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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王天贵：4年磨一剑发明“除雪神器”
文·摄影/本报记者 杨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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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万元大奖！2018年呼和浩特市彩民实现双色球大奖“帽子戏法”！在12月6日开启的
双色球游戏第2018143期开奖中，呼和浩特市彩民强势爆发，又中得1注单注奖金高达648万
元的一等奖！为我区彩民持续吹响夺取双色球游戏大奖的冲锋号角！

大奖出自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八一市场北门残联巷15015259号福彩销售站，一彩民凭借
单式5注的投注方式，仅仅投入10元钱，即一举中得1注一等奖！该注大奖也是呼和浩特市彩
民2018年中得的第3注双色球一等奖，此前两注均为千万级别大奖，接下来呼和浩特市彩民
还将有怎样神奇表现？还请拭目以待！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3.28亿多元，本期5500万元一等奖特别奖派奖奖金派出
4000万元，剩余1500万元。按本次派奖规则，双色球派奖活动将延期至2018144期，剩余派奖
奖金自动滚入至下期第2018144期，下期复式或胆拖投注中得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分1500
万元。本期计奖结束后，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1500万元，六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
额为554万多元。按照派奖规则，由于单注头奖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下期彩民朋友将有
机会在派奖期间4元胆拖或复式中得1500万元。

广大双色球游戏的忠实拥趸们，精彩不容错过，惊喜就在眼前，请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
站，尽情徜徉在双色球游戏的旖旎旅程中吧！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力而行，理
性投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息。如果中奖，请您在当期游戏开
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648万元！呼和浩特市彩民
又中双色球大奖啦！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期 号
2018015
2018017
2018028
2018031
2018043
2018043
2018044
2018065
2018070
2018072
2018073
2018078
2018084
2018116
2018125
2018127
2018128
2018137
2018143

日 期
2月5日
2月8日
3月13日
3月20日
4月17日
4月17日
4月19日
6月7日
6月19日
6月24日
6月26日
7月8日
7月22日
10月4日
10月25日
10月30日
11月1日
11月22日
12月6日

投注方式
复式7+1
复式10+1
单式
单式
单式
复式12+2
单式
复式7+1
单式
复式7+1
单式倍投
复式11+1
复式10+3
复式7+1倍投
单式
复式14+3
复式6+3
复式7+2
单式5注

盟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通辽市
通辽市
鄂尔多斯市
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
阿拉善盟
呼和浩特市
满洲里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中奖总金额（万元）
767.0271
878.6705
767.6997
1000.0005
738.6071
774.625
555.0276
840.2489
643.9454
514.6649
1447.2604
767.2734
647.7126
2663.2365
1000
1136.8006
1028.7588
1141.7308
648.0336

每到冬天漫天雪花飞
舞的时候，从事近10年保
安工作的王天贵就在想如
何能快速有效的清扫小区
积雪，保障居民安全出行。
经过4年的琢磨研究和反
复实践，他发明了一项涉
及机械制造、热动力、工程
机械等学科原理的实用新
型专利除雪设备，并且在
今年11月份拿到了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

11月29日，记者刚来
到王天贵所在的小区门
口，就有一名保安师傅把
记者迎进了保安室，他告
诉记者，一居民家的下水
出问题了，由于今天缺人
手，王天贵和另外一名师
傅去居民家中帮忙维修下
水了。

随后记者在该居民家
中见到了正在维修下水的
王天贵。该户居民笑着告
诉记者，“这老王什么都
懂，当保安屈才了！”王天
贵平时都是在门卫室里，
负责控制小区进车的起落

架和电子门开关。
今年56岁的王天贵，

在日常工作中比较心细，
爱钻研。

“我利用业余时间搞
科技创新，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不希望别人瞧不起保
安这个职业。”王天贵对记
者说。

对于这份工作，王天
贵乐在其中。他说：“保安
的工作就是为居民服务，
服务好了，居民就会给你
热情的笑脸，留下一句温
暖的问候，这会让我产生
责任感和信任感，我就更
愿意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据了解，王天贵已经
在该小区工作3年了，期
间，他把这个小区的3个保
安室都粉刷了一遍。每到
夏天，只要他有时间就会
去帮同事给小区绿化带浇
水。去年夏天，由于小区面
积大，绿化树木分散，负责
园林维护的工人需要分片
连续浇树，工作繁重。有一

次，夜班工作人员从晚上8
点开始浇树，一直持续到
次日早晨6点，期间多次将
水流入业主的车库，他二
话没说，就去帮助业主清
理。有时业主的大件快递
到货了，自己搬不动，他就
会帮忙往家里送。今年10
月份，他还义务帮助物业
的水暖工，用了3天的时间
为业主改造暖气。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
干出个样来！当保安不丢
人，做好了，人们也会尊敬
你！”王天贵向记者展示了
他1999年刚开始当保安时
一家公司连续几年评选他
为优秀员工的记录。

王天贵毕业于内蒙古
教育学院化学系，从乌达
矿务局第一高级中学调回
包头一家企业的时候，还
是按专业技术人员调过来
的。1999年，王天贵所在的
企业因为效益不好裁员，
王天贵被裁。

因为所学专业有局
限，为了生活王天贵来到

鄂尔多斯市的一家房地产
公司当保安。

在鄂尔多斯工作期
间，他感觉鄂尔多斯冬天

的雪格外大。每到下雪，王
天贵和保洁人员就要清理
院子里的积雪，楼前停车
场很大，车辆也多，还没清
理完，部分雪就被车轮压
实了。

2014年冬天，又遇大
雪，王天贵在清理积雪时
就琢磨着用铁板和铁锹组
合成了一个简易铲雪器，
几次实验之后，他自己动
手制作出了铲雪器，铲雪
的效率大大提升。

“即便是再快的铲雪
器，也需要人工操作，效率
比较慢，如果能有一种快
捷的除雪设备，它经过有
雪的道路之后路面就像没
有下过雪一样，那该有多
好！”这个想法在王天贵的
脑海里闪过之后，就再也
没有消失过。

王天贵特别爱看中央
电视台的《我是发明家》栏
目，节目中普通人在各个
领域的发明创造的事迹一
直激励着他。他也梦想着
有一天他的发明可以造福
百姓，同样改变一家人生
活境况。

从2014年冬天开始，
王天贵就开始关注市场上
的铲雪车等机械设备，他
发现所有的设备利用的都
是机械动力原理铲雪。

“能否利用雪的物理
特性发明一种装置，将雪
融化成为水，既除了雪，通
过回收利用还保护了环
境。这个想法让我的脑洞
大开，这也正是我最想要
的。”王天贵开始顺着自己
的思路寻找最好的方法。

为了弥补自己专业知
识的欠缺，几年的时间里
王天贵利用自己值夜班的

空闲时间看了大量的机械
制造、热动力、工程机械方
面的书籍，很多虽然看的
不太懂，但是通过不断的

琢磨研究，他的除雪工程
车有了雏形。

在王天贵实用新型专
利的说明书中，记者看到
这台除雪工程车有图纸和
清晰的阐述。

王天贵指着视图介绍
说，这种除雪工程车，包括
升降液压缸、旋转液压缸、
前推液压缸、滚筒折叠液
压缸、滚筒抬升液压缸、转
轴、化雪箱、电加热棒、陶
瓷棒、外壳、铰链、发电机、
水箱、外罩、水管、洒水板、
滚筒、滚筒架、信号灯、警
示牌等，其特征在于车的
前段设有电加热装置，用
以化雪。

车的后端设有滚筒，
滚筒内设有加热装置，滚
筒表面设有吸水垫、用以
清理雪融化蒸发形成的
水。卡车上设有发电机和
水箱，水箱内设有热盐水，
洒水板连接水箱，洒出的
水在滚筒后边，防止滚筒
没有把水清理干净，路面
结冰危害更大。这种车不
用转移积雪，就地清理，清
理过后路面干净没有残留
积雪，也不会结冰，清雪效
率高，司机一人即可操作，
节省人力物力。

随后，他指着小区楼
房前面的地面告诉记者，
去年下雪后，被楼房遮挡
的地面积雪根部无法融
化，他用自己发明的铲雪
器对小区的积雪地面进行
了清理，非常好用，既减轻
了小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强
度，又方便了居民的安全
出行。

王天贵说，这辆车前
置的电加热装置可以折
叠，根据道路的宽窄实施

作业，通过工作原理分析，
按照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
行驶，包头到鄂尔多斯的
高速公路，几个小时就可
以将积雪清理干净，这样
的机械更适用于大型机场
等公共交通环境。

用了4年的时间，王天
贵的发明基本成型，但是
当他决定申报专利的时候
却傻了眼。

“我在这方面几乎就
是一片空白，从今年初开
始，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天
天在学习专利申报的相关
知识，在找到门道的时候我
发现目前有很多专利申请
代理公司，在经过对多家公
司的比较之后，我同内蒙古
科技大学的一家公司合作，
在他们的帮助下申请了专
利。”他对记者说。

今年11月，王天贵收
到了除雪工程车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

除雪工程车在申请实
用新型专利的同时，又申
请了发明专利。王天贵说：

“发明专利需要一年多的
时间才能确认，但我非常
有信心。”

在研究除雪工程车的
时候，王天贵又发明了特
种铲雪工程车。王天贵介
绍，这种特种铲雪工程车
通过改进平地机的结构，
增加滚轮和分割分离装
置，进行高效率铲雪。滚轮
先把雪进行压缩，压缩雪
的体积，分割分离装置把
体积压缩后的雪从地面分
割和分离，体积压缩后的
雪便于铲板推到边缘，不
会堆积在铲板处，减少铲
雪时间，增加铲雪的效率，
雪的体积被压缩后，可以
减少运输雪车次，节省人
力物力，缩减铲雪成本，缩
短道路恢复交通的时间。

王天贵说，这种车适
用于积雪较厚的路面或机
场，清理起来简单又快捷。
特种铲雪工程车如今也已
经申报了实用新型专利。

据了解，委托代理公
司申请专利，王天贵花去
了9000多元，这笔费用对
于一个月只有2000多元工
资的保安来讲是一笔很大
的费用，但是王天贵却说：

“即使是不吃不喝，我也想
让自己的知识得到社会的
认可，最终实现规模化生
产，能帮环卫工人彻底减
轻工作负担，让城市道路
更加洁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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