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力都是逼出来的奴才怎敢欺骗老佛爷

《我我因因思思爱爱成成病病》
人人民民文文学学出出版版社社 李李兰兰妮妮//著著

《我我的的皇皇室室家家族族》
安安徽徽人人民民出出版版社社 爱爱新新觉觉罗罗··恒恒懿懿//著著

此此书书描描写写癌癌症症、、抑抑郁郁症症患患者者李李兰兰妮妮和和她她的的宠宠物物狗狗周周乐乐
乐乐为为了了跨跨越越彼彼此此之之间间的的巨巨大大鸿鸿沟沟所所做做出出的的努努力力，，最最终终通通过过
重重新新学学习习爱爱的的功功课课，，真真正正体体悟悟到到了了生生命命的的真真实实含含义义。。

李兰妮找到周乐乐。参加游泳赛的多是
中型犬、大型犬。小狗东西周乐乐居然在一
个很浅的浅水池里冲哥哥发嗲，卖萌晒Q，
引得几个女粉丝用相机对准它大拍特拍。哥
哥自豪。暗爽。周乐乐在镜头面前很自如，
很显摆。

李兰妮抱起它，说：你给我锻炼去！再
不练就废啦！

没等周乐乐醒过神来，它已被李兰妮扔
进深水区。

周乐乐用小短腿儿使劲刨，想上岸。刨
来刨去总在远处打转，它惊慌地看见姐姐见
死不救，站在岸上发命令：游啊。自己游过
来。

游不过来呀。要沉下去了。乐乐吓得上
流口水下淌尿，想汪汪求救却发不出声音。
哥哥姐姐在岸上吵。

你想淹死它呀！京巴怕水你懂不懂？
就是怕才要练。它总要有点特长吧。
要练你练自己呀，你连狗刨都不会。
坚持就是胜利。潜力都是逼出来的。
有病啊你。这样逼它。
有病怎么啦？谁没病？！不逼不成材。

就会发嗲。没出息。
哥哥见乐乐坚持不住了，开始咕咚咕咚

喝水了。他迅速下水，游过去，抱起周乐
乐。周乐乐惊恐万分，面无狗色。

姐姐在岸上拿出浴巾包住周乐乐。一边
给它擦水，一边嘲讽说：男子汉大豆腐，经
不起一点小风浪。喝几口水怕什么？娇气。

她正絮叨，忽听路易妈喊道：快看路
易！路易游得多好啊！

李兰妮闻声看过去，路易在游泳，居然

还是仰泳。路易妈在一旁踩水，扬手叫岸上
保姆快拿相机拍照。

路易真的在仰泳。脸朝上，头枕水，不
时在水中360度转动身体。

哇塞，可以去香港海洋公园当表演嘉宾
啦。名犬果然基因优秀，不断为主人争光，
时有惊喜奉献。

李兰妮抱着乐乐问保姆：路易以前会游
泳吗？

保姆说：今天是第一次。
李兰妮朝路易妈喊道：说不定它还会蝶

泳呢。看它能游多久。
路易妈任路易在水中不断360度转动仰

泳。她自己游到岸边来，检查相机，看保姆
拍照效果是否清晰。

李兰妮大呼小叫：路易——— ，来个蝶
泳——— 。路易加油。坚持……不是叫你潜泳
啊，蝶泳懂不懂？

路易妈转身望着路易喊：潜泳也很棒。
路易游过来。

路易一直往水下潜。
路易妈突然惊叫：路易溺水啦！
李兰妮没明白，仍在傻呵呵地乐。
路易妈急速把路易从深水里捞起来，送

上岸。保姆赶快接应，看到一块景观石，便
把路易摊放在山石上急救。

李兰妮这时才明白出事了。
保姆叫：路易没气啦。
路易妈喊：人工呼吸！
保姆说：要把肚子里的水倒出来。
路易妈说：人工呼吸！快。

明天请看：周乐乐绝食事件

“千真万确，奴才怎敢欺骗老佛爷！”
慈禧太后一听这话，两眼噙满了兴奋的

泪花，喃喃自语着：“老天开眼，助我大
清，灭尽洋人，团民可恃啊！”

礼亲王进而又兴奋地对太后说：“那义
和团民们个个勇猛无比，均不怕死，发誓要
将洋人灭尽！”

“义和团确乃朝廷赤子，传我的话，通
知司房取出库银褒奖甘军和义和团！”

“嗻，奴才遵旨，奴才这就去办。”
“慢着，你先别急着走，这么多天了，

我这心里一直像堵了一个大疙瘩，什么也不
想吃。今儿个我心里痛快，世铎呀，你留下
陪我进膳，我要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受宠若惊，急
忙谢恩。

随着殿上太监的一声叫喊：“传———
膳！”摆膳的太监排着队，每人手捧着明黄
色被窝包裹的饭盒，按顺序走了进来，依次
将饭菜从被窝里拿了出来摆好。殿上太监又
一声喊：“膳——— 齐！”

太后便坐到餐桌旁的椅子上。摆膳太监
将一品一品的菜碗、菜盘的银盖打开，顿时
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太后看着还站在那边
的礼亲王，和颜悦色地说：“快过来，站到
这边来。”

“嗻，奴才谢老佛爷！”
老佛爷刚往鸡汤那边一瞧，摆膳太监忙

将汤盆端到老佛爷跟前，为老佛爷盛上一小
碗当归乌鸡汤。慈禧太后喝了一小口便赞不
绝口：“好喝，又鲜又香，礼亲王，你也过
来尝尝！”

礼亲王听老佛爷这一声招呼，乐得眼泪

差点儿滚落下来。宫里的人都知道，老佛爷
可是不随便赐人陪她进膳的，这实在太难得
了！看来，老佛爷今儿个是太高兴啦。李莲
英见老佛爷吃得开心，他比谁都高兴，那张
厚厚的大鱼嘴一直勾成月牙形。

礼亲王走后，老佛爷喝了会儿茶，便斜
靠在椅背上打起盹儿来。她似乎看见大沽口
炮台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而碧蓝的海面
上，洋人兵舰正向炮台冲来。她正欲喊叫，
突然，碧蓝的海水全都变成了人血，一片鲜
红！血腥的气味令人作呕。她被噩梦惊醒，
下意识地喊叫出来：“不好啦，大沽炮台失
守了！”

随着这一声惊叫，她的额头沁出了冷
汗。李莲英急忙走了过来，轻声唤着：“老
佛爷，老佛爷，醒醒，您是在做梦呢。”边
说边替老佛爷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此刻，早
已等候在门外的荣禄和我曾祖父端王都被老
佛爷的喊叫声吓了一跳。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心里都在琢磨：“这可真神了，难道老
佛爷有未卜先知之术？”

李莲英见老佛爷已彻底清醒过来，便往
门外一指：“老佛爷，您看荣大人和端王爷
已在门外等候多时了，说有要事禀奏。奴才
怕打搅老佛爷，故让他们在外边候着呢。”

慈禧太后心中一阵乱跳：“两位重臣同
时到来绝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于是忙说：
“进来吧！”

“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慈禧太后望着他们两个焦虑的面容，心

跳得更加厉害：“快说吧，大沽口怎么样啦？”

明天请看：连个炮台都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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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书书的的作作者者爱爱新新觉觉罗罗··恒恒懿懿的的曾曾祖祖父父是是清清末末风风云云人人物物端端郡郡王王
载载漪漪，，末末代代皇皇帝帝溥溥仪仪是是她她的的堂堂祖祖父父。。作作者者年年少少时时上上山山下下乡乡插插队队十十
年年，，回回城城后后做做过过保保姆姆…………这这是是一一部部皇皇室室家家族族的的百百年年兴兴衰衰史史。。

222555000000 万万万！！！山山山东东东彩彩彩市市市七七七星星星彩彩彩最最最高高高奖奖奖诞诞诞生生生
继 13131 期济南彩友中得七

星彩 500 万后，仅仅隔了两期，11
月 15 日晚开奖的七星彩玩法再
为山东彩友送大礼：5 注足额头
奖，奖金 2500 万！开奖结果一出，
像一颗“重磅炸弹”点燃了整个山
东彩市。倍投让惊喜加倍，山东彩
市七星彩最高奖由此诞生！

沉寂了两期之后，七星彩在
第 13134 期打破平静，强势开出
五注 500 万头奖，均出自山东潍
坊市第 12643 体彩投注站点，造
就了 2500 万巨奖。本期开奖过
后，七星彩奖池还剩 500 万。

本期二等奖开出 15 注，每注
奖金为 3 2 3 2 9 元；三等奖开出
336 注，四等奖开出 4047 注。大
奖大，小奖也不小，这种井喷现象
得益于之前的高奖池。除 5 注一
等奖外，山东彩友还收获了二等
奖 1 注，三等奖 1 1 注，四等奖

120 注，运气爆棚！
“ 6173185”为本期的开奖号

码，大小比较平均，奇数、质数占
优，和值同上期一样为 31，处于中
位。这注看似普通的号码造就了山
东七星彩彩市的一个新传奇。

据机房检索，中奖票于 11 月
15 日 10：08 分投注，为一张单式
1 注 5 倍 10 元票。五注倍投，不
难看出大奖得主掏空奖池的信心
与霸气，而能用单式 1 注号码力
擒 2500 万，怎一个牛字了得！

七星彩玩法简单，简单的 7
位数，就可能换来大奖。号码的选
择更方便，可以从身边的电话号
码、车牌号码中信手拈来，再稍作
加工，不用费太多精力即可确定
心仪的号码。如果条件允许，大家
在投注时可以像这位 2500 万大
奖得主一样进行适当的倍投，通
过倍投让惊喜加倍！

““财财富富家家族族””全全员员到到齐齐

顶顶呱呱刮刮送送您您““黄黄金金万万两两””

体彩顶呱刮、惊喜不停送，继“富贵
多多”、“好事成双”上市后，10 元面值新
票“黄金万两”登陆泉城，至此，“好运财
富家族”成员全部上市。

“黄金万两”新票，采用金色闪耀的
票面设计，由九宫格、对对碰及对数字三
种游戏组合；对数字游戏，只要刮出黄金
标志就能中得对应所示的奖金，如果刮
出金戒指标志，就能中得刮开区内所示
的 10 个金额之和。12 次中奖机会，25
万元的最高奖金，黄金的诱惑让人迫切
地想要体验一番。

据了解，“财富家族”抢先登陆济南
的 30 元面值“富贵多多”、5 元面值“好
事成双”两款新票，凭借富贵吉祥的寓
意、简单好中的玩法设计赢得了彩友们
的青睐。两款新票畅销，也为 10 元“黄金
万两”的上市做好了铺垫。刮新票、赢“黄
金万两”，最高奖金 25 万元，喜欢顶呱刮
的彩友，快行动起来吧！ (于彬彬)

济济南南体体彩彩泉泉城城长长跑跑队队
再再跑跑全全国国半半程程马马拉拉松松赛赛

2013 年 11 月 10 日，济南体彩泉
城长跑队参加了“众晶杯”2013 中国上
饶全国半程马拉松赛。全国 27 个城市
近 3000 名长跑爱好者参加了该项赛
事，进行了一场体力与意志的精彩较
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济南体彩泉
城长跑队参加的第 39 个城市的比赛。
在环境优美的红土地上，这群快乐健身
的老人再次展示了济南人的风采，跑出
了激情，跑出了活力。

济南体彩泉城长跑队一行 23 人参
加了这次 3000 人规模的马拉松赛，最

年长的是 79 岁的李志坡老人。在克服
了旅途疲劳等困难后，23 人全部安全
完成赛事并取得较好的战绩，女队员杨
兴梅取得了第 30 名的好成绩。

公益体彩、健身全民、快乐人生，这
些令我们敬佩的老年人，用美好的体育
文化和体育精神展现了泉城人民良好
的精神风貌，也借助自身表现展示了

“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
作为民间体育文化交流使者，我们期待
着济南体彩泉城长跑队在公益爱心的
马拉松跑道上再创佳绩。 (小荷)

体彩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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