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情感上需要更多的理智。
与伴侣相处，可能有蛮横不讲理
的表现。
工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行
动力是弱项。可能不惜放弃原则
走捷径。
财运：花销随心情涨跌，财务控
制力下降。
健康：身体小心炎症。

白羊座
03/21-04/20

爱情：隐晦和暧昧增多，难以抗
拒异性的帮助。贸然跳出不少
桃花，要懂得把握。
工作：思维注重目标绩效，但实
际工作更需人际协商，有道理
但不近人情是硬伤。
财运：正财运落，偏财运增强。
健康：身心能量通过人际流通
得以舒展。

双子座
05/21-06/21

狮子座
07/23-08/22

爱情：伴侣间问题需解决，或伴
侣更多地需要你。感情冒险性
增强，易涉隐晦情感。
工作：眼前的瓶颈在于人际。思
维注重个人独力支撑，未能跟
上现实形势。
财运：想法保守，易错失机会。
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提升。
健康：小毛病缠绕，呼吸道疾病
偏多。

处女座
08/23-09/22

爱情：伴侣是自己的贵人，体会
到陪伴的意义，因而更加重视对
方。
工作：工作任务重，玩乐心思不
减，精力投入受限。合作机会多，
有望得到团队的帮助。
财运：收入虽有提高机会，多来
自艰辛努力。
健康：身体触觉敏锐，适合健康
自查。

爱情：情感虽然贪婪，但也理智现
实，必要时候会做出取舍。
工作：转换环境的机会增多，如交
流进修及调岗，经历往往触动精
神层面。跳槽氛围加重。
财运：目光较难从当下的小得失
转移。
健康：运动潜能高，适合开展锻炼
计划。

巨蟹座
06/22-07/22

爱情：伴侣间，会主动付出，但对对
方的回应也十分在意。单身的，择
偶标准有提高。
工作：玩乐氛围重。幸运的是，从事
的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玩乐
和工作是合一的。
财运：开心工作，收入也相应提高。
健康：注意发烧或发炎。

天蝎座
10/23-11/21

爱情：恋爱机会增多，或会难于
抉择。乐于表现热情为对方设
想。
工作：创新想法多，但现实的约
束大。心有不甘，受家人建议的
影响较多。
财运：财务计划需配合家庭整体
计划，有置业时机。
健康：注意消化系统的不适。

射手座
11/22-12/21

爱情：单身的，心思难定，易陷
暧昧。伴侣间，要注意避免言语
冲突。
工作：状况复杂多变，被迫应
对。但内心更倾向于熟悉的舒
适环境。
财运：兼职、创收机会增多，意
外的花销大。
健康：思虑多，生活节奏常因意
外改变。

爱情：情感无法掩饰，更多表达
出来。单身的水瓶座，缘分容易
从聊天中取得。
工作：思维敏锐，行动稳健，虽然
点子频出，但会三思后行。
财运：财富控制力强，善调配资
源，获取更大财富。
健康：情绪平和，但有贪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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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情感的理智态度，逐
渐受到身边人影响。友情的陪伴
减弱爱情的分量。
工作：当下的踏实努力，是未来
计划的一步棋。善用人际助力，
但也容易意见不合。
财运：可能为事业有大笔的资金
投入。人际花销增多。
健康：焦虑和紧张增多。

下 周 占 星 (3 . 8-3 . 14)

爱情：伴侣相处，表面平静，实
则心思不少。单身的，多抱随缘
姿态。
工作：对现实的观察易模糊，惟
有倾向未来，以冲淡当下得失。
财运：易涉暗盘获利，但非你能
力所及。
健康：会有不良情绪，但能自我
疏解。

爱情：在意情感付出和回报的性价
比，主动减少，衡量和试探增多。
工作：思维感性，行动迅速，本周仍
算是工作高效期，利益驱动力明
显。
财运：运用稳健性理财产品实现获
利的机会增多。
健康：情绪易亢奋难平静。

双鱼+双子：

最极品的配对星座

星星座座趣趣闻闻

元宵节前，超市上各式各
样的汤圆也纷纷上架。近日，
不少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自
创的汤圆新吃法，“麻辣火锅”
汤圆、“方便面”汤圆相继上
阵，各种汤圆新馅也让不少人
大跌眼镜。

来自上海的网友“井二修
吾”就自创了“麻辣火锅”汤
圆。而且网上不少网友表示曾
尝试过：“平时让人觉得有点
腻的汤圆，顿时有吸引力。”还
有人把汤圆直接加入方便面
一起煮，他说“纯属混搭‘疯’，
味道还行”。

猕猴桃、韭菜也成了汤圆
新馅料，甚至还有“紫玉板栗”

“缤纷菠萝”“猕猴桃”等新馅
儿。一些看似跟汤圆完全不搭
边的材料也跟汤圆混搭在一
起。

除了牛奶、新鲜水果，有
人甚至把饺子、馄饨、抹茶、酱
豆等也当作配食汤圆的佐料。
网友还用糯米粉和玉米磨成
碎末做成的夹心，再配上椰汁
和牛奶，并取名为“椰奶玉
子”，称味道“销魂”“完美”。或
者是用巧克力、黄瓜、胡萝卜
自制了五彩缤纷的汤圆，卖相
十分好看。除此之外，还有网
友用抹茶、山芋、紫薯等各种
食材自制出汤圆，味道多种多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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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不都是前世超过五百次回眸的结果，有
时候就是因为相视一笑那个瞬间的心动，或是因为
那一件事一句话的默契感。相爱容易相处难，有一
些星座可能是很容易一见钟情的，却不是真正相处
在一起会轻松有趣的。要想天长地久，需要双方推
己及人，相互谦让，付出更多的努力。

双鱼座和双子座都属于人缘很好的星座，要相
遇相识走到一起确实是很容易的事。只不过双鱼座
的人总是习惯性地游走在现实与梦境的边缘，心情
常常起起伏伏，变化很大，不切实际，又感情用事，
在面对问题时又喜欢逃避，如果与对方出现了感情
上的矛盾，就会是那个需要被追着哄的角色。一旦
对方表现得不理不睬，双鱼座的人就会陷入胡思乱
想中无法自拔。

双子座的人有着非常严重的双重人格，今天对
恋人表现出极其温柔的一面，令恋人沉浸其中，以
为自己爱上的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人，明天就会被双
子莫名冷漠的态度给冷得不知所措。这种极端的表
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受自己控制的，他们有太多
的突发奇想，也常常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分心，所
以才会给人一种善变的印象，当然，花心就是他们
最大的特点。

这两个星座也许会被彼此的外貌所吸引，但是
真正走到一起以后，彼此都会感到很累。双鱼要的
温柔浪漫，甜蜜体贴，没办法从双子那种心血来潮
时才给一点上获得持续的升温，反而只会在双子时
而热情、时而冷漠的态度中，对彼此之间的爱越来
越不确定。双子做事常常都是三分钟热度，每天只
是谈情说爱，对于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太无聊了，不
是不会哄人，而是懒得去哄，更不用说追着哄了，要
逃避，要冷静，那真的就会令对方彻底心冷了。

(想想)

段子
“重口味”过元宵节

网友自创奇葩汤圆

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里，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实在太艰
难，很多时候需要别人的一臂之
力。关键时刻能够有贵人相助，往
往会事半功倍。那么，在3月里，你能
否遇到贵人从而走好运呢？

1 .属蛇的人
3月份为己卯月，属蛇的人和月

令形成木火土相生的局面，运势有
所好转回升，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易有贵人伸出援手，为你指引明
路。

工作上，属蛇的人们应避免孤
单作战，加强和家人的沟通及亲朋
助力，让自身运势能更好的在这个3

月腾达起来。

2 .属马的人
由于己土禄在午，所以己卯月

属马的人贵人运极其不错，本月在
个人职业规划方面会有更全面深
入的思考和认识，也易花时间去接
触和学习相关行业的职业培训课
程，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这
方面，长辈、上司领导会给你诸多
帮助。

3 .属狗的人
属狗的人们事业运不错，宜继

续保持，可享受之前辛苦得来的成
果，而且还可获上级赏识。但是属
狗的人毕竟在今年刑克太岁，虽有
贵人运，但是贵人助力不大，更多
只能靠自己自强不息，提升自我，

必须把握时机努力不懈，运程才能
逐渐好转。不妨在家中摆放“黑曜
石八卦阵”催旺自身贵人运。

最最易易沦沦为为吃吃货货的的星星座座都都有有哪哪些些？？
第一名：金牛座
金牛是天生的享乐派。生命中

一切值得享受的东西都会吸引金
牛的注意。美食是享受人生不可或
缺的部分。小编认为，金牛不但可
能沦为吃货，还会变成一个美食
家。什么东西口感最好，什么东西
吃起来最能带给自己幸福感，什么
料理搭配什么饮料能获得最完美
的滋味……总之，金牛是“食尚界”
的老饕。

第二名：双子座
双子喜欢尝试各种美食，就像

他们喜欢尝试一切新鲜事物一样。
和双子一起吃饭，你可能并不觉得
他食量很大，因为他只会从每个盘
子里夹一口食物来吃，看起来量好
小，但加起来种类却不少。小编判

断，双子大概会在看到美食广告后
就立刻买来尝新，所以，很少有双
子没有吃过的东西。而且双子喜欢
的口味也十分复杂，他们就像一个
大熔炉，把什么东西丢进去，都能
被吸收接纳。

第三名：白羊座
白羊座性格直爽，有好吃的

一定会毫不顾忌形象，立刻把美
食放进口中。白羊属于那种想到
哪儿做到哪儿的人，他们不会为
了保持所谓的形象，做作行事。而
且对待“吃”这件事，白羊认为根
本没必要装，食量有多大就吃多
少。小编觉得，白羊吃货简直可爱
至极，他们在美食面前表现出来
的不是贪婪，而是略带一点洒脱
的任性。

“吃货”是很多人挂在嘴边
的口头禅，小编认为，尽管吃货
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太贪吃
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到底哪些
星座盛产吃货呢？

33月月份份最最有有贵贵人人运运的的生生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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