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向前看
循序渐进，胸有成竹。

这是脚踏实地的一周，手
中项目及格过关，实力才是最
强靠山，人际问题解套时机已
成熟；财运佳，有小进账，长线
投资机会较多；易焦虑，易过
劳；爱情是渐渐燃烧的火花。

白羊座
03/2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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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释放
一日千里，壮志凌云。

这是稳步向前的一周，在
职场上找到理想切入点，不畏
得失，颇具初生牛犊的勇气，表
现出众；财运尚可，赌运提升，
稍有破财迹象；小心运动伤害；
爱情是一种归属感。

金牛座
04/21-05/20

关键词：观察
否极泰来，乘风破浪。

这是赢在心态的一周，事
业大步跃进是轻而易举的事，
只是过程中偶尔仍难免有自我
怀疑，应酬增多；财运佳，偏财
为主，需注意财务安全；爱情是
提不起，放不下。

双子座
05/21-06/21

关键词：活络
分庭抗礼，以柔克刚。

这是调整战略的一周。事
业平顺，但之前采用的游击战
术难以进行深度经营，忌投机
求暴利；财力大进大出，所幸收
支相抵仍有小幅增加；注意运
动拉伤；爱情是一种同步成长。

巨蟹座
06/22-07/22

关键词：淬炼
班师回朝，东山再起。

这是舍我其谁的一周。事
业运走强，成败得失一一体验，
褒贬功过则易被放大看待，需
谨慎选择朋友；财运尚可，利签
约交涉，有偏财；小心职业病；
爱情是幸福升级版。

狮子座
07/23-08/22

关键词：主动
有声有色，待价而沽。

这是察言观色的一周，事
业虽有惊喜之作，但风险系数
不低，权力角力等争议骤增；财
运吉，玩乐开销大，易有冲动消
费；易亢奋，易感偏头痛；爱情
是起风的季节。

处女座
08/23-09/22

关键词：稳定
贵人相助，有惊无险。

这是舒适稳定的一周，行事
果断犀利，攻击性十足，对突破
现状、挑战界线与自我提升大有
助益；理财消费时容易主观冲
动，破财机会甚多；注意颈椎健
康；爱情是一种纯净的感动。

天秤座
09/23-10/22

关键词：王牌
顺风顺水，荣辱不惊。

这是上演大逆转的一周，事
业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立下大
功，发言和决策分量大增；财运
先抑后扬，以往的一些消费、投
资习惯会改变；注意呼吸道疾
病；爱情是雾里看花才是最美。

天蝎座
10/23-11/21

关键词：目标
峰回路转，一帆风顺。

这是闲不住的一周，积极
参与职场小团体活动，但着眼
于眼前的利益；正财与偏财运
皆旺，财富仍稳定扩增，使用信
用卡要分外小心；有贪吃倾向，
小心发胖。爱情舒缓自在。

射手座
11/22-12/21

小牛
占星
一个人，一条路。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
从起点，到尽头，也许
快乐，或有时孤独，如
果心在远方，只需勇
敢前行，梦想自会引
路，有多远，走多远，
把足迹连成生命线。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
时光，充满不安，可是
除了勇敢面对，我们
别无选择。

狮子座：恭逢其盛、睥睨
群雄、前程万里(事业星)

白羊座：时来运转、气象
一新、有作有为(吉祥星)

天蝎座：左右开弓、胜算
可操、好事连连(黑马星)

金牛座：魅力焕发、喜上
眉梢、天降奇缘(桃花星)

一周鸿运榜

主
持
人

牛
蕊

星星播播客客

星星娱娱乐乐

看看明明星星们们的的““逆逆生生长长””炼炼成成术术

生生肖肖运运

娱乐圈一直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老”在沙滩上的地方。可有的明星就是偏偏“逆
生长”，不见岁月痕迹。那么这些逆生长的明星们都是什么星座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马年他们

烂桃花最多

关键词：勇敢
大展身手，万众瞩目。

这是大放异彩的一周，事
业大胆，孤注一掷，凭着直觉和
一点自信，结局幸运美满；财力
大扩张，财力的破费点都在面
子上；小心突发性疾病和刀伤；
爱情是一种不饮自醉的沉迷。

摩羯座
12/22-01/19

关键词：冲突
惊涛骇浪，亦喜亦忧。

这是迎来送往的一周，尽
管前面可见的大小麻烦事不
断，但幸好手中还握有若干好
牌；财运小吉，投资报酬率优
厚，容易有情绪性消费；情绪易
失控；爱情是流转的心意。

水瓶座
01/20-02/18

关键词：三思
天随人愿，有惊无险。

这是心想事成的一周，职
场上狂风大作，积极开拓人脉，
可望在惊险的情况下出现惊人
喜讯；年节采购不手软，财力小
滑；情绪激动，易亢奋；爱情是
一种幸福执着。

双鱼座
02/19-03/20

金牛座
当金牛座专心听你说话的

时候，你突然来个玩笑或者玩点
小幽默，他们可能一时反应不过
来。但你千万不要随便拿这当笑
点，否则，就算金牛座平日里再
随和，也会和你较真的。

天蝎座
天蝎座善于察言观色，平时

沉默寡言，做事周到细致。你最好
不要拿严肃的事情和原则性的问
题和他们随便开玩笑，否则，他们
会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幼稚
了，就算他们可能什么都没说。

摩羯座
摩羯座在年轻时就立下远大

目标，他们为人处世比较谨慎，即
便和别人饭后聊天，他们也离不
开人生、工作等重大话题。如果你
在摩羯面前随便说话或者乱开玩
笑，只会让他们觉得你不够成熟。

天秤座
代表明星：林志颖、李小璐

天生的优雅者，从来都知
道如何展示自己的美，如果保
留自己的美，购物、美容都可以
当成事业来做。对于如此用功
的人，上帝如何舍得在他脸上
留下岁月的痕迹？再加上内心
的美好，他永远都是优雅的王
子或公主。

双鱼座
代表明星：徐若瑄、伊能静

双鱼的世界总是脱离人
间，他喜欢幻想，并力图用幻想
来逃避生活中的困难和烦恼，

那是一个用美好、浪漫构建的
童话世界。一个永远纯真、不食
人间烟火的人儿，成熟、成长等
词几乎与他绝缘，又何谈老去？

双子座
代表明星：杨丞琳

双子座的“不老”在于心
态，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小孩，总
是有着无数的精力与童真，不
在乎名利，不在乎金钱，只喜欢
做自己感兴趣和使自己开心的
事。活得如此简单、快乐，“老顽
童”也！

天蝎座
代表明星：林依晨、陈意涵

谁也想不到，那么劳心劳
力，又精于算计的天蝎座竟然
也是“逆生长”的族群。虽然
这一星座的人欲望和意识都
很强烈，但也为爱而生。只要
有着忠贞、幸福爱情的滋润，
就会散发出最美丽、最动人的
光彩，无关岁月！

金牛座
代表明星：何炅

金牛座的愿望总是小小
的，他们很懂得知足，容易被一
些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很寻常的
事而感动，也常对周围的人事
心怀感恩。抱着这样的心态，心
思细腻的他们喜欢从微小细节

来体会较高的幸福感，自然会
由心灵的美丽进而表现为容颜
上的“逆生长”。

狮子座
代表明星：庾澄庆

总是生机勃勃，热情洋
溢的狮子座，对生活充满了
火热的激情，他们从不轻易
停 下 对 美 好 生 活 探 索 的 脚
步。他们渴望到更广阔的天
地施展远大的抱负，成就自
己“国王”的雄风！保持这样
积极乐观的心态，再加上狮
子座天性的浪漫、纯真甚至
可以说是幼稚的特质，使得
狮子座越活越年轻！

生肖鼠

在2014年马年，因为生
肖鼠和马相冲，属于犯太岁
和冲克太岁的一种情况，预
示着在2014年人生会有一些
变化，当然，可以是好的变
化，也可以是不好的变化。
而对于属鼠的朋友来说，除
了在2014年犯太岁外，烂桃
花也会多，原因在于2014年
桃花在午，五行属火，而克
制火的五行就是水，而鼠对
应地支就是子，刚好就是
水，克制太岁的桃花，自然
是烂桃花了，特别是属鼠出

生在农历二月的朋友，明年
烂桃花比较多，要处理好。

生肖猪

属猪的朋友在过去的
一年里感情应该有变化，要
么一波多折，要么有新感
情，要么面临选择和决定等
等，是事情相对多的一年。
而到了2 0 1 4年，同样地，因
为2014年其中一个桃花是在
午，五行是火，亥对应于五
行属水，就是水克火，同样
是最容易惹烂桃花的，因
此，2 0 1 4年里面，属猪的朋
友，也要作好预防烂桃花的

准备，其中又以出生在农历
四月、十月的猪，更加要额
外留神。

生肖猴

2014年甲午流年，根据
寅午戌桃花在卯的起法，卯
即正东方位也是一个桃花方
位的。而卯五行属木，克制木
的同样是烂桃花，那么生肖
猴，对应地支是申，五行属
金，就是克制卯木的，因此，
在马年里面，属猴的朋友，恐
怕烂桃花也不会少，特别是
出生在农历正月、四月或十
一月的猴，更加明显。

他们为何
情路坎坷？
金牛男

即使年龄接近四十岁，心理
年龄仍然停留在二十岁，总是喜
欢年轻的姑娘。但是少有二十出
头的妙龄女生愿意与大叔谈恋
爱，所以他的希望常常落空。

天蝎男
他希望未来的妻子百分之

百的完美：是令自己心动的美貌
女生，家庭背景相当，有共同语
言，有一定学识……但要找到这
样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心动
女生谈何容易！

处女男
家境可能比较富有，希望未

来的妻子有一定学历背景，言谈
举止高雅……然而往往因为生
活圈子的不同，导致他难以寻觅
到心中的女神，最后成为剩男。

他们就爱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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