时非常担心，除了水兵安危，还
有事件扩大可能会影响到来之不易
的伊朗核协议执行。在 13 日 3 时 30
分的电话中，扎里夫终于带来“突破
性”好消息。“扎里夫外长告诉国务
卿，他从扣押美军的人那里获知，这
些水兵会在黎明获释，夜间交送可能
不太安全。”

美法航母战斗群作出挑衅举动

美国紧急应对的同时，伊朗方面
也召开了高层会议。高级别的政府和
安全官员举行至少3 场会议，伊朗总
统鲁哈尼与会。

路透社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
会议气氛一度紧张，与会人员对如何
处理有多种看法。

一名伊朗官员说：“有些政治和军
事方面的担心。此外，政府官员还担心
这会影响到核协议及其执行。”

另一名伊朗官员说，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强调，伊朗应展现“宽
厚”，友好对待这些水兵，尤其是那名
女性水兵。

“在确定水兵没有恶意后，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给释放水兵开了绿
灯，”这名官员说。

另外，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法
达维说，伊朗扣留水兵后，美国和法国
的两艘航母开始在海湾行动，航母战
斗群作出挑衅举动。伊朗通过无线电
喊话，同时用导弹锁定了美国和法国
航母。 据新华社

印度尼西亚警方14日表示，当天上
午在雅加达市中心发生的袭击事件共造
成7人死亡、17人受伤。印尼雅加达警方
发言人称，2名袭击者启动自杀式爆炸装
置后身亡，其余3名袭击者被警方击毙，
遇难的2名平民中有一人是西方国家公
民。伤者均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
造袭击。警方怀疑，凶手可能与宗教极
端组织有关。

其中一起爆炸发生在雅加达市中

心萨琳娜购物中心。事发地距离联合国
驻雅加达办事处仅一街之隔，附近有不
少高级写字楼和五星级宾馆，也是大部
分外国使领馆的所在地。

一名银行保安告诉美联社记者，事
发时他就在爆炸现场附近，他看见至少
5名袭击者，其中3人走进购物中心的星

巴克咖啡厅后，“一个接一个”引爆身穿
的炸弹背心。

警方发言人安东·沙立扬说，此前
收到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称，
印尼将会成为“关注焦点”。印尼反恐部
门上个月逮捕9名疑似“伊斯兰国”成员
的恐怖嫌疑人，并查获他们策划袭击的

书面文件。文件称，他们打算在雅加达
举办“音乐会”，“以吸引媒体眼球，证明
自己的存在”。

按照美联社说法，这是2009年以来
印尼遭遇到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2009年7月，雅加达发生连环爆炸案，造
成上百人死伤。 据新华社

萌宝2345号

2176号萌宝卿晓薇，获
得第一个单日冲刺大奖

萌宝2350号

萌宝2298号

首个单日冲刺大奖诞生
首枚“加票勋章”花落谁家，关注谈资微信号票选！

【参与方式】
1、下载谈资APP，点击首页“萌宝争萌”页面，按照提示上
传照片，留下姓名、联系方式（仅作为领奖凭证）。
2、参与对象：2009年1月之后出生的宝宝均可参加，然后
开始拉票吧。
3、投票截止：2016年2月2日24：00
4、咨询电话：028-86512543（周一至周五9：30-18：00）
【奖品设置】
恒大广场“金童玉女”：2名
奖品：价值3万元的一家三口出境奢华游
一等奖：10名
奖品：价值5000元的进口品牌儿童安全坐椅
奖品：价值1799元的小米note一台
二等奖：20名
奖品：价值289元的360儿童卫士智能定位手表

“玛丽亚”小小代言人：2名
奖品：价值3万元的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现金消费充值卡
必胜客欢乐萌宝奖：50名
奖品：必胜客代金券100元
具体奖品规则请咨询谈资APP 电话：028-81708371

萌萌//娃娃//展展//示示
2350号萌宝 小雨和庆庆

小雨是姐姐，9岁，特长是跳舞，妹妹庆庆
5岁，特长是卖萌。据妈妈介绍，小雨长得更像
妈妈，清秀，庆庆长得更像爸爸，呆萌，小姐妹
都是人见人爱。
2298号萌宝 晓阳和蓓儿

超过八成的人表示想生二胎之后，老大的内
心几乎是崩溃的……不过刚上二年级的晓阳可
是一个“妹控”。只要一放学，便早早回家逗妹妹，
自己有什么好玩的都第一时间拿给妹妹玩，看来
生二胎之前爸爸妈妈的担心都变成浮云了。
2345号萌宝 嘟嘟和姗姗

韩国欧巴在哪儿，小女生的尖叫声就在哪
儿，就连嘟嘟妈妈都跟我们吐槽：大女儿嘟嘟
最喜欢跟着电视上的韩国明星跳舞，还特别自
恋，总在镜子前扭。小女儿姗姗看着姐姐跳舞，
自己也开心地蹦蹦跳跳，一家人看得是不亦乐
乎。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实习生 谭靖龄

美国强力球巨额彩票开奖
成都妹子分享代购经历

代购日记
3天收到近600注
最担心弄错了号码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此次头奖由3张彩票分享。目前获奖
者身份尚未确定。在开奖号码公布后，陈
兜兜也立即开始了核对中奖信息的工作。

经核对，她的顾客中有一位40多岁的
白领女士中了100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不
少人中了小奖，奖金为4美元和7美元都
有。她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她准备美国当地
时间14日再去兑奖，“但估计到时候去兑奖
的人应该也有一大波，中小奖的也不少。”

半夜三四点发信息：
我的号码还想再改改！

据美国媒体最新统计，就在开奖
前，这期强力球彩票的头奖金额已经
累计超过16亿美元。

陈兜兜介绍说，她的顾客来自于
许多不同的领域，年龄也相差甚远。

“有中国大妈来买的，”陈兜兜说，在
一位女孩从她那下了彩票订单后，女
孩的妈妈随即也加了她的微信，“我
原本以为她是要咨询啥物品，没想到
她也是来买彩票的。”

还有在股市亏钱希望在美国彩票
这碰碰运气的。陈兜兜说，她的一位顾客
在选好号码后在纸片上写道，“股市亏
钱，不如在你这儿碰碰运气！（4注哈！）”

还有人在北京时间半夜三四点给
陈兜兜发信息，要求她更改彩票号码。
顾客中购买最多最疯狂的一位，要求
她为之代购50注彩票，而且是随机选
号，该顾客甚至承诺如若中奖分三成
给她。就在她宣布停止接单时，还有一
位，则不惜拨打长途越洋电话，要求她
赶在开奖前再为他机选8注。

最担心弄错了号码
这代购不打算长做

陈兜兜坦言，她未来并不打算继
续代购彩票。“我纯粹是觉得好玩才
做的，重在参与。”陈兜兜说，“万一真
能中奖呢？”她开朗地笑着。

经历过这次购买狂潮，许多顾客希
望陈兜兜长期代买，但她并不愿意。她
说，她认识的一些华人代购也在代购彩
票，“但她们直接说明每人只能买2注，
因为这项工作真是又繁琐又累人。我一
个人长期做肯定坚持不下来。”

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弄错顾客
选的号码，“万一人家选的号码真的中
奖，我该咋办？”陈兜兜说，面对几百张
的订单，她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还好
那位顾客只买了2注，”她说，买错的彩
票只有自己留下。 综合新华社

印尼首都连环爆炸7死17伤 警方怀疑与宗教极端组织有关 目击者称：

“他们走进星巴克，一个接一个引爆”
恐怖恐怖
袭击袭击

万众瞩目的美国“强力球”彩票13日开奖。头奖奖金高达15.86亿美元（约合104.5亿元人
民币）。这期中奖号码为08、27、34、04、19以及“强力球”10。这场声势浩大的购买彩票
狂潮，不仅席卷了美国的彩民，也点燃了远在中国的彩民们的热情。

一股另类的海外代购悄然兴起，众多中国购买者通过微信等方式找到在美华
人帮忙代购彩票。而现居住在美国蒙大拿州的成都妹子陈兜兜，就是诸多代购中的
一员。日前，她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还原出了她做彩票代购的这三天疯狂。

陈兜兜（网名）是一位地道的成都妹
子，她于2012年随丈夫前往美国蒙大拿
州，而后做起了美国代购生意。她说，平
时她的代购物品仅限于包包、衣服、化妆
品等物品，然而在关注到强力球彩票的
最新奖金信息后，她也变得不淡定了。

美国当地时间11日凌晨2点过，在
强力球彩票头奖奖金累计到 13 亿美元
后，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试探性的信
息，“这两天美国人民疯狂了，13亿美金
哦，有想代购的么？”消息一经发出，便引
起了朋友们的强烈兴趣。陈兜兜表示，25
元人民币可以代购一注，她承诺奖金兑
现，如若中奖抽取10%的劳务费。

消息发过不久，她便梳洗睡去。然而
等早上10点钟醒来时，一打开手机她就
被100多条朋友圈未读信息惊呆，“里面
全是朋友顾客下单购买彩票的！有人已
选好号码发来。”在将近 3 天的时间里，
她便收到了近 600 注彩票的订单，而其
手机则持续处在不断震动的状态中，“这
已经成为我单品销售的最高纪录了！”

据了解，美国的强力球彩票为 2 美
元（约合 13 元人民币）一注，这样算来，
陈兜兜每注彩票的代购可以赚到 12 块
钱。短短3天内，若按照600注彩票计算，
她便挣到了7200元钱。

醒来后被未读信息惊呆
3天收到近600注赚

发一条信息引来朋友强烈关注

和老公一起涂卡
忙到半夜三四点疯

把一家代售点的机读卡都用完了

谁中奖了？
“不少人中了小奖，4美元和7美元都有”

买买买！

歇一下！

警察持枪隐蔽在一辆汽车后

这是一名男子在向人群射击 新华社发

陈兜兜正在核对顾客彩票是否中奖

售出头等奖的投注站欢庆

“水兵事件”
美伊关键电话
挽救危局

伊朗媒体公布的扣押美军巡逻艇
时的画面显示，美国大兵跪地抱头

走在灰色地带
的跨境彩票代购存
在着众多风险，购
买者必须拿到彩票
正本，才能领取奖
金的凭证。

海外代购通常
至少涉及到商家、
代购者、买家三方，
交易地点也涉及境
内外，因此风险很
大。假设遇上无良
的代购者，直接冒
领后跑路，购买者
要证明自己才是正
主则是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康
奈尔大学经济学家
戴维·贾斯特的研究
认为，与高收入人群
相比，低收入的人在
购买彩票时的娱乐
性相对更少，态度
更为严肃认真。而
这也是不少专家反
复强调购买彩票不
要超出自己的经济
能力，不要太过疯
狂的原因。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