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财运伙伴：巨蟹座
本周幸运物：卡通造型镜子

工作：对错觉有所悟，但心
态和行动不见明朗，心头挂念
的事不少。人际互动较密集，易
出现敌友不分的状况。

恋情：伴侣关系出现危机，
若心平气和地去沟通，是能得
到不错的效果。单身者，不妨大
方表白。

财运：倾向于偏财和不当
获利，易因过于依赖而陷入骗
局，投资理财建议按兵不动。

白羊座
03/21-04/20

本周财运伙伴：狮子座
本周幸运物：花色丝巾

工作：合作关系易有危
机，好心情全被小意外给赶跑
了。事业野心加大，人际领导
力受考验。

恋情：单身者桃花运散，
有伴者，之前拖而不决的婚姻
矛盾将面临危机。

财运：人际开销增加，但
会带来生财机会。合作受考
验，需谨慎对待，想竞聘新岗
位也基本没戏。

金牛座
04/21-05/20

本周财运伙伴：处女座
本周幸运物：绣花抱枕

工作：工作压力加大，难有
大展拳脚的空间，创意、艺术方
面的自我表现潜能得到激发。

恋情：情场上桃花朵朵，单
身者可能被某人告白，有伴者
甜蜜又温馨。

财运：财运走高，但一些临
时性的花销会让荷包压力颇
重，投资建议参与侧重长线和
实体的项目。

双子座
05/21-06/21

本周财运伙伴：天秤座
本周爱情幸运物：银戒指

工作：理想有实战机会，但
过往失败的经验令你顾忌，某
些事、某些人成了大心病。

恋情：疲倦满身，感情的平
和心态失衡，看法和抉择有极
端倾向，但甜蜜的约会还是有
的。

财运：因家中需添置大件
物品要花费大价钱，有几笔钱
是因为不小心而花出去的。

巨蟹座
06/22-07/22

本周财运伙伴：天蝎座
本周幸运物：随身镜子

工作：活动多，比较忙碌，
工作可望受益于他人的配合和
帮助。

恋情：好运连连，羡煞旁
人。伴侣从计较挑剔获得谅解
机会，单身有望遇到令你放下
身价的合眼人。

财运：出门密度高，聚会老
买单，开销容易吃不消。

狮子座
07/23-08/22

本周财运伙伴：射手座
本周幸运物：随身小笔记本

工作：思维上倾向个人努
力，计划性强但缺乏弹性，对意
外难适应，合作关系受影响。

恋情：恋爱机遇减少，杂乱
桃花散去，一直陪伴在身边的
人让你有珍惜感。

财运：一向以谨慎著称的
你容易在别人的忽悠下做出错
误的理财判断，不建议跳槽。

处女座
08/23-09/22

本周财运伙伴：双鱼座
本周幸运物：橄榄石串珠

工作：平稳中会多姿多彩，
身体和精神拒绝过于劳累，还
有贵人相助，职场上的某个机
遇向你招手。

恋情：幸福快乐到极点！单
身者会遇到心上人，伴侣之间
的烦恼会被对方的柔情融化。

财运：可能碰到很好的理
财机会，财务困难面有望获得
解除契机。

射手座
11/22-12/21

本周财运伙伴：魔羯座
本周幸运物：巧克力球

工作：恋爱、玩乐的影响渐
散，热情转投工作。事业上扩张
受阻，在原有基础上深耕容易
出成绩。

恋情：让人又羡慕又嫉妒，
单身者可能被心仪的人邀约相
伴，有伴者一如既往的甜蜜。

财运：有望通过努力工作
拉高收入，理财上精明起来，选
择的物品既实惠又耐用。

天秤座
09/23-10/22

本周财运伙伴：水瓶座
本周幸运物：小镜子

工作：大环境中自我表现，
刺激冒险的机会增多，求稳的
思维会拖后腿，往往在犹豫、顾
虑中错过机会。

恋情：幸福指数处于回暖
期，恋爱机会多，有结识新朋友
的机会，但要积极把握。

财运：财运不错，投资机会
较多，通过兼职得到了一笔收
入。

双鱼座
02/19-03/20

本周财运伙伴：双子座
本周幸运物：水晶耳夹

工作：有明确的目标，但没
有清晰的思维，行动力强，但容
易变成盲干。

恋情：情绪高涨、活力满
满，爱情生活甜蜜十足，自身的
感情触觉变得尤其敏锐。

财运：从公开人际获得的
财富机会减少，但不公开的获
利机会增多。

本周财运伙伴：金牛座
本周幸运物：白色郁金香

工作：受阻的工作拓展被
放开，受压的状况得到缓解，有
较大希望获得晋升或其他重要
安排。

恋情：迎来幸福爆发期，单
身在偶然的情况下遇到新朋
友，自我主张增强。

财运：自我掌控增强，更加
积极主动寻觅盈利的机会，之
前的理财规划会少花冤枉钱。

本周财运伙伴：白羊座
本周幸运物：熏衣草耳环

工作：衰运与烦恼相伴，事
业上出现某些危机，职场人事
很可能出现变动。

恋情：感情生活难见晴天，
由于忙碌会忽略彼此，争执在
所难免。

财运：冲动消费减少，更多
考虑性价比，合作关系重现生
财机会，不可轻易做出任何理
财判断。

摩羯座
12/22-01/19

天蝎座
10/23-11/21

水瓶座
01/2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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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鸿运榜

运势最旺

金牛座：

势如破竹、蒸蒸日上

惊喜最多

水平座：

情投意合、所托得宜

事业最稳

射手座：

掌控自如、多姿多彩

恋情最佳

双鱼座：

情绪高涨、活力满满

早晨刚出小区门口，一个
五六岁的小萝莉一下抱住我
的大腿哭着喊：“叔叔，你娶了
我吧！”我正凌乱中，忽然听背
后一个声音说：“你就是结婚
了，今天也得给我上学去！”

儿子今年四岁，有次惹火
我了，他就去找他爸，准备告
状我欺负他。正好那时老公上
厕所，他到处找不到，问我我
也不理他。最后这孩子声音巨
大地说：“你老公去哪儿了？我
估计他不要你了，去超市买老
婆了！”

小侄女今年四岁，很皮
实，一天自己在床上玩，她爸
在床边看电视，突然她不小心
从床上摔了下来，自己赶紧爬
起来，到她爸面前，果断给了
她爸一拳，说：“你怎么看的孩
子！”

在外面吃面，对面有一萝
莉跟她爹，同吃一碗。她爹先
是将她喂饱，然后应她要求去
买奶茶了。只见这小萝莉拿起
勺子一勺一勺往碗里放辣椒，
嘴里不停嘀咕：“让你喂，我让
你喂，吃不下了还喂，辣死
你……辣死你……”

童言无忌

收获
刘友铸（莱山）

老钱与老孙是邻居，两人
退休后在小区外开了块荒地，
种上大葱、大白菜等蔬菜。秋
后，挑了一些较好的大葱、大
白菜放进地窖，留着冬天慢慢
用。

前几天清晨，路上的雪化

得差不多了，两人一起到地里
转转，不料地窖里的大葱、白
菜全被人刨走了。正当两人气
愤之余，忽然看到一块土疙瘩
下压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
一张纸条，赶紧拿出来一看，
上面写道：“老兄您好！您辛苦
一年，我开心一天。马到成功！
拜拜！”顿时两人的血压升高
了许多。

鼠标
赵维萍

某日朋友开车出去玩，大家
闲聊中，孙姐说了一句：“我爸爸
打电话说他的鼠标坏了，让我给
他买个。”衣哥很自然地回了句：

“那让你爸多抓几只老鼠，贴上
标签准备着呗，用完就扔，没了
再抓。”顿时把我给笑喷了。

烟台人在路上开车就三
种状态：1 .开得比我快：跟个
彪儿似的，赶儿去投胎吗？2 .

开得比我慢：跟个彪儿似的，
带呢抠搜什么？3 .开得跟我一
样快：这个彪儿，想嘎我这是！
总结：除了自己，其他开车的
都是彪儿。

一位女同事坚持穿露背装
上班，我感到很好奇，就问她：

“为何总穿得这么少？”“切，才
不是呢，你别瞎说。”她羞涩地
答道：“我是为了张总，不是何
总……”

手机来短信了：您尾号×
× × × 的 银 行 卡 收 入 工 资
3 1 2 5元，活期余额3 1 2 8元。五
分钟后又来短信：您尾号××
××的银行卡ATM取现3100

元，活期余额28元。媳妇，咱能
让我捂一会儿吗？

最近超级爱看《来自星星
的你》，有天突然对老公说：“老
公，看《星星》看的都不想和你
过了！咋办？”老公看了我一眼，
仰天长笑，“妈呀，幸福来的太
突然啦！”

女司机你也太健忘了，就不觉得少点啥？

原创天地

人在“囧”图

搞笑连环

精美的笑话让人开
心，幽默的段子为人提神
解闷。因此我刊特向广大
读者征集笑话段子，要求
语言通俗诙谐，篇幅短小
精悍，情节精彩动人，构思
精巧别致，每篇字数在100

字左右。来稿请发邮件至
yujie4595@sina.com

征稿启事

大哥你出门走得太急了吧，就不觉得后面有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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