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恋情：有伴的，会找到相对舒服
的相处方式。单身的，较有机会
遭遇异地情缘。
工作：希望自己的痛也让对方感
受一下 ,但是这种痛感正在离
去，你可能找到了某个想法令自
己释怀。
财运：依然是偏财运旺，偏好风
险投资。有机会获得馈赠。
健康：户外运动是不错的解压方式。

白羊座
03/21-04/20

恋情：性的分量加重，影响恋爱
关系。
工作：沟通能力强，合作机会
多，但时常需迎合他人调整自
身令你感觉辛苦。
财运：海逆结束仍在阴影期，投
资不建议出手。
健康：留心纵欲带来的身心困
扰。

双子座
05/21-06/21

狮子座
07/23-08/22

恋情：习惯性地相处，即使平淡
无味，也少有动力去改变。念旧
倾向出现，需小心过往情感的
打扰。
工作：擅于学习和创新，谈判和表
现力强，相关环节有出色表现。
财运：财运受家庭影响，投资理
财倾向求稳，熟悉的获利渠道
更有保障。
健康：身心活跃。

处女座
08/23-09/22

恋情：感受倾向于说出来不想隐
瞒。单身的，有望在聊天中发现
缘分。
工作：行思一致，务实甚至功利。
工作中往往遭遇混乱和拖延事
件，沟通机会增多。
财运：财富敏感度和控制力不
错，契约关系带来获利机会。
健康：需注意作息正常，可令下
周身心愉悦。

恋情：伴侣间摩擦增多，要注意自
己的计较和挑剔，主动化解冲突。
单身的巨蟹择偶标准有提高。
工作：工作和兴趣合一，虽然忙碌
也不觉得辛苦，加上创意和表现
力优于平日，职场会有出色表现。
财运：玩乐、恋爱开销有收敛。工
作拉升收入这样的正财运提升。
健康：玩乐和纵欲有收敛，健康受
益。

巨蟹座
06/22-07/22

恋情：情感上的付出在意回报。容
易被爱情上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
扰乱。
工作：目标明确，执行力强，敢于承
担重压，容易接近职场的权力重心。
财运：投资理财注重稳定回报，开
销节俭，处于积累型财富增长模
式。
健康：易冲动，小心刀伤和头痛。

天蝎座
10/23-11/21

恋情：感觉愈加清晰，决定愈加
坚决，你等待的只是时机。
工作：周六，开始自我调整，逐步
走出情绪阴霾，意识到不能让感
觉操控理智。
财运：觉得自己某种情绪、某种
愿望必须得到满足，而不惜花费
钱财。
健康：自控力低，易上瘾。

射手座
11/22-12/21

恋情：无意识地接受别人的好，
令本周充满了暧昧的桃花关系。
工作：可能在自我意识中夸大
了某种观点或形势，建议不要
作重大决策。言多必失。
财运：对钱财正当与否的界限
感变模糊，易受鼓动，小心投资
陷阱。
健康：身心能量通过人际流动，
建议多和朋友相处。

恋情：感情受朋友影响较多。单身
的可望在朋友聚会中发现缘分。
工作：执行力强，有心计，容易获
得上司认可。出现创新和转型机
会。
财运：财运较多受人际影响，可
能对事业有投资。也可能对创新
型的理财工具感兴趣。
健康：工作易有过劳，小心职业
病。

恋情：对感情的看法变得现实，珍
惜有发展前景的感情，如果没有，
可能寻觅更好的。
工作：注重未来规划，眼光超前，
有遇见，但对当下具体事务容易
疏忽。
财运：倾向于参与长线、稳健、积
累型的理财项目。
健康：运动潜能提升，锻炼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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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情：有伴的，得到伴侣的帮助，
体会到伴侣的好，自己也积极做
出回应，关系变和谐。
工作：工作高效期，有望从合作
关系获益。但有指挥、挑剔他人
倾向。
财运：合作生财机会增多。节俭
能力强，积蓄上升。有偏财机会。
健康：工作易过劳，精神偏紧张。

下 周 占 星 (11 . 16-11 . 22) 段子

星星座座趣趣闻闻

恋情：追逐新鲜感，恋爱机会增
多，受家庭影响，会暂时抑制。
工作：工作表现求稳为主，可能
受家庭事务影响。人际上，在自
己的小圈子内如鱼得水。
财运：金星引致风险偏好提升，
资金操作仍注重保本和稳健收
益。理财策略开始变积极。
健康：注意处理长期积累的小
病痛。

““九九儿儿””周周迅迅：：集集天天秤秤和和狮狮子子于于一一身身

冬天来了

教你秒辨单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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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如何分布
又到了脱衣服靠勇气，

洗衣服靠毅力，起床靠爆发
力的时候，世界也从此分成
被窝里和被窝外两部分……
2 .快速找出单身女生

如果一个女孩，在这样
的天气，仍然坚持每天按时
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
了只在心里默默抱怨，用嘴
呵两口气又能生龙活虎。脚
冻麻了也不撒娇，只是跺跺
脚复又笑靥如花。你的明媚
温暖了寒冬，你的微笑是最
动 人 的 画 面 。这 样 的 女
孩……你一定没有男朋友。
3 .不要互相伤害

“双十一”过后，迎来了
快递高峰。眼瞅着这天气也
是越来越冷了，喜欢网购的
朋友们请克制一下。尤其不
要选择周末送货，否则，一大
清早把你们叫醒的就不是梦
想、也不是闹钟、更不是你妈
了，绝对是快递员打来的电
话。没有买卖，就没有互相伤
害。
4 .冬装如何时尚

现在东北已经很冷了，
同事上班还穿破洞牛仔裤，
腿毛冻得支棱在外面，很难
看。出于关心，我问他：“你今
天怎么不穿秋裤？”同事说：

“穿了，我在秋裤对应的位置
也剪了洞。”

改编自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小
说《红高粱家族》，金
牌导演郑晓龙执导，
周迅、朱亚文主演，鲁
剧《红高粱》火了。伴
随着高收视率，争议
也来了。尤其是饰演
主角“九儿”的周迅，
作为一个江南女子，
对一个山东女子的诠
释，既有赞同，也惹来
了争议。

在剧中，“九儿”
周迅不仅周旋于与张
俊杰、余占鳌之间的
三角恋，以及父亲、县
长等男性角色之间，
而且还跟单家嫂子来
了一场“宫斗”。简单
来讲，就像媒体报道
的，“九儿这个大嫚有
点邪”。

从 星 座 上 来 分
析，剧中“九儿”的这
个人物的性格表现，
还真跟太阳星座是天
秤座，月亮星座是狮
子座的周迅的星座性
格很相像。

感情纠葛天秤“九儿”

“九儿”与富二代张俊杰
青梅竹马，但却因故分手，后
又陷入与余占鳌的感情纠葛，
并为其生下了龙凤胎。纠结在
二人之间，“九儿”更爱谁？

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天秤
女的，“一生会爱上很多人，而
每一个都是真爱”。这句话放
到周迅身上，分外明显。周迅

的太阳星座落在天枰座，这些
人多数长相出众，为人乖巧，
性格八面玲珑、也比较圆滑，
会做人会公关。

另外，主管周迅爱情的金
星和火星都落在了天蝎座，这
样的人注定把感情当作毒药，
在每段感情中都投入全部，完
全成为一个感情动物，更容易
钻牛角尖，把双方都折腾得很
累。细看周迅的感情历史，也
与其星座特性非常吻合。一直

以来，周迅给我们的感觉好像
都是离不开爱情一样，一直都
是在谈恋爱当中。

霸气外露狮子“九儿”

在剧中，“九儿”身陷花脖
子的匪窝，但靠着胆识全身而
退，嫁到单家后又跟大嫂斗来
斗去，还周旋在土匪余占鳌和
剿匪县长(同时又是干爹)朱豪
三之间，甚是机智和游刃有
余，颇为霸气。

但是周迅的月亮星座落
在了狮子座，这个星座与天枰
座非常不同，他们个性强悍、
比较霸气、做事果断，总是说
一不二。

所以周迅应该是比较反
叛不喜欢随大流的一个人。而
且月亮星座是狮子座的人很
难使自己的心态平衡，这更明
显地体现在与人处事的态度
中：非常情绪化，爱憎分明。

电视剧《红高粱》开播前，
周迅能否胜任“九儿”这个角色
不乏争议。特别是有了上世纪
巩俐版的“九儿”在前，如今40

岁的周迅扮演18岁的九儿，无
疑对全剧形成“挑战”。

电视剧播出后，网友评价
“叫好”居多，豆瓣网受众群给
出了7 . 7分，大部分网友认为周
迅饰演的“九儿”灵气十足、耳
目一新、很到位。

莫言认为，周迅饰演的九

儿确实“更加有灵气，更加活泼
可爱，有一种朝气”；导演郑晓
龙则坦言：“周迅本身演技非常
好，身上有股女汉子劲儿。”

据山东卫视有关负责人介
绍，莫言在与郑晓龙讨论剧本

时还透露，当年动笔写小说时，
选取的就是自己奶奶的形象，
而事实上莫言的祖母也是一名
个子不高、小巧玲珑的女性。这
也成了此次莫言最终认可周迅
出演“九儿”的原因之一。

周迅版“九儿”更有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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