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运势★★★★★：
天秤座：善于营

造气氛，把快乐传播

给众人。单身者若有

空可去书店，有意想不到的邂逅。

多留意今天的财经消息，能帮你

发现好机会。

幸运数字：3 幸运色：玫瑰红

今天出生的人，有点深不可

测，看似温柔体贴，实则心有猛

虎，是不好对付的斗士。长处是：

细心、专心、善于观察、思考锐利。问

题是：固执、好辩。建议：少些怀疑、

批评和争论，多点全神贯注和信任，

锻炼心智，增强自我约束力。

幸运数字：4
名人：王阳明、蒋介石、诺罗

敦·西哈努克、邓加、吴奇隆

明天

阴有阵雨转多云

南风2～3级

7℃～13℃

今天

晴转多云

3℃～15℃

南风2～3级，有霜冻

天气预报

中国体育彩票

排列3第 1 5296期中奖号码

为 ：9 、0 、5 。下 期 奖 池 奖 金 ：

6597459元。

排列5第 1 5296期中奖号码

为：9、0、5、4、1。下期奖池奖金：

261783021元。

七星彩第15127期中奖号码

为：5、3、4、1、4、9、8。一等奖中出1
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下期奖

池奖金：25735550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16 . 88
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5年10月30日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第2015Q127期中奖号

码：基本号码:02、10、11、14、18、20、
22特别号码：26

3D第2015D296期中奖号码：

3、6、1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5年10月30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开奖公告

今日星座

景点预报

空气中首要污染物：细颗粒物

空气质量指数级别：Ⅲ级

空气质量指数类别：轻度污染

对健康影响情况：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

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

建议采取的措施：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

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今日空气质量

昨日地下水位
(来源：济南市水利局网站)
趵突泉 27 . 78米 黑虎泉 27 . 72米
注：趵突泉红色警戒线为27 . 60米

今夜到明天有阵雨
□记者 赵冉 播报 于露

10月离开我们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场冷雨送行，

这大概是这场冷空气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同样

的干旱也发生在去年，一样在10月，降雨量不超过

10毫米，接下来的一个冬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雨

雪。这个冬天会怎么样呢？

济南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

雨。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2～3级，最低气温-2℃
～3℃，有冰冻或霜冻，最高气温15℃。夜间到11月1
日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3级，最低气温5℃～

7℃，最高气温13℃左右。2～3日晴，南风2～3级，气

温上升，最高气温18℃左右。4日多云转阴，南风2～
3级，气温略有下降。

今日运势★★★★：

金牛座、巨蟹座、狮子座、处

女座、天蝎座、双鱼座
今日运势★★★：

其他星座 （李琳）

历史上的今天

推理破案

真假新娘
德国珠宝商康拉德·布朗斯

上星期在他的旅馆房间里被杀

了。他的一大笔遗产将转入他的

到美国来之前刚刚悄悄结婚的新

娘子手中。

据布朗斯在美国的一个朋友

说，布朗斯和他的新娘子在德国

按德国风俗举行婚礼之后，只身

先到了美国，而他的新娘将在一

星期后抵达纽约和他相会。除了

知道这个新娘是个钢琴教师外，

别的都不清楚。

现在新娘子来了——— 不是一

个，而是两个！她们都有一切必要

的证明，表明自己是布朗斯的新

娘，而且对布朗斯也都很了解。那

么，两个人中谁真谁假呢？

在布朗斯先生那位美国朋友

家里，海尔丁见到了那两位新娘，

一位肤色白皙，满头金发，另一位

肤色浅黑，两人都很丰满结实，三

十来岁，很漂亮。

海尔丁见那位金发新娘右手

上那枚戒指箍得很深，手指上出

现了一条红道道，而那位肤色浅

黑的女士两只手儿几乎戴满了戒

指。

海尔丁沉思片刻，向两位女

士欠了欠身：“你们能为我弹一首

曲子吗？”

浅黑肤色的新娘马上弹起了

一首肖邦的小夜曲。只见她的手

指在琴键上灵巧地舞动着，海尔

丁发现她左手上有三枚蓝宝石戒

指和一枚结婚戒指，右手上套了

三枚大小不同的钻石戒指。

她演奏完后，金发新娘接着

也弹了这首肖邦的小夜曲，虽然

她弹得和前一位一样优美动听，

但她右手上仅有的那枚不起眼的

结婚戒指却使她远为逊色。

海尔丁听完两位女士的演

奏，微微一笑，对其中的一位说：

“现在请你说一说，你为什么要冒

充布朗斯先生的新娘？”

海尔丁这句话是问谁？

答案

是向那位珠光宝气的浅黑肤

色女士。她的结婚戒指戴在左手，

这是美国风俗。而那位金发女士

的结婚戒指戴在右手，这是德国

风俗。康拉德·布朗斯的新娘子是

德国人。海尔丁为了看清她们如

何戴结婚戒指，故意让她们演奏

钢琴曲。

生活指数

穿衣
指数

晾晒
指数

基本适宜
天气不错，
抓 紧 时 机
让 衣 物 晒
太阳吧。

较冷
建议着厚外
套加毛衣等
服装。

2001年 美军炸毁阿最大水电站

1988年 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公路开通

1980年 伦敦百年老报《新闻晚报》关闭

1958年 《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

受诺贝尔奖

生活气象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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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

晴

南风3级

9℃～18℃

（以上为市区温度）

逛街
指数

晨练
指数

适宜
这种好天气
去逛街可使
身心畅快放
松。

较适宜
建议晨练着
装不要过于
单薄，以防
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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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名称 天气现象 温度

四门塔 晴转多云 1℃～14℃

锦云川 晴转多云 0℃～13℃

野生动物园 晴转多云 0℃～13℃

九顶塔 晴转多云 0℃～13℃

药乡公园 晴转多云 0℃～13℃

红叶谷 晴转多云 0℃～13℃

凤凰岭 晴转多云 1℃～14℃

灵岩寺 晴转多云 0℃～13℃

五峰山 晴转多云 0℃～13℃

蟠龙山公园 晴转多云 -1℃～13℃

白云湖 晴转多云 -1℃～13℃

百脉泉公园 晴转多云 1℃～15℃

黄河森林公园 晴转多云 -4℃～13℃

上下班预报

7:00～8:30

晴，南风2～3级，气温4℃左右

11:30～14:00

多云间晴，南风2～3级，气温13～15℃

17:00～19:00

多云，南风2～3级，气温10℃左右

报名时将姓名、年
龄、职业、身高、星座、特
长或爱好、联系方式和
照片(3-5张近期全身正
面照，分辨率高，图片不
小于 1M )发至公共邮
箱：shenghuonvlang@
sina.com。

报报名名方方式式

姓名：于露

年龄：27岁
身高：166cm

职业：天下第一泉

景区导游

星座：巨蟹座

摄影：记者 王鑫

大明湖简介

大明湖景区1958年
辟建公园，由于湖水来

源于老城区内诸泉，被

誉为“泉城明珠”。大明

湖自然景观秀丽，沿湖

八百余株垂柳环绕，“四

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色半城湖”是其风景的

最好写照。古时济南八

景中的鹊华烟雨、汇波

晚照、明湖秋月、历下秋

风以及著名的佛山倒影

都能在景区内观赏到。

园中30多处名胜景点掩

映绿荫之间，让游客应

接不暇。2009年扩建后，

景区总面积增至103 . 4
公 顷 ，大 明 湖 从“ 园 中

湖”变为“城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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