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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3月21日-4月19日

情感：有伴的白羊最好注意跟另

一半的沟通方式，说话的时候小心点，

不要引发对方的误会。工作：总有一些

细节没顾及到，沟通不畅。财运：贸然

出击必然是花钱买教训。

★须关注：避免盲目信任他人。

情感：神经紧张完全是不必要，过

分盯梢累的是自己，烦的是他人。工

作：会遇到一些伤不起的人和伤不起

的事。财运看涨，花销增大。

★须关注：注意维护好周边的人

际关系。

金牛座
4月20日-5月20日

情感：陷入了爱的被动，判断不清

爱情的走向，只好选择原地等待。工

作：过分关注自我感受难免忽视他人。

财运:透支状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

★须关注：不要相信别人的谗言。

双子座
5月21日-6月20日

天秤座
9月23日-10月22日

情感：为讨好对方买了一大堆不

切实际的物品，这种日子让你觉得有

点累。工作：合作运比较差，还是一个

人单打独斗吧。财务：没有太大问题。

★须关注：做好苦中作乐的心理

准备。

情感：适时地装点一下两个人温

暖的小窝，给双方营造一个更温馨的

环境，这样你们的感情会更好哦。工

作：你安排他人帮你完成的工作部分

会被无情拖延。财务：人际开支增加。

★须关注：求职方面有贵人相助。

情感:感觉到格外的幸福甜蜜，两

个人在一起觉得特别来电。工作：建议

多思考实际的东西，在制定计划的时

候注意可操作性。财运：个人花销必须

紧缩。

★须关注：提高自身的协调能力。

巨蟹座
6月21日-7月22日

狮子座
7月23日-8月22日

情感：情感方面需放平心态，相信

自己的另一半，不要自寻烦恼。工作：

不要太在乎其他人的流言蜚语。财

运：个人花销很大。

★须关注：多花点心思在服装上。

情感：感情不稳定，容易因第三

者的出现而导致分散。工作：在商务

洽谈上更容易获得投资的机会。财务：

会意外获得收获。

★须关注：多有口舌争端。

摩羯座
12月22日-1月19日

情感：应处理好投怀而来的感

情，以免对自身的婚姻运带来隐患。

工作：做事切忌冲动，很容易造成不

良后果。财务：财运较差，不宜投资

求财。

★须关注：睡眠是最好的疗法。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情感：恋爱关系往往会受他人

的蛊惑，而产生间隙。工作：在细节

上太过追求完美，注意改变一下自

己的工作方式。财务：花钱太凶猛，

注意控制。

★须关注：不宜做激烈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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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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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卫生间测抗压指数

处女座
8月23日-9月22日

一一周周运运势势1111月月2244日日——1122月月11日日

题目：你要去一个布局如上图的公共卫

生间，里面没有一个人，那么凭直觉你会选择

去哪个小间方便呢？

A：“承受压力指数为8分”

你生命力旺盛，能快速了解别人的需要，

善于理解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容易自以为是

而粗心犯错，使别人深感困扰。

B：“承受压力指数为3分”

你会全力以赴地去照顾和体贴心爱的人

和所有亲朋好友，多愁善感是压力指数的致

命伤，不要对自己太高要求。

C：“承受压力指数为9分”

你的特长是能与人和平共处，人缘极佳。

但胆小怕事使你包容他人的缺点，任由他们

做坏事，小心受牵连。

D：“承受压力指数为7分”

你有喜感十足的性格，不会让痛苦或不

安打扰你欢愉的心情。但你的持续能力不长，

有碍事业发展。

E：“承受压力指数为6分”

个性细致、敏感度很高，适合从事有创意

的工作，工作能力很强。

F：“承受压力指数为4分”

你无法承受生活压力时，不妨让自己平

凡一点，别在乎别人的期望。

G：“承受压力指数为5分”

你的个性孤独又不能被他人肯定，使你

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何在。千万不要三心二意，

使自己失去生活重心。

H：“承受压力指数为10分”

你不需要别人帮助解决生活压力，但需

要别人指导解决生活难题，因此建议你多交

一些有智慧和远见的朋友。

情感：放平心态，相信自己的另一

半，不要去做无谓的自寻烦恼之事。工

作：提高效率，把未完成的事做完，工

作累积下去只会越来越多。财运：有小

财弥补或他人资助。

★须关注：情绪波动，容易上火。

情感：对于感情越来越没有信

心，若另一半架子较大，你会想避开

他。工作：会因率性遭受批评，还是

应该多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吧。财务：

容易出现钱财方面的损耗。

★须关注：踏实做事、多做少说。

体彩顶呱刮开启“全民狂欢”
每周 2 辆奔驰 smart 汽车、10 台智能超级电视大放送

□赵倩予

好消息，好消息！11 月 23 日，

备受瞩目的“相信自己顶呱刮 奔

驰汽车开回家”活动在我省火爆开

启！每周 2 辆奔驰 smart 汽车、10
台 50 英寸智能超级电视，还有海

量即开票一大波好礼连环送，就是

这么任性！

任意票种可参加活动

顶呱刮家族引领“全民狂欢”

据悉，本次活动不限票种，所

有山东省在售的顶呱刮票种均参

加活动，范围大、选择广，2 元、3
元、5 元、10 元、20 元、30 元不同

面值的票种应有尽有，头奖奖金从

几万元到 150 万元不等，使彩民可

在最大的选择空间内参与，可谓顶

呱刮的一次“全民狂欢”。

活动门槛低

单票中奖满 100 就有奖上奖

此次活动参与门槛低，单票中

满 100 就有奖上奖，让彩民朋友尽

情感受顶呱刮带来的幸运与惊喜。

只要您在 11 月 23 日-12 月 20 日

期间，在山东省境内购买任意票种

顶呱刮彩票，单票中得 5 0 0 0 元

(含)以上，再获赠 50 英寸智能超

级电视 1 台；单票中得 2 0 0 0 元

(含)-5000 元，再获赠 600 元顶呱

刮彩票；单票中得 5 0 0 元 (含 ) -

2000 元，再获赠 300 元顶呱刮彩

票；单票中得 200 元(含)-500 元，

再获赠 100 元顶呱刮彩票；单票中

得 100 元(含)-200 元，再获赠 20
元顶呱刮彩票。彩民中奖时间以兑

奖终端扫描为准。

多重好礼连环送

奔驰 smart 等你开回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

还设置了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

凡是活动期间在山东省境内购买

任意票种顶呱刮彩票，单票中奖

500 元及以上且经兑奖终端扫描兑

奖的彩民即可参加抽奖。抽奖以周

为单位，每周送 2 辆奔驰 smart ，
10 台 50 英寸智能超级电视。活动

期间共抽奖四次，共计送出 8 辆奔

驰 smart 汽车、40 台 50 英寸智能

超级电视。活动奖品力度之大堪称

前所未有！机会多多，奖品丰厚！如

此给力的回馈你还不心动吗？快快

去附近的体彩站一试身手吧，尽享

游戏乐趣的同时，还能收获不菲的

奖金和奔驰 smart 汽车、50 英寸智

能超级电视、顶呱刮即开票一众好

礼！

时隔两年再中二等奖
济宁彩民获大乐透 18 万奖金

□殷月

11 月 16 日，超级大乐透第

15134 期在全国共开出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44 注，济宁彩民凭借

一张胆拖票收获二等奖 1 注、四

等奖 60 注、五等奖 435 注，奖金

总额 182675 元。

11 月 17 日，中奖彩民周先

生(化姓)前往市体彩中心领奖。

据了解，周先生关注大乐透多年，

擅长使用胆拖和复式的投注方式

选号，2013 年就中过 12 万元的

大乐透二等奖，没想到时隔两年，

再次与二等奖不期而遇，一举收

获 18 万余元奖金。周先生表示，

他购彩凭感觉、分时机，平常一期

打几十元，最近大乐透奖池一直

走高，周先生也比以往更关注号

码走势，终于以一张前区 3 胆全

拖票拿下大乐透二等奖，后区错

了 1 个号码，与一等奖擦肩而过。

周先生打算把奖金用来还车

贷房贷，今后争取冲击千万大奖。

献爱心伸援手 淄博体彩慰问患病业主

□赵欣

奋斗在体彩销售第一线的

体彩业主和销售员，为了体彩事

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更需要

社会的关爱。日前，淄博体彩向

患有恶性乳腺癌的淄博周村体

彩 0 7 3 6 0 业主王立琴送去了

5000 元爱心款。

站长王立琴是体彩的老业

主，自 2003 年开始经营体彩站，

由夫妻两人经营。工作上，一直兢

兢业业，认真负责，严格遵守省市

中心各项规定，运营规范、销量连

年稳居周村区前列。2009 年被评

为“全国体育彩票优秀销售网

点”，并多次获山东省“体彩百优

投注站”称号，而且怀着对体彩的

感恩之心积极参加市中心组织的

“有困难·大家帮”活动，多次捐款

帮助其他有困难的网点。

今年 5 月份，王立琴被确诊

为乳腺癌，在高昂的医疗费面

前，一家人犯了难。淄博体彩得

知这一消息后，为她送去了爱心

救助金 5000 元。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爱心

队伍中来，让这个社会充满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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