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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星星座座渴渴望望的的枕枕边边人人
葛星言星语

白羊座
他最离不开的人

对于爱情，羊儿们其实并
没有抱着太大的幻想，虽然偶
尔也渴望轰轰烈烈的恋情，但
是许多时候在短暂的冲动之
后留下的却只是无言的失落。
特别是像羊儿那种要么不爱，
要爱就爱到痛彻心扉的人，更
容易在爱情中受伤。

随着年岁的增长，羊儿们
慢慢地体会到。所谓的爱情，就
是两个人不离不弃相伴到老，
谁都离不开谁。而自己一直以
来依赖的那个人，才是自己真
正应该同床共枕的那个人。

金牛座
对他付出最多的人

牛牛是颇会算计的一个
星座，所以他们很擅于理财，
而在爱情中也容易斤斤计
较。在开始追求一个人的时
候，金牛座会像投资的前期
调查一样好好盘算一下自己
这样付出到底会有多大的收
获？对方是不是会像我爱他
一样爱我。

所以说，为了能让自己在
感情上不吃亏，金牛座许多时
候喜欢和对自己付出较多的
人呆在一起，觉得他们能给人
一种不会离开自己的安全感。
他们也会这样劝导身边的朋
友，叫他们选择一个爱自己比
自己爱对方更多一点的人。

双子座
让他神魂颠倒的人

双子座的人聪明，口才
好，有魅力，在爱情的竞技场
中，他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
成为赢家，谁叫他们那种耍浪
漫的鬼点子有一箩筐呢？因为
见过了太多的帅哥美女，对于
主动送上门来的异性，双子座
们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兴趣，这
一点和金牛座正好相反。

对双子座来说，最让人抓
狂的恋人一定是若即若离的，
好像愿意让你去靠近，但是又
经常拒绝你，真的有种让人神
魂颠倒的感觉。双子座们不知
道已经幻想过多少次和对方
上床的情景了。

巨蟹座
他最在乎的家人

巨蟹座那厚重的外壳只
是给和自己不熟悉的人去看，
他们温暖的内心一直都在为
着自己最心爱的家人所停留
着。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少罪，
只要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们
就会感觉到一股无限的温暖
和幸福。而每天夜晚搂着自己
的家人睡觉，也是巨蟹座最享
受的一件事。

所以，如此顾家的巨蟹座
当然希望睡在身边的是最在
乎的家人了。毕竟，他们是你
前进的动力，更是陪伴你一生
的人。

狮子座
各路帅哥美女

狮子座是十二星座当中
最具有“事业心”的一个星座，
特别是狮子座男生，如果没有
干出一番事业，他们是绝对无
颜见“江东父老”的。而所谓的
爱情，对狮子座而言，不过是
个人成功的陪衬而已，只要你
有了成就，还有什么样的人得
不到呢？

所以，一旦自己有了一些
小事业，有了足够的资本和自
己想要的帅哥美女同睡一张
床的时候，狮子座从来都是不
会客气的，毕竟，他们觉得那
是自己应该得到的。

处女座
他心中的完美恋人

在处女座的心目中，一直
存在着一个完美无瑕的另一
半。对方无论是身材、家世、相
貌还是能力，都无可挑剔，而
且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保护
着自己，温柔又体贴，专一又
深情。对于所谓的亲密接触，
其实处女座的心目中一直都
是有排斥感的，除非对方很完
美。

所以说，处女座当然也希
望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无论哪
一个方面，都符合他心中对另
一半的标准，让他无怨无悔地
拥抱对方，搂着对方，和对方
在一起。

天秤座
和他门当户对的人

天秤座是十二星座当中
除了处女座之外最理智的一
个星座，他们非常看重爱情和
婚姻里面两个人气场的和谐
与稳定，虽然“门当户对”这种
说法在有些人看来有些老套，
比如双鱼座，但是天秤座一直
觉得只有两个人的学历、家
庭、能力都相当，才能真正地
维持好一段感情。

所以说，天秤座当然最希
望能找到一个和他门当户对
的人，两个人过着温馨的小日
子，虽然偶尔会有争吵，但是
彼此还是明白各自的心思，

“床头吵架床尾和”。

天蝎座
他得不到的梦中情人

天蝎座是十二星座当中
主管“性”的一个星座，所以他
们内心的欲望总是比普通的
星座要强一些。即使已经有了
对象，也总是三天两头就喜欢
去酒吧舞厅等艳遇场所猎艳
一番。对于天蝎座男生来说，
那些有着天使般的面孔与魔
鬼般的身材的美女，一直都是
自己向往的对象。

天蝎座也从来不会掩盖
自己这方面的喜好，对于他
们而言人生没有什么好忌讳
的。人生苦短，应该好好享受
才是，天天搂着魅力的梦中

人入眠当然那是件大好事。

射手座
神秘的艳遇情人

射手座的人就像一阵风，
经常来无影、去无踪。他们天
生就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所
以不喜欢单一的工作，更不喜
欢专一的爱情。他们理想中的
恋情，应该是两个人愿意在一
起就在一起，不愿意在一起就
一拍两散，丝毫不给对方增加
一丁点压力的那种。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几
乎没有人会像射手座那样愿
意谈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所
以，许多时候，射手座只能去
寻找艳遇。

摩羯座
陪伴他一生的伴侣

摩羯座是十二星座当中
相对保守的一个星座，他们不
像双子座那样花心，更不像天
蝎座那样好色，也不习惯于像
射手座那样日日寻觅艳遇。他
们唯一期望的就是一份简简
单单的爱情，两个平凡的人因
为相互有爱而在一起，互相扶
持，走过一生。

因为有些保守，所以摩羯
座一直觉得能够亲密接触的
人，一定是确定可以跟自己在
一起的那个人。他们甚至觉
得，这个世界离婚率会那么
高，都是因为大家都太放纵
了。

水瓶座
和他心有灵犀的人

水瓶座的人一直都很神
秘，心底有着无穷无尽的小
心思，几乎没有谁能够读懂。
特立独行的水瓶座也不会轻
易向别人敞开自己的心扉，
虽然他们表面上似乎对每一
个人都挺友好的，但是事实
上，他们在心底对谁都不交
心。

总是独来独往的水瓶座，
当然会经常觉得孤单，但是他
们越渴望被人理解，越发现许
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无
法交流的。他们最希望的，就
是每天能有懂得自己的人陪
伴在身边。

双鱼座
他心底最爱的人

鱼儿们是十二星座当中
最向往“柏拉图”恋情中的一
个，对他们而言，所谓的爱
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只
要两个人的心底有爱，就没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他
们一直都反对仅仅因为“适
合”就跟对方谈恋爱，而这种
不带感情的亲密，会让双鱼
座觉得恶心。

因此，鱼儿们一直都希望
天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希
望每天躺在他身边的是他最
爱的那个人，而不仅仅是适合
在一起的那个人。

齐鲁晚报《今日山航》周刊在济南、青岛、烟台三地同时卫星传版印刷，覆盖山东航空公司济青烟三地出港航班以及后后续航班，并在机场贵宾室、山航大厦、丹顶鹤酒店、山航班车等渠道免费赠阅。

广告投放热线：0531-85196192，85193054 有奖发行投诉：0531-85193814，85196709

读者投稿邮箱：qlwbhy@163 .com 编读互动QQ群：138552827 网站http://www.qlwb.com.cn/qljtw

多样性

女生性格的多样性从开车
能看出来,比如说平时彬彬有礼,
一开上车,妈呀!完全变了个人,
满嘴脏话骂其他司机骂行人骂
红灯动不动就飙起。另一种平时
豪放粗野,开上车胆子小得像小
猫一样。还有一种最难理解,她
们边开车边和导航聊天。

举手投降

今天专门挑了金色眼影,
结果被老妈堵在门口死活不
让我出门。就这样双方僵持
了十多分钟 ,后来我妈投降
了 ,我正得意,老妈平静地对
我说:“去吧,悟空。”

相识

永远忘不了与女友相识
的那个晚上——— 一姑娘跑来
敲门,我妈开门问:“有事吗?”
姑娘急匆匆地说:“阿姨你有
没有看到一只狗?”我妈转身,
指了指躺在沙发上的我。

联想

昨晚躺在床上忽然想起
林丹事件,一个鲤鱼打挺,起
来拉上窗帘,却发现根本没有
人过来和我拥吻。

换零钱

跟媳妇一块等公交车,发
现我俩身上都没零钱。于是,
给了媳妇五十块钱,让她去换
零钱。等啊等,终于回来了,只
见她买了四十八块钱的东西,
剩两块,刚好够车钱。

泡我

在火车上想泡面吃,拿着
调料袋甩啊甩的 ,一个不小
心 ,嗖的就飞出去了,定睛一
看,一个满头调料的男子转过
身来,悠悠地说道:“姑娘,你这
是想要泡我啊?”

为什么

在快餐店叫了个西红柿
鸡蛋汤、鸡腿、醋熘白菜,啃鸡
腿时不小心掉鸡蛋汤的碗里
了 ,于是捞出来继续啃,这时
隔壁桌一姑娘对服务台喊 :

“老板,为什么我的汤里面没
有鸡腿!”

悟性

公交上听到俩小朋友对
话,一小朋友说:“家家有本难
念的经啊 !”另一个接过话 :

“你家才一本经难念,我家就
是个藏经阁。”顿时我就感叹:
不管你的家庭生活有多难过,
小朋友你的悟性是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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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笑
年龄：27岁
身高：166cm
星座：天蝎座

兴趣爱好：主持朗诵、沙
画、古筝
服务感悟：爱与微笑同
在三万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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