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合作
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这是步步高升的一周，合
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有化敌
为友的趋势；偏财的运气仍在
头顶盘绕，娱乐开支增多；易
扭伤腰部；爱情是变换的天
气。

白羊座
03/2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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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勤奋
众星捧月，一鸣惊人。

这是天助自助的一周，事
业目标准确，事半功倍，身边
不乏贵人相助；财运走高，收
入出现新的增长点，宜置产投
资；腹部易感不适；爱情是春
暖花开。

金牛座
04/21-05/20

关键词：客观
相辅相成，安居乐业。

这是大有收获的一周，合
作是职场的主流，出众的决策
能力得到众人信服；财运稳定，
合作是生财的关键；心脏和脊
柱易感不适；爱情是重新回到
暧昧。

双子座
05/21-06/21

关键词：人际
互帮互助，放眼未来。

这是仔细斟酌的一周，本
周开始受到环境的压力，需谨
慎应对，避免正面冲突；小有偏
财，开销也大，宜量入为出；易
疲惫，易焦躁；爱情是心甘情
愿。

巨蟹座
06/22-07/22

关键词：踏实
逆水行舟，处之泰然。

这是充满挑战的一周，本
周合作关系危机四伏，事业备
感压力，需加大付出；财务状况
不稳，娱乐开销不可小觑；注意
呼吸系统健康；爱情是一种幸
福滋润。

狮子座
07/23-08/22

关键词：勇敢
未雨绸缪，忠于职守。

这是万事求稳的一周，求
稳的心态占据上风，令你更多
考虑重要人物的意见；应酬开
销大增，花费慷慨，注意看紧荷
包；易偏头痛；爱情是止不住的
心跳。

处女座
08/23-09/22

关键词：放长线
一路领先，拔得头筹。

这是顺风顺水的一周。事
业力争上游、积极冲刺，若干计
划箭在弦上；偏财运看好，收支
平衡，大钱没有，小钱不断；易
被利器所伤；爱情是寒风里的
热咖啡。

天秤座
09/23-10/22

关键词：理智
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这是好运不求自来的一
周，事业正值年度大盘整，不过
变量颇多，暂不宜作长期规划
或承诺；财务是平顺的增长；有
贪恋美食的倾向；爱情是想要
回到过去。

天蝎座
10/23-11/21

关键词：淡定
意气风发，稍安勿躁。

这是情绪起伏较大的一
周，若本周需要作出重大判断，
请慎之再慎；有小破财，但有破
财免灾的势头；易遭遇突发性
疾病以及刀伤；爱情是莫名其
妙的不适感。

射手座
11/22-12/21

小牛
占星

你 生 命 中 的 日
子，你在其中遭遇的
人和事，你因这些遭
遇产生的悲欢、感受
和思考，这一切都只
属于你，不可能转让
给任何别人。因为，这
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时间，是距离也是宽
恕。它让一些东西更
清晰，让一些感情更
明白，让一切都趋于
平静。

白羊座：信心满满、顺心
如意、心想事成(吉祥星)

金牛座：扬眉吐气、突飞
猛进、实至名归(黑马星)

天蝎座：富贵临门、一跃
千里、惊喜连连(事业星)

摩羯座：荷包满满、存款
日增、资金充裕(财运星)

一周鸿运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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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播播客客

星星娱娱乐乐

亲，请控制一下

你的小脾气

你你心心中中的的最最佳佳小小龙龙女女是是谁谁？？

生生肖肖运运

《神雕侠侣》重拍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并非是个美女就能把她演好的，要具有她那种又仙
又美的清冷气质，不是件易事，比如这次女神陈妍希的小龙女扮相就惹来不少非议。你心中的最佳小
龙女是谁？且看我们从星座角度来分析一二。

马年谁会

鸿运当头？

关键词：顺势
灿烂夺目，多喜少忧。

这是混沌中杀出重围的一
周，事业上逐步摆脱过去工作
中人事关系的束缚；持续的财
运走高，成功带来财富，富贵盈
门；容易感冒；爱情是一个人的
游戏。

摩羯座
12/22-01/19

关键词：静心
满腔热情，贵人相助。

这是勤劳耕耘的一周，本
周非常劳碌，突发事件不断，因
此要学习“制怒”；财运不如预
期，有低估成本或风险迹象；切
记保证睡眠；爱情是身边的幸
福。

水瓶座
01/20-02/18

关键词：安稳
共识双赢，境由心生。

这是平淡安逸的一周，事
业难有大突破，实力是把握机
会的关键；赚钱动力上升，财运
是又一次刚刚开始的积累期；
易感紧张焦虑；爱情是朝相同
方向共进。

双鱼座
02/19-03/20

意气用事往往是比较幼稚
的代名词，而成长就是让我们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好地
处理自己与世界、自己与内心
的关系。那些喜欢意气用事的
星座们赶快学会控制你们的小
脾气吧。

水瓶座：

只要有人说话做事触及了水
瓶座的底线，那么他们一定会无休
止地抱怨对方，挑剔对方的不是，
而且时常不分场合地向周围人控
诉对方。有时候生气劲儿一上来，
他们甚至不管对方的身份和自己
的关系，直接发表自己的不满，显
得生硬且充满攻击型。瓶子们还是
应该多多顾及一下大家的情绪，更
加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射手座：

射手座生气的时候很少会
冲昏头脑，反而是当他们处在比
较清醒的状态时，不隐藏脾气恰
恰是他们的选择。难看的脸色加
上过激的话语，是他们生气时候
的标配表现。射手们就是想让外
人知道对方惹怒了他们，他们生
气了！射手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们认为通常情况下自己已经
足够体谅对方了，如果在这种情
况下还会发脾气，那只能说明对
方做得太过分了。

双子座：

双子座凭着自己的聪明伶
俐，总想时刻做到既不输人也
不输阵，有时喜欢讲大话、绕圈
子都是为了争得一点面子，其
实在旁人看来多少有些浮夸。
双子们的聪明伶俐让很多星座
刮目相看，若能够更加脚踏实
地一点、成熟一点，相信会获得
更多人的喜欢。

刘亦菲 处女座

被誉为最有灵气儿的小龙
女，这与她本身的外形和气质
都脱不开关系。可以说刘亦菲
是在本色演出，一袭白衣让她
处女座的素净气质立显。而小
龙女习惯于独处，这和土象星
座的个性一样，内向不喜变动，
在情感方面也是一旦付出就会
长情且专一。

李若彤 狮子座

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版小
龙女，只需往那一站，清冷孤绝

的仙气儿就油然而生，眼神更
是充满了孤寂、清冷之感。但
李若彤狮子座的个性和小龙
女并不算搭，演技为她加了不
少分。有人说，她出演如杨八
妹、沈蓉这些活泼靓丽的角色
更赞！

潘迎紫 双子座

不老神话潘迎紫，论美貌那
是没得说的，可是她的美却是如
双子座的奔放，加上复杂的头饰
和华丽的装扮，艳丽过人，美则
美矣，却少了几分小龙女那不食
人间烟火的仙气儿。加上潘迎紫
的眼神锐利，对她来说，武则天

这个角色更为适合。

吴倩莲 巨蟹座

吴倩莲曾塑造过许多经典
角色，但是她的小龙女却为许
多人诟病。首先，就是她的一身
黑衣加上浓艳的彩妆实在与小
龙女气质大相径庭，其次，在角
色的诠释上，吴倩莲所塑造的
这个姑姑看起来更具家长气
息，这和她巨蟹座的个性解读
也分不开。

陈妍希 双子座

我们最后再来看即将扮

演于正新版《神雕侠侣》中小
龙女一角的陈妍希吧！可爱、
活泼、性格外向，应该都是双
子女本身的性格，因此陈妍
希塑造这个角色非常成功，
这与她本身对角色的领悟也
很有关系，可谓本色演出。但
是作为小龙女的扮演者，她
和潘迎紫一样，都却少了那
份清冷和脱俗的气质，加上
她并没有潘迎紫的美貌，外
形 和 印 象 分 就 要 被 扣 掉 很
多。严格说来，陈妍希的长相
更符合现代美，古典气质的
确少了那么一些，也难怪这
次于正抢先发表的试妆照会
引来众多的吐槽！

生肖狗

属相为生肖狗的人士继续
上一年的好运势，2014年依然运
势强劲，因命宫中有“地解”、

“三台”、“国印”三大吉星拱照，
外加与太岁相合，会有贵人力
挺，事业上有不错的进展，而且
升迁机会也很大。但“华盖”星
会令心情不开朗，倍觉孤单，若
是从事设计、写作等艺术创作
之工作，此星会起到正面作用，
令你灵感不断，才华横溢。

生肖虎

属相为生肖虎的人士在
2014年为“三合”年，“三合”

为合财、合气、合脉，可以说
是天时、地利、人和，事业、财
运、人际方面均得到有力支
持，运气实在不错，一扫去年
的阴霾。2014年是专注事业
发展的一年，只要肯努力，必
将美梦成真。但由于同时受
多颗凶星的影响，是非口舌
相当多，应避免锋芒太露。

生肖羊

属相为生肖羊的人士在
2014年同样也群星拱照，事
业发展一枝独秀，成为马年
大赢家。寓意合作及和谐的

“岁合”、象征男性贵人的
“太阳”、象征更上一层楼的

“扳鞍”等吉星令肖羊的人
士在2014年人气高涨，贵人
明现，发展蓬勃，合作发展
项目将带来极多好消息，更
有升迁机会。

生肖猪

属相为生肖猪的人士
2013年冲太岁，运势不佳，在
2014年可以说是绝地翻身，
运程大有起色，令人眼前一
亮。因命宫中有“月德”吉星
照耀，这是一颗力量强大的
贵人吉星，能逢凶化吉。再加
上与太岁暗和，易得贵人扶
持，事业发展顺遂，有望获得
新的突破，财运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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