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羊座
3月21日-4月19日

情感上，感情沟通交流易有误会，
暧昧说不清的状况时有发生，小心自作
多情。工作上，需要依靠他人力量，开
始游说他人或试图依靠团队。财务上，
对新投资项目发生兴趣。

★须关注：注意身体。

情感上，伴侣间，言语多误会，计
较最伤感情。工作上，气场减弱，人气
渐散，做事每一步都感觉艰辛许多。财
务上，多劳多得的好运被削弱，付出和
收入增长往往不成正比。

★须关注：身体触觉变敏感。

金牛座
4月20日-5月20日

情感上，伴侣关系之前没有处理好
的，难以再蒙混过关，会有一场硬仗。
工作上，受水逆开启影响，言语误会和
进度延误状况增多。财务上，意外开销
多，进账有延误，涉及借贷恐难回账。

★须关注：出行小心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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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稳定求舒适，不主动不
积极。工作上，家庭事务增多，往往影
响工作状态。财务上，个人财运受家庭
财务状况影响。水逆影响判断，不建议
出手。

★须关注：水逆对身心影响较大。

情感上，桃花运强，但缘分短浅，
玩乐成分居多。工作上，玩乐、恋爱氛
围加重，影响工作状态。财务上，玩
乐、恋爱开销加大。意外开销和进账延
误。

★须关注：恋爱影响到了工作。

情感上，看重精神层面的契合。异
地情缘浓。工作上，水逆开启，意外误
判增多。结果可能和意向背道而驰。财
务上，财富敏感度和控制力下降。随心
所欲的状况增多。

★须关注：出门需注意。

巨蟹座
6月21日-7月22日

情感上，水星逆行，情感幻觉增
多。工作上，运气不差，乱打乱撞有收
获。财务上，水逆带来更多意外之财，
但木星在财帛宫抑制财富扩张，建议见
好就收，或做对冲布局。

★须关注：出行需提防交通意外。

狮子座
7月23日-8月22日

情感上，伴侣关系的问题凸显，也
有可能是伴侣近期特别需要你。工作
上，意外和误会增多，引致合作关系生
变。财务上，个人努力对财运提升的力
度下降，合作、借力变得更重要。

★须关注：工作会出现一些意外。

情感上，伴侣间沟通多，但受水
逆影响，易产生误会。工作上，职场
进修机会增多，是开阔眼界的时期。
财务上，对财富的控制力减弱，对小
玩意的喜好增加破财。

★须关注：多做运动。

摩羯座
12月22日-1月19日

情感上，克制之下，藏着贪欲，
只要时机合适，就会向伴侣要求更
多。工作上，从周二起恢复规律和秩
序，功利化取向渐明显。财务上，理
性消费回归，节俭意识提升。

★须关注：小心破财。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情感上，受水逆影响，原本清晰
的感觉变迷糊，原本鲜明的表态也出
现反复。工作上，容易受人唆使，或
判断失误，往错的方向用力。财务
上，赚钱动力上涨。

★须关注：水逆期，出行小心。

情感上，有异性贵人，难以拒绝
对方的好。工作上，行动力下降，所
幸有火星在命宫的能量做对冲。小情
绪增多。财务上，水逆增加意外开销
和进账延误的几率，投资易有误判。

★须关注：精神倾向躁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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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星星
讲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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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星座是

大富大贵的命

处女座
88月23日-9月22日

一一周周运运势势11月月2277日日--22月月33日日

第一名：狮子座、天秤座
多得贵人襄助，想不富贵都难。
狮子们王者般的气质，深深地吸

引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
每个人都希望找到最光彩的一面，尤
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往往喜欢和
拥有与自己的气质相近的人交往，这
个自然非狮子座的人莫属了。天秤座
拥有优雅的气质，不论男女都会得到
不一样的关注，在这个外表大过一切
的世界里，拥有魔鬼的身材，天使的
脸蛋使他们更容易得到财富的青睐。

第二名：金牛座、摩羯座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
天道酬勤是对于金牛和摩羯最好

的回报。金牛座的人做事严谨，勤
恳，能人所不能，哪怕是最没人去做
的事情，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去做，
并且做得尽善尽美，这样的人，哪个
老板不喜欢呢？摩羯座的人就更不用
说了，他们简直是为了工作而出生而
存在的人，真是无法想象，让他们停
下来休息，会不会要了他们的命。

第三名：双鱼座、白羊座
拥有爱心，就拥有了全世界，好

人有好报。
双鱼座有爱心那是不言而喻的事

情了，每一个双鱼人心里面，都有一
片蓝天，每一个在蓝天下生活的人，
都会拥有自己的幸福。他们是上帝派
往人间的天使，让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都带去爱的火种。别看白羊座风风火
火的样子像个没头的苍蝇，可是他们
拥有一颗火热的心，简单纯真的他
们，在献爱心的时候，丝毫不会怀
疑。

（第一星座）

刮顶呱刮 50英寸超级电视抱回家
1 月 27 日起，顶呱刮“三羊开泰”、“中国红”系列套票陪您一起过大年

□朱德慧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日渐临近，红红
火火过大年怎能少了顶呱刮的陪伴？光中
奖还不够，1 月 27 日起，顶呱刮“三羊开
泰”、“中国红”系列套票陪您一起过大年，
50 英寸超级电视、百元即开票送送送！新
春玩转顶呱刮，就是这么任性！

1 月 27 日到 3 月 6 日期间，彩民在
我省体彩网点购买“三羊开泰”、“中国红”
系列套票即可参与活动，中就送啦！刮新
票“三羊开泰”单张彩票中奖金额为 1000
元(含)以上或者刮出“中国红”系列即开
票票面覆盖膜印有“吉祥”或“如意”符号，
且经 IVT 或 BCR 扫描兑奖的彩民，即可
获得 50 英寸 3D 网络智能 LED 液晶超
级电视一台。刮开“中国红”系列即开
票，票面覆盖膜印有“兴旺”符号且经
IVT 或 BCR 扫描兑奖的彩民，即可获得
100 元顶呱刮任意游戏即开彩票。“吉祥、
如意、兴旺”的寓意传递着美好的新春祝
福，好运不断、好礼不停的欢乐体验即将
开启！

不论是“三羊开泰”还是“中国红”，相

信都能为彩民们送去浓浓的过年喜庆气
氛，以及不计其数的惊喜大奖。而“刮中就
送 50 英寸超级电视、百元即开票”的活

动，让顶呱刮粉丝们“很幸福”！快过年了，
一起来沾沾喜气，喜庆顶呱刮刮起来，把
50 英寸超级电视抱回家吧！

玩“赚”2015
济南竞彩旺站中百万奖金

□于彬彬

玩赚竞彩，天天惊喜！
崭新的 2015 ，竞彩依旧陪
伴在大家身边，尤其是自亚
洲杯火爆开赛以来，喜欢竞
彩的小伙伴们迎来属于自
己的狂欢，各种夺金好戏不
断上演。泉城所有竞彩店
中，位于市中区十六里河的
02863 竞彩店可谓远近闻
名的旺站，自进入 2015 年
以来，重磅喜讯不断，截至
发稿，该店已销售 109 万
元竞彩彩票，中奖奖金总
额达 108 万，返奖率接近
100% ，令彩民朋友为之振
奋不已。

近几日，02863 站长王
亭成为来兑奖大厅次数最
频繁的人，来来回回帮彩民
兑取大奖，面对工作人员的
祝贺，他喜滋滋地表示：“亚
洲杯开赛以来，由于强弱分
明，各小组冷门非常少，让
大家抓住时机稳稳地赚了
不少奖金。尤其是中国队的
比赛，不少彩民投了很多

‘爱国票’，国足非常争气，
为大家奉献精彩比赛的同
时，帮彩民中得了更多奖
金。”当然，面对接近 100%

的高返奖率，王站长激动之
情更是溢于言表：“进入
2015 年，我店竞彩销售十
分火爆，尤其是亚洲杯以
来，中个一千两千都‘不好
意思跟人说’。希望彩民再
接再厉，中更多大奖，我天
天为大家兑奖才好！”

今年，竞彩单固玩法也
非常给力，几乎每场比赛都
开设单固投注，为大家投注
时增添更多乐趣。

潍坊“技术大咖”揽大乐透奖金 12 . 8 万
□彩思飞扬

“中奖了，最近运气真不错！”1 月 19
日，技术型彩民张先生(化名)来到潍坊市
体彩中心兑取了大乐透奖金 12 . 8 万元，
据他说这已是他近期第二次来领奖了。

1 月 14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5006
期开奖，中奖号码“ 06 、08 、30 、32 、33+
03 、07 ”，幸运的淄博彩民摘得一注追加

头奖 1600 万元，潍坊彩民张先生则凭借
一张 504 元的前区复式票，收获了一注二
等奖、25 注四等奖、100 注五等奖和 100
注六等奖，总奖金 128662 元。张先生
说，他是一名“技术型”彩民，喜欢研
究号码走势，这张“ 10+2 ”的前区复式
票是他自己精心组合而成，平时一般投
注在一两百元左右，本期正是因为感觉
非常好所以才加大了投注额，开奖后果

然中奖。张先生说：“我前阵子刚中过一
个 10 万以上的大奖，这次又中了二等奖，
感觉更有信心了！”

对于自己的选号技巧，这位“技术大
咖”张先生半开玩笑地玩起了神秘：“我就
是看走势选号，一般都是买小复式。选号
的小秘诀？这个可不能告诉你，万一后面
再用不灵了，我还指望着用这个方法逮个
头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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