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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3月21日-4月19日

情感：即使没有爱情发生，也可能

会结识比较不错的朋友，应懂得珍惜。

工作：你的某些好友很有可能会通过

某些人脉而帮你物色到合适的工作。

财务：支出比收入要多。

★须关注：注意心脏、呼吸系统。

情感：情绪相对敏感，容易波动，

和另一半的相处会处于一个瓶颈期。

工作：与劲敌对阵交手，表现尚可。财

务：财运指数直接飙升爆表，恭喜你

哦。

★须关注：注意皮肤问题。

金牛座
4月20日-5月20日

情感：多参加一些活动，只要愿意

还是很有可能找到合适的人。工作：无

论你的计划多么完美，总会出漏洞。财

务：不是特别想花钱，不妨花点钱孝敬

一下长辈。

★须关注：多补充营养。

双子座
55月21日-6月20日

天秤座
9月23日-10月22日

情感：单身的你，桃花运不会太

好，身边总会有很多不利的流言。工

作：各方豪杰、各式资源陆续进驻，团

队战斗力强大。财务：不要乱说话，无

心之言可能会阻挡你的财路。

★须关注：注意调整情绪。

情感:如果想要催桃花的话，建议

穿一些黄颜色的衣服，或者带一些黄

颜色的饰品。工作：不要太在意别人的

言论。财务：可以拉到一些赞助，会有

一些意外之财。

★须关注：注意肠胃疾病。

狮子座
7月23日-8月22日

情感：单身的你，会和年纪小的异

性比较来电。工作：很多计划被打乱，

工作效率屡受临时事件拖累。财务：投

入和收获成正比。

★须关注：注意饮食卫生。

情感：可能会因为一些琐事发生

争执。工作：危机处理应付自如，处理

各式繁杂业务条理分明。财务:小心

破财，丢三落四会造成无形损失。

★须关注：注意睡眠问题。

摩羯座
12月22日-1月19日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射手座
11月22日-12月21日

处女座
88月23日-9月22日

一一周周运运势势 44月月1122日日——44月月1188日日

情感：如果过于把精力和希望

寄托在对方身上的话，大半是不能

如愿的。工作：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胡

思乱想而与同事发生口头争执。财

务:在吃吃喝喝，娱乐上开销不少。

★须关注：容易手脚冰冷。

情感：两个人相处重在沟通，注

意说话的方式。工作:目标明确、行事

务实，且拥有强大情感动力做后盾。

财务:时机未到，不要投资。

★须关注：抵抗力比较差，注意饮

食，多到户外走走。

★★情感：两人关系日益升温，非常亲

密，好好把握。工作：勇敢面对错误，危

机处理明快诚实、应对得体，反而赢得

更多掌声。财务：分享越多，收获越多，

因此，在本周，你就大方一点吧。

★须关注：防止流血事件。

巨蟹座
6月21日-7月22日

双鱼座
2月19日-3月20日

天蝎座
1100月23日-11月21日

谋杀案测出
你的心理弱点

问题：在一个凶杀案现场，被谋

害的是一位年轻女子，遇害时正好手

中抓着一支断裂的口红，请用直觉推

断她遇害的原因。

A、强盗闯入家中劫财劫色

B、男友报复她移情别恋

C、暗恋她的人所为

D、情敌下的毒手

心理分析

选A：你潜意识里最大的弱点是

害怕患病。

你最害怕的莫过于自己得了不

治之症，受尽病痛的折磨，你害怕身

上的苦痛和死亡的威胁。既然这样，

平时就该多做运动，少看手机，让身

体棒棒的。

选B：你的弱点是害怕死亡。

你最害怕的不是你自己的死亡，

而是最亲密的人的死亡。因为你的感

情依赖度非常高，尤其对父母、配偶、

兄弟姐妹。当不幸发生后，你将无法

承受。所以，珍惜当下是最重要的，和

身边的人快乐生活。

选C：你最感到恐惧的是自然界

无法解释的现象。

灾难、恶魔等会在你的梦境或意

识模糊的时候出现。这是你非常不易

克服的弱点。建议平时多去大自然感

受一些美好的东西，培养乐观的人生

情趣和坚强的意志。

选D：你的弱点是害怕背叛。

你无法面对情人变心或亲密的

挚友出卖你。在他人恶意背叛你时，

你会脆弱得失去所有反击能力。不过

这个弱点不易被察觉，非要到面临困

境时才会显现。

情感：另一半的某些观念完全与

你不同，两个人也会有不少摩擦。工

作：没有必要对自己太严格，把自己的

事情做好就行了。财务：偏财运很旺，

但你会觉得受之有愧，所以未必会要。

★须关注：多走动,少玩手机。

情感：单身的你，很容易吸引到

异性的眼光。工作：过度自信恐招来

意外小挫。财务：过去一直没有收回

的外债，本周收回的可能性很大，不

妨去试试看。

★须关注：肩颈方面要注意。

体彩大乐透 5 亿元大派奖来啦
上市 9 年来第 8 次大派奖，今年开始时间早，派送总额多，首次针对固定奖派奖
□于彤

一年一度的体彩大乐透大派奖

活动今年来得更早一些，派奖第 1
期(第 16042 期)于 4 月 11 日 20 时

10 分开售，4 月 13 日开奖。今年的

派奖总额为 5 亿元，其中 2 亿元用

于一等奖的派奖，每期 1000 万元，

预计派送 20 期，派完为止；固定奖

(四、五、六等奖)派送 3 亿元，从第

16042 期起开始派送，派完为止。今

年的派奖活动除了开始时间早外，

还具有派送总额多、首次针对固定

奖派奖等亮点。

亮点 1 开始时间早

今年是体彩大乐透上市 9 年来

的第 8 次大派奖，也是历年开始最

早的一次派奖。

体彩大乐透于 2007 年 5 月 28
日上市销售，次年 7 月进行了第一

次派奖活动，2009 年的派奖活动起

于 10 月。此后，从 2011 年开始，每年

的 5 月成为“大乐透派奖月”，2011
年至 2015 年的 5 次派奖都是从 5
月开始的。今年的派奖从 4 月 11 日

开始，将持续至 5 月底结束。

今年夏天将进行欧洲杯和奥运

会的比赛，其中欧洲杯开赛日期是 6
月 11 日(北京时间)，体彩大乐透派

奖结束后，欧洲杯紧接着亮相，派奖

活动和大赛岔开，更有利于彩民投

注。

目前体彩大乐透奖池高达 26
亿元，这也是历次派奖期间奖池最

高的一次，为彩民冲击巨奖提供了

保证。

亮点 2 派奖总额多

今年的派奖总额高达 5 亿元，

是体彩大乐透历次派奖最高的一

次。其中，第 1、2、3、5、6 次派奖总

额在 1 亿元至 1 . 5 亿元之间，第 7
次派奖总额达 3 . 6 亿元，这 6 次派

奖均是针对一等奖进行派送。今年

的 5 亿元派奖中，将有 2 亿元用于

一等奖派送，仅比 2015 年对一等奖

的派送总额低，高于其他历次派奖。

今年一等奖派奖 2 亿元，每期

派奖 1000 万元，预计派送 20 期。当

期中得一等奖者同时中得派奖奖

金，派奖奖金由所有一等奖按中奖

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

体彩大乐透游戏规则规定的比例分

配。其中基本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

高限额 500 万元，追加投注单注派

奖奖金最高限额 300 万元。也就是

说，2 元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高可

拿 500 万元；3 元追加投注，单注派

奖奖金最高可拿 800 万元。派奖期

间，基本投注单注最高奖金可达

1500 万元，追加投注单注最高奖金

可达 2400 万元。若当期一等奖未中

出，或者派奖奖金按中奖注数均分

后有结余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

一期的 1000 万元合并用于一等奖

派奖；若一等奖派奖最后一期(第
16061 期)结束时一等奖派奖奖金仍

有剩余，则一等奖派奖往后顺延，直

至一等奖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亮点 3 固定奖翻倍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也是与往

年派奖的不同之处在于，将首次对固

定奖进行总额达 3 亿元的派奖。派奖

首期(第 16042 期)即投入 3 亿元用

于固定奖派奖，直至派完为止。

具体派送方式为：进行追加投注

的基本投注，若中得四等奖、五等奖、

六等奖，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单注

派奖奖金依次为：100 元、5 元、5 元。

也就是说，派奖期间，采用 3 元追加

投注的彩票，中得四、五、六等奖的单

注奖金分别为 400 元、20 元、10 元，

比 2 元投注获得的奖金翻倍。

若最后一期固定奖派奖奖金余

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固定奖派奖奖金，

则从体彩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补

足，固定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以往派奖多是针对一等奖进行

派送，虽然单注派奖奖金最多可达

800 万元，但是能分享到派奖奖金的

只是极少数的大奖得主，很多彩民

反映，派奖离他们太远了。在今年派

送的 5 亿元中，将有 3 亿元用于固

定奖的派送，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需要提醒彩民的是，要想获得

固定奖派奖奖金，一定要使用追加

投注方式，基本投注的四、五、六等

奖中奖彩票不能中得派奖的奖金。

顶呱刮两款新票
“幸福时光”“报喜”登陆我省

□赵倩予

体彩“顶呱刮”精彩不断。近

日，顶呱刮两款小面值的新票种

“幸福时光”和“报喜”将携手在山

东上市。两款新票各有什么特色

呢，让我们赶紧来一探究竟。

“幸福时光”200 元一小包

乱起来更方便

“幸福时光”是山东省自主研

发的情感祝福类即开票，票面是

清新的翠绿色，票面上一家三口

一起踏上春游之旅，画面温馨，轻

松活泼。

新票“幸福时光”玩法简单、

轻松、趣味性强，小奖多多，中奖

超容易。每张彩票 5 元钱，8 次中

奖机会。游戏玩法采用简单的找

中奖符号，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松树”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

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彩虹”标

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

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值得关注的是，该票首次采

用了 200 元一小包的包装，购买

灵活，让彩民朋友刮起来更方便、

更过瘾。

“报喜”面值 2 元

最高奖金 1 .5 万元

另一款新票“报喜”面值 2
元，单张彩票最高奖金 1 .5 万元。

该款彩票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喜

鹊、梅花为主要设计元素，勾勒出

了一幅喜庆的画面，生动传神地

表达出了“双喜临门”、“喜上眉

梢”等传统吉祥寓意。游戏玩法相

当简单，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喜”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

示的金额；如果出现“双喜”标志，

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

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扫描“手机

在线”二维码，即

刻体验精彩购彩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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