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羊座
3月21日-4月19日

情感上，恋情平稳。工作上，走极端。
对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明确，嗜好竞争，求
快速达成，好走偏门。财务上，娱乐成为花
销大项。偏财运重，投资有大冒险机会。小
心他人蛊惑。

★须关注：本周易沉溺于游戏或性。

情感上，情感问题处理上会有较多
任性之举。工作上，思辨力弱，执行力
低，容易关注某些偏门项目并取得成
绩。财务上，财务控制力低，易有情绪
性消费。

★须关注：本周情绪自控力低。

金牛座
4月20日-5月20日

情感上，和对象之间的沟通机会较
多。工作上，不愿有太多的变化，也拒
绝过分劳累。财务上，财务状况受家庭
影响，仍可关注置业机会，合约关系存
在获利机会。

★须关注：本周可能有胃部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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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相处轻松，有各自的
空间，若有共同的爱好可加强亲密度。
工作上，有上进心，执行、表现能力
强。财务上，财务轻松，人缘带来财
运，涉外生意较有获利机会。

★须关注：本周工作压力加大。

情感上，不够现实的恋情面临考
验。工作上，行思一致，积极拓展人脉
为己所用。人际开支大，但也带来财富
资讯和机会，长期坚守的项目可期待回
报时机。

★须关注：本周有创业的时机。

情感上，不会轻易表达情感，而会
先观察对方。工作上，有好辩倾向，容
易口无遮拦犯小人。财务上，理财资讯
较多。金星位于物质宫，务实、功利倾
向明显。

★须关注：小心过度活跃。

巨蟹座
6月21日-7月22日

情感上，对感情的占有欲强。单身
的攻势明显。工作上，行动和思维都表
现出明显的逐利性。财务上，机遇方
面，长线、稳定获利机会较多。建议出
手。

★须关注：对财富的占有欲强。

狮子座
7月23日-8月22日

情感上，偏重感觉，情感界限感
不明。工作上，自主性和行动力强；水
星也位于命宫，反应快，点子多。财务
上，受人支配，但也有机会获得好处。

★须关注：本周情绪易亢奋。

情感上，沿袭上周，享受刺激的
快感。工作上，当下的状况因为放松
可能出现混乱，但你并不太担心，你
谋划着某场大赌局。财务上，偏财、
贵人，仍是本周的关键词。

★须关注：本周锻炼效果加倍。

摩羯座
12月22日-1月19日

情感上，单身的，有机会在合作
共事中遇见合适的人。工作上，容易接
触到黑暗、残酷面，判断目光敏锐。财务
上，较有机会获得贵人相助。

★须关注：易有极端情绪发泄。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情感上，计较和挑剔较多，关系
容易紧张。工作上，合作是关键，工
作事务推进往往需要他人的协助和配
合。财务上，工作加薪有机会。

★须关注：本周要小心富贵病。

情感上，本周工作分量重，影响
感情投入工作上，工作专注，执行力
强，是工作高效期。财务上，冒险偏
好大，但现实是努力工作拉升收入的
可能性更大。

★须关注：小心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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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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星座

爱情甜蜜不减术（上）

处女座
88月23日-9月22日

一一周周运运势势88月月55日日--88月月1111日日

白羊座：给自己的冲动做减法
白羊座的人个性比较急躁，一旦遇到

不爽的事情，便会无所顾忌地表露自己的
情绪，而即使是在另一半面前，更是会任
性地摆脸色、耍脾气。要知道，话出口时要
三思，如果冲动之下说了气话，可能会给
对方造成巨大的困扰、难以抚平的伤害！
所以，要想让你们的爱持久甜蜜，在下次
生气时先给自己的冲动做个减法吧！

金牛座：给恋人的优点做加法
金牛座的人对爱情的期待比较高，对

另一半的要求更是如此，可是，超人的标
准，往往会让幸福遥不可及。正所谓“期望
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嘛，所以，只有适当
降低对另一半的期望值，不吝啬表达对另
一半的赞美，不断地给TA的优点做个加
法，相信，你们的爱情会慢慢走出平淡期、
倦怠期，重回热恋时的甜蜜期！

双子座：抑制好奇心增强信任
双子座的人好奇心本来就强，到了爱

情中更是如此，总疑神疑鬼的，免不了会
有查岗的行为，一次两次，对方也许能理
解，可假如总是被怀疑被找茬，这段感情
恐怕就要面临不小的危机了！建议双子适
当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尊重另一半的独立
性，增强对TA的信任度，只有相处的气氛
融洽了，甜蜜才能再次回来不是吗？

巨蟹座：用嫉妒为爱情加点蜜
巨蟹座的人因安全感严重匮乏，所以

容易时不时地就有“TA是不是不爱我了”
的想法，而面对另一半跟异性朋友(哪怕
只是关系很普通的异性朋友)的互动，巨
蟹可能会吃点醋。其实倒不如利用这种嫉
妒心和无伤大雅的醋意，更好地提升自己
的魅力，让另一半的心更愿意为你停驻，
到时还怕你们的爱情甜度不够吗？

（第一星座）

山东体彩助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40 万元资助百名贫困大学新生，继续接受报名

买体彩大乐透
四重豪礼等您来赢

买体彩大乐透，光中奖金可不够，
还有四重惊喜等着您！为了回报广大
彩民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彩票的支持
和厚爱，8 月 9 日起，山东体彩将开展

“买超级大乐透抽奖送大礼”活动，
1600 包 600 元的“顶呱刮”即开彩票，
800 张 1000 元的山东一卡通，48 个 5
万元的家具家电豪华大礼包等您来
赢，还有 30 万盒高档抽纸免费送！礼
品超级多，就等您来拿！

参与抽奖，尊享三重大礼

此次活动从大乐透第 14093 期(8
月 9 日晚 20:10 开售)-第 14116 期
( 10 月 4 日晚 20 : 0 0 停售)，共 24
期。活动期内，凡在山东省内实体销
售网点购买大乐透彩票，且单期单票
金额满 10 元的彩民，均可凭所购彩
票参与抽奖(单期投注金额满 10 元的
大乐透多期票可参与抽奖)。抽奖时
间分别为 8 月 18 日、 8 月 25 日、 9
月 1 日、 9 月 9 日、 9 月 15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9 日、 10 月 8 日，
共抽奖 8 次。每次从上周销售的三期
大乐透彩票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中奖彩
票(以彩票序列号为准)，各奖励相应
礼品。

此次抽奖活动共设三个奖项：从
单期单票金额满 100 元的大乐透彩票

中，每次抽取 6 张作为一等奖中奖彩
票，各奖励价值 5 万元的家具家电组
合；从单期单票金额满 30 元的大乐
透彩票中，每次抽取 100 张作为二等
奖中奖彩票，各奖励面值 1000 元的
“山东一卡通”一张；从单期单票金
额满 10 元的大乐透彩票中，每次抽
取 200 张作为三等奖中奖彩票，各奖
励面值 600 元的“顶呱刮”即开型体
育彩票一包。抽奖结果通过山东体彩
网、济南电视台娱乐频道“体彩一
刻”栏目(抽奖日当晚播出抽奖实况,
节目时间 21:15-21:30)和《体育晨
报》公布。

高档抽纸免费送

活动期内，凡在山东省内实体销
售网点采用多期投注方式购买大乐
透，且单票投注金额满 60 元的彩民，
或以复式(或胆拖)投注方式购买大乐
透彩票，且单票金额满 100 元的彩民，
即可凭该票获赠高档抽纸一盒。

一张彩票最高可有 3 次抽奖机
会， 480 万元豪礼， 2400 多个奖品,
可兼中兼得，还有 30 万盒高档抽纸
免费送，让你一次赢个够！怎么样，
心动了吧？让我们共同期待活动的开
始吧！

(啸风)

十年寒窗苦读日，今朝金榜题名
时。在这人生最欢喜的时刻，却总有
一些学子因为家庭贫困，而让大学变
成了遥不可及的梦。为了让更多品学
兼优的寒门学子圆梦大学，山东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齐鲁晚报、大众网
联合举办“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
学子”爱心助学活动，在全省范围内
共捐助 100 名贫困大学新生，每人捐
赠助学金 4000 元，总额 40 万元。
■报名时间：

2014 年 7 月 7 日-8 月 18 日
■报名条件：

1、山东籍户口；
2、家庭贫困；
3、高考分数达到专科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且被专科(含)以上院校
录取的 2014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

4、学习刻苦、积极进取、品行端
正。
■报名方式：

登 录 “ 大 众 网 ”

(www.dzwww.com)或“山东体彩
网”(www.sdticai.com)进入“情系革
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
心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
■报名要求：

1、报名学生须在“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心助学

活动网上报名平台提交填写完整的
报名资料。

2、报名学生须在“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心助学

活动网上报名平台按要求提交本人
相关材料的电子版：(1)本人身份证(双
面)；(2)户口本(索引页及本人信息页)；
(3)大学录取通知书(若未收到录取通
知书，须提供录取证明)；(4)户口所在
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相关政府部门
出具的贫困证明(加盖公章)。

3、凡提交信息、资料不全或不属
实，均视为无效申请。
■咨询电话：
0531-82053018
0531-82028956

■受助学生名单公布渠道：
山东体彩网、齐鲁晚报、大众网。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

8 月 2 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第
14089 期开奖，全国爆出 9 注头奖，我
省彩民喜获 1 注 627 万一等奖。

体彩大乐透第 14089 期开奖号
码为：前区 02、08、12、29、30，后区
07 、12 。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 9
注，单注奖金 627 万元，分别被来自
山东、福建、湖南、四川、河北、黑龙

江、安徽、河南、吉林 9 省的幸运彩民
擒获，其中河北彩民采用了追加投
注，多获奖金 376 万元。

据悉，山东这注 627 万元的大乐
透一等奖出自威海，这已是今年以来
我省中出的第 16 注大乐透 500 万元
以上大奖了。

当期开奖结束后，大乐透的奖池

金额依然保持高位！再次提醒广大彩
民朋友，在奖池超高的利好条件下，
正是收获巨奖的好时机，彩民朋友切
莫忘记使用复式、追加和倍投等中奖
利器，一定抓住 2 元中取 1000 万、3
元冲击 1600 万的大好机会，争取收
获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

(啸风)

大乐透井喷 9 注头奖 我省彩民喜中 6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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