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羊座
3月21日-4月19日

情感上，去留的动荡，在本周渐渐尘
埃落定。工作上，职场安全感的隐忧再次
出现。财务上，沿袭上周运势，有参与新项
目投资机会，但把握较小。智力投资较划
算。

★须关注：本周易焦躁，难平静

情感上，恋爱运势上升，可望摆脱
之前一些不正常的恋爱状态。工作上，
进入事业发展阶段。财务上，财富可以
得到较好的保护，同时也可以利用财富
来帮助事业。

★须关注：本周容易工作过劳

金牛座
4月20日-5月20日

情感上，渐渐明确自己在情感关系
中想要什么。工作上，为人处事显示功
利的本性。财务上，正财运回升，与偏
财运辉映。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轻松获
利，亦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

★须关注：本周占有欲增强

双子座
55月21日-6月20日

天秤座
9月23日-10月22日

情感上，单身的，有望遇见条件不
错的对象。工作上，水星转入迁移宫，
思维从当下得失转向未来。财务上，金
星转入人际宫，合作运势回暖。但是行
动受太阳影响，你倾向于走偏门。

★须关注：本周出现纵欲倾向

情感上，越是熟悉的人越容易控制
或触痛你。工作上，水星转入事业宫，
事业重要目标出现。财务上，金星周四
转入资源宫，更关注资源的充分利用，
投机性增强。

★须关注：本周感情有内缩

情感上，感情从依赖朋友意见，转
向更多私下体验。工作上，小心借职务
便利有不正当获利。财务上，自信回
升，行动力增强。金星周四转入玄秘
宫，可能有不当获利机会。

★须关注：本周身体内耗加剧

巨蟹座
6月21日-7月22日

情感上，朋友对感情的影响加大。
工作上，处于低效阶段，容易有情绪性
表现。财务上，人际开销成为重头戏，
但你往往当做是投资，重视其带来的财
富资讯和机会。

★关注：本周自控力下降

狮子座
7月23日-8月22日

情感上，单身的，择偶标准变现实。
工作上，人际氛围加重，更积极投入人
脉圈拓展，借势明显。财务上，理财有更
明确的目标，注重稳步盈利。

★须关注：本周择偶标准变现实

情感上，意外的好运渐散。工作
上，犯小人阶段，契约或合同性事务
尤其要慎重。财务上，财富的起落，
往往和合作、契约有关，需小心谨
慎。赌运下滑。

★须关注：本周赌运下滑

摩羯座
12月22日-1月19日

情感上，有伴的，和伴侣情感生
变。工作上，执行高效，对遇到的困
难有非常高的耐性。财务上，周末可
能参与高风险项目或参与赌博。

★须关注：本周心态不容易放宽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情感上，恋爱机会多，对单身的有
利。工作上，创新机会多，表现欲强，领
导和管理角色加强。财务上，金星转入
家庭宫，对财富的管理转为守势。

★须关注：要注意呼吸系统疾病

情感上，感情上情绪和问题的积
压无法再抑制，会选择说出来。工作
上，求稳为主，家庭事务可能影响工
作。财务上，财务状况往往受家庭影
响，理财以稳为主。

★须关注：本周身心宜休养

射手座
11月22日-12月21日

双鱼座
2月19日-3月20日

天蝎座
1100月23日-11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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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什么星座
容易结仇（下）

□天秤座最容易跟——— 狮子座结仇
狮子座会让天秤座觉得自己像是哈巴

狗，因为天秤座会尽量让大家都很开心，
只要冷场，天秤座一定第一个跳出来讲很
多笑话，狮子座比较安然自在，在一群人
中他总是闷闷地在那里，这时天秤座会觉
得狮子座太不给情面了，觉得自己好像是
热脸在贴冷屁股。

□天蝎座最容易跟——— 双子座结仇
天蝎座觉得双子座太八卦了，而且天

蝎座最不喜欢自己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例
如出糗或者是刻意隐瞒的事情，可是双子
座的个性是人家越叫他不要讲的事情他越
想要讲。

□射手座最容易跟——— 处女座结仇
射手座觉得处女座的人太小家子气又

做作，而且处女座私底下很喜欢讲大话，
凡事都当真的射手座则会把处女座讲的话
当真，上过几次当之后，射手座就会觉得
完全无法跟没信用的处女座合作。

□摩羯座最容易跟——— 双鱼座结仇
双鱼座认为要把事情圆满的话是可以

用很多步骤的，而摩羯座会求速效，例如
他今天下了一个订单，最好明天对方就要
给他货，对于双鱼座的面面俱到，摩羯座
反而会认为他是不负责任，久而久之双方
就分道扬镳了。

□水瓶座最容易跟——— 天蝎座结仇
水瓶座很喜欢故布疑阵，往往水瓶座

铺陈了半天，天蝎座却一点就看穿，天蝎
座的一针见血让水瓶座很害怕，而水瓶座
的行为在天蝎座的眼中却很可笑。

□双鱼座最容易跟——— 白羊座结仇
双鱼座和白羊座都属于行动派，双方

如果不是很好的伙伴，要不然就是最后分
道扬镳，也就是非友即敌。

处女座
88月23日-9月22日

一一周周运运势势55月月2277日日--66月月11日日

大乐透爆 6 注头奖
山东彩民喜中 865 万

山东彩民今年的运气特别
好，前几个月就中得了 9 注大
乐透一等奖，但是自大乐透
1 . 5 亿大派奖活动开始以来，
一等奖跟我省彩民玩起了“捉
迷藏”，一直不肯露面。 5 月
24 日，超级大乐透第 14059 期
开奖，我省彩民终于打破僵
局，喜中 1 注大奖。

本期的开奖号码为： 0 7
15 17 25 29 + 04 11 ，全
国劲爆 6 注 865 万元头奖，我
省彩民非常幸运，中得了其中

1 注。据悉，这注 865 万一等
奖在泰安新泰市的 16043 体彩
投注站中出。

本期其余 5 注一等奖分落
浙江、河南、湖南、云南 4 个
省 份 ， 其 中 河 南 彩 民 包 揽 2
注，且有 1 注通过追加投注，
使得单个头奖达到 1385 万元。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1385 万
元追加头奖出自信阳 23718 体
彩投注站，中奖彩票是一张 5
注 15 元的单式追加票，其中 1
注号码命中头奖。河南中出的

另一注 865 万元头奖出自三门
峡 19021 体彩投注站，中奖彩
票是一张“ 13+2 ”复式票，投
入 2574 元，单票累计中奖 881
万元。本期开奖结束后， 4 . 99
亿元奖金滚存至下期奖池，同
时还有 1000 万元的派奖奖金。

追加投注多得奖金 520 万
元，河南彩民可谓幸运至极！
其实，派奖以来通过追加投注
多得奖金的案例不在少数。比
如第 14054 期，山西运城彩民
通过一张 3 元追加票擒得 2400

万元，比同期中奖的浙江彩民
多拿 900 万元；第 14057 期，
安徽彩民通过追加投注中得
2 0 7 1 万元，比同期中奖的辽
宁、福建彩民多拿了 7 7 7 万
元；第 14058 期，河南彩民通
过追加投注中得 1889 万元，比
同期中奖的安徽、福建彩民多
拿 708 万元。

自第 14052 期派奖开始以
来，超级大乐透已连续 8 期开
出 2 0 注头奖，其中 1 5 注为
1000 万元以上的超级大奖。

到淄博出差刮体彩 外地彩民“梦想成金”10 万
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

刮”的乐趣在于简单好玩，当
场就能知道中奖与否，精致
的画面也十分讨人喜欢，因
此，“顶呱刮”有着一大批忠
实粉丝。到淄博周村出差的
魏先生(化姓)也是众多粉丝
中的一员，他在出差途中仍
不忘这份乐事，更让人艳羡
的是，他这次仅买了 1 张顶
呱刮，就收获了 10 万元大
奖！

5 月 19 日，魏先生出现
在市体彩中心兑奖大厅，“真

不愧叫‘梦想成金’这名字
啊，这不，我中了 10 万！而且
就买了 1 张啊！”他激动地说
道，“兑奖应该挺快吧，我还
要赶回去。”原来，魏先生是
到淄博市周村区出差，办完
业务，看到街边的体彩站点
(07416 体彩站，位于周村区
城北开发区黑土村十字路口
北)，就想去刮几张彩票。“去
了我就问老板有什么好玩的
票，老板给推荐了这款新票，

‘梦想成金’，嘿，这名字我喜
欢，没想到刮了 1 张，就出了

大奖。”回忆起刮中大奖的情
形，魏先生更激动了，“当时
我刮出三辆小汽车(符号)，
就知道中奖了，可是当刮开
中奖金额的时候，我是直接
呆住了，10 万元啊！感觉心
跳都加速了好几倍！”

兑完奖，魏先生就风风
火火地准备返程了，临走说
起大奖的用途：“彩票画面就
是小汽车，这奖金也够买 1
辆的了，回去和媳妇商量商
量买车吧！”

(乔超)

近日，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烟台市
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体彩杯”中国象棋比赛
暨第六届山东省万人象棋烟台市预赛在长岛县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比赛由烟台市体育局、烟台市体育总会
主办，长岛县教体局承办，共吸引了该市 13 个
县市区的 84 名象棋爱好者参与，年龄最小的仅
10 岁，最大的 64 岁。比赛采取九轮积分制，不
设分组。经过两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大赛共决
出团体前三名和个人前六名。其中荣获团体前三
名的分别是：海阳市代表队、开发区代表队和芝
罘区代表队；荣获个人前六名的分别是：开发区
代表队的张大鹏、邵云龙，高新区代表队的吕月
波，栖霞市代表队的谢元高，蓬莱市代表队的李
伟祖和龙口市代表队的王清跃。荣获前六名的选
手将于近期代表烟台市参加山东省万人象棋比
赛。

近年来，体彩公益金广泛支持各项群众体育
赛事的开展，关注全民健康，支持体育事业发
展。本次象棋比赛的举办，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
关注，掀起了该市象棋运动的新高潮，并为推进
该市体育健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于丹)

“体彩杯”中国象棋比赛

在烟台长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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