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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单身的白羊座有很多机会
认识新朋友，是寻找伴侣的好机
会。有伴的白羊座需要注意生活
中不愉快的小事，避免两人间发
生摩擦。
工作：会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个棘
手的事情，甚至会打断你先前的安
排，需要有人帮你才行。下周，恐怕
难有考虑其他事情的心思了。
财运：会去逛不少地方，开销不
少，其中有几笔的金额较大。
健康：下周的你只要肯晨练，无
论是什么锻炼方式都很有效。

白羊座
03/21-04/20

爱情：爱情运势很不错，单身的
牛牛们会在公众场合认识到适
合自己的异性朋友。有伴的牛
牛们，下周是解决你与伴侣之
间小矛盾的好时机。
工作：在人际互动上将变得较
以往更频繁些，讲话的机会也
多起来，手头要处理的事情也
增多了，加班加点比较多。
财运：花在吃吃喝喝方面的开
销，明显的多了起来。
健康：下周健康运一般，尽量少
去人群繁杂的场所。

双子座
05/21-06/21

狮子座
07/23-08/22

爱情：单身的处女座花在工作和
学习上时间多，无暇顾及自己的
爱情问题。有伴的处女座下周事
务繁多，情绪焦躁的情形时有出
现，较容易和伴侣拌嘴。
工作：因为工作或学习上的某个
特定原因而跟别人打交道的情
形不少，还要和那些平时不熟悉
的人沟通交流，事情繁杂。
财运：如果有投资理财的打算，
不妨多研究几个项目。
健康：下周精神处于比较亢奋的
状态，忌暴饮暴食。

处女座
08/23-09/22

爱情：单身的天秤们会被好友邀
请去参加一些聚会，很可能会碰到
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异性朋友。有伴
的天秤宜多和伴侣出去游玩。
工作：有件棘手的事需要处理，
耗时耗力，期间你要来回跟他人
确认。计划中要做的事或许就因
此而被打断，很是郁闷。
财运：涉及到金钱的事情，多多
谨慎。花在吃喝或买东西上的钱
比较多。
健康：运动能力较强，可以挑战
一些高难度运动。

爱情：单身的巨蟹们会在聚会场
合结识到新朋友，但往往由于各
种原因而难以有所进展。有伴的
巨蟹座，下周很适合与伴侣一起
外出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工作：在面对工作和学习上的各
种问题时，最好多加思考，权衡。
下周人际交往频繁，讲话的次数
也较多，最好提前打好腹稿。
财运：会和伙伴交流，或是处理
和钱有关的大事，涉及到的金
额也比较大，小心驶得万年船。
健康：肠胃或感不适，多注意保
养。

巨蟹座
06/22-07/22

爱情：单身的天蝎座下周会把
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而且还
能和心仪的异性长聊。有伴的
天蝎座，下周游玩的兴趣高涨，
会换着花样讨好对方。
工作：天蝎们在下周也会遇到
棘手的工作，要考虑很久才能
做出决定。最好多问问身边的
伙伴，听取大家的意见。
财运：下周财物工作比较忙，时间
表也排得比较满。吃喝消费较多。
健康：神经有些敏感，很容易使自
己处于紧绷状态，要适当放开心绪。

天蝎座
10/23-11/21

射手座
11/22-12/21

爱情：单身的摩羯座下周心情
复杂，少有时间结识异性朋友。
有伴的摩羯座，下周情绪起伏
较大，很可能因为过于情绪化
而和伴侣发生小摩擦。
工作：将为了一些事情而与他
人进行比较频繁的互动往来。
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开始时没
什么头绪，经同事的指点，你会
知道怎么处理。
财运：网购成瘾的摩羯，“买买
买”的节奏加剧。
健康：下周在饮食上要注意能
量的加强。

爱情：单身的瓶子们经常现身
于各种聚会场合，认识那里的
新朋友。有伴的瓶子们可以趁
空档陪伴侣出去走走，多谈些
开心的话题。
工作：在人际互动交往上比较
频繁，配合别人一起完成工作
上的事情，配合默契度不错，事
情进行得还算顺利。
财运：吃吃喝喝买开心是下周
的主节奏，花钱大手大脚。
健康：身体状态很好，精神也很
饱满，偶尔会因兴奋过度导致
失眠。

天秤座
09/23-10/22

金牛座
04/21-05/20

双鱼座
02/19-03/20

水瓶座
01/20-02/18

摩羯座
12/22-01/19

爱情：单身的双子座在频繁的人
际互动中有望认识合适的异性
朋友，但要发展恋情还需要等待
时机。有伴的双子们下周忙于事
务，很少有时间陪伴侣外出。
工作：有件很琐碎很麻烦的事
情要处理，而且进行得也不算
顺利，耗费时间、伤脑筋之后，
你才有心思顾及其他。
财运：陆陆续续有些金额比较
大，且该花的钱。处理跟钱有关
的事，涉及金额不小。
健康：心情轻松愉悦，身体处于
零负担的状态，保持舒畅。

下 周 占 (8 . 16-8 . 22)

爱情：有伴的狮子座，本周需要
留心你的伴侣，尤其是发生争
吵时，更要冷静对待。
工作：你有外出奔波的情形出
现，具体原因很特殊，不是平常
能碰到的那种，而在闲暇时你
会懒洋洋的，什么都不做，因为
你本周很容易感觉到累。
财运：工作上表现出色的狮子，
可能会得到上级的器重或额外
奖励，好好庆祝一番吧。
健康：每天坚持吃几个苹果，不
仅有助消化，还能美容瘦身哦。

爱情：单身的双鱼座很可能会
被心仪已久的异性朋友约出
去。有伴的双鱼座下周感情升
温很快，可以多带伴侣外出游
玩，参加朋友组织的聚餐。
工作：有种被事务绑住的感觉，在
学习或工作上有个事情很拖人，
在没完成它之前，你想做的事根
本不能做，然而这个事情进展得
并不顺利，要拖上一段时间。
财运：少不了吃喝玩乐，经常利
用机会款待自己，开销不少。
健康：健康运势欠佳，需要及时
放松自己。

朋友说他妈十分想抱孙子，
此为背景。有一天，他妈说 :“你
长成这样，我对儿媳妇的要求也
不高，只要饿了会叫，累了会睡，
能把我哄开心就行了。朋友说 :

“妈，你说的是不是咱家的狗？”

晚上开车出来被交警拦住，
他叫我出示驾照，我无聊就逗逗
他：“兄弟，晚饭喝大了忘了带驾
照，放一马行吗？”交警马上叫同
事把酒精测试仪拿来让我吹，看
着表上显示的0和目瞪口呆的交
警我乐坏了，我一直开心到被强
制抽了那一管子血才哭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前排一个
男生长得挺帅，家里也挺有钱。
他同桌是个女的，很自恋，但是
长相确实不敢恭维。一天那个女
的在照镜子突然抓住那个男生
手臂说，要有房有车的人才配得
上我，男生弱弱地说了一句，我
晚上回去就把房子和车卖了。

上个月被狗咬了，前两天去
医院问医生被狗咬不能吃什么。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问医生：医
生，蜘蛛侠被蜘蛛咬了变成蜘蛛
侠，那我被狗咬了是不是也应该
有点特殊的能力啊？医生头也不
抬淡定地说：只要是你病毒还
在，咬一个，死一个，算不算特殊
能力？我：算，算……

女：我的头发漂亮吗？
男：漂亮。
女：为什么？
男：因为它遮住了你的脸。

新婚的老婆：我来给你做条
鱼吃。老公：我来帮你。老婆：你
出去吧，不用。老公出去了过了
很久，回来后鱼还没做好。他就
走进厨房问：老婆你在干吗？老
婆：我在把鱼淹死了再杀。

记者问晨练老大爷：大爷今
年高寿啊？大爷：96岁。记者：大
爷长寿有什么秘诀？大爷：没办
法，不敢死啊！儿子房贷还没还
完，墓地又太贵了，死不起啊。

小时候妈妈跟我说，蜂蜜是
蜜蜂拉出来的！直到有一天一只
蜜蜂飞进我家里面，我就对着蜜
蜂屁股舔了一下！知道真相的我
眼泪流下来！

十十二二星星座座与与私私房房钱钱不不得得不不说说的的那那些些事事

白羊座

白羊座常常打肿脸充胖子
乱请客。为了在兄弟面前有面
子，又不惹老婆生气，只能藏点
私房钱随身带着。

金牛座

金牛座都爱弄点投资，买
股票、屯黄金神马的，如果得不
到老婆的认同，那就只能靠藏
的私房钱投资了。

双子座

双子座的私房钱都是他自
己说漏嘴告诉老婆的。不过他
倒是很喜欢拿私房钱买小礼物
讨好老婆，好多换点零花钱嘛！

巨蟹座

巨蟹座不管老婆多会理
财，都必须自己藏点私房钱，而
且不会让老婆知道。不过家里
有什么事真需要，他就会拿出

来了。

狮子座

狮子座身上有钱就算不马
上被他花掉，也会很快被别人
借走。所以狮子座根本没有私
房钱这种东西。

处女座

处女座如果觉得老婆花
钱大手大脚，他就会藏私房钱
了。但是他们胆子小，又谨慎，
所以多数都是存在银行里，然
后每天把存折揣在身上带进
带出。

天秤座

天秤座很注重私人空间，
绝不允许老婆随便翻他的钱包
和衣服口袋的。所以他的私房
钱当然也就藏在这些地方了。

天蝎座

天蝎座就算告诉你他有私

房钱，也不会让你知道钱在哪
儿。更重要的是，你永远不会知
道他藏私房钱是干吗的———
因！为！他！神！秘！

射手座

射手座都是甩手掌柜，他
只负责跟老婆要零花钱。藏私
房钱干什么？他多得是办法找
老婆骗钱花。

摩羯座

魔羯座会直接少报收入，
老婆根本不会知道他藏了私房
钱。不过他的私房钱都是为了
家里人留的，老婆孩子、父母兄
妹。

水瓶座

水瓶座会给老婆家用，但
是不会让老婆控制他的经济。
所以对他来说，没有私房钱这
一说。家用是家用，我的钱是我
的钱。

双鱼座

平时看似迷迷糊糊，对
钱也不怎么重视的双鱼，藏
私房钱的功力具有一定的水
准，生性缺乏安全感的他，三
不五十地会从自己的薪水、
朋友之前的欠款抽个几张，

夹在自己喜欢的书里面，作
为临时的资金调度，以备不
时之需。

只不过记性不太好的双
鱼，过了一段时间后，除了搞不
清楚私房钱放在哪本书外，可
能连自己藏过私房钱这件事都
忘得一干二净！

舔蜜蜂屁股的

悲惨下场

星

星座趣闻★
私房钱攒的容易，可是想要藏得严严实实可是不容易的！一般妻子对家里的大

小事务都了如指掌，家里的每个角落都会被她们扫荡，所以想在她们的火眼金睛下
藏住来之不易的私房钱就是门大学问。

那么，十二星座的男生私房钱都藏在哪里呢？下面就让小编我来为大家揭晓。

爱情：单身的射手座一心扑在工
作或学习上，对找对象不大上
心。有伴的射手座倒是可以趁本
周空闲时约伴侣出去走走。
工作：工作环境将发生一些变
化，这使你的日程安排不得不
做出调整，计划中的事情很难
完成。此外，你还有机会去一些
你平时很少去的地方。
财运：财运不错，如果有投资理
财的想法，下周可善加利用。
健康：需要加强腿部锻炼。较安
静的休闲方式也比较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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