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单身者有机会结识条件优
异的异性，已有伴侣的白羊可能
因冲动说错话。
工作：工作劲头十足，要尽量鼓
励自己接受挑战，积极的工作态
度才能赢得上级的欣赏。
财运：正财运稳定，但棘手的债
务问题需要多费心思。
健康：需要提防呼吸道方面的不
适。

白羊座
03/21-04/20

爱情：单身者很想跟意中人表
白，但时机需要仔细挑选。已有
伴侣的金牛会因为一些小事与
对方闹别扭。
工作：可能会被卷入同事间的
竞争中，工作进度也会因此受
到拖延。
财运：有获得偏财的可能性，下
周无需为金钱担忧。
健康：适度休息，保持心情愉快。

双子座
05/21-06/21

狮子座
07/23-08/22

爱情：单身者不容易吸引条件
适合的异性注意。已有伴侣的
处女座不宜对另一半期许太
多。
工作：想到的点子最好立即执
行，以免节外生枝。提防因粗心
造成纰漏。
财运：会有人想与你合伙，但前
期保持谨慎的态度为妙。
健康：注意饮食卫生。

处女座
08/23-09/22

爱情：单身者有机会与异性交
往，但要小心陷入苦恋。
工作：可能会接到自己并不熟悉
的工作任务，执行困难，但能够
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财运：开支有所增加，收支难以
平衡。
健康：近期适合开展新的健身计
划。

爱情：单身者可以尝试积极示爱，
成功几率较大。已有伴侣巨蟹，感
情生活会充满甜蜜浪漫气息。
工作：工作进度会受私事影响，另
一方面，想抓住的机会太多，压力
自然会很大。
财运：值得花钱的地方很多，好在
收入有所增加。
健康：适度参加户外运动有益身
心健康。

巨蟹座
06/22-07/22

爱情：单身者桃花运不错，且有望
寻得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
工作：工作上难寻帮手，事无巨细
都需要你亲自处理，身心俱疲。
财运：收入增加，但开支也陡然增
大，也难免会为金钱感到担忧。
健康：不要轻易尝试新的护肤品，
要提防皮肤敏感问题。

天蝎座
10/23-11/21

爱情：单身者结识条件合适异性
几率较低。有伴侣的射手需多推
己及人，不要独断独行。
工作：贪图玩乐可能会影响工作
进度，同时可能引发领导不满情
绪。
财运：可能会因为面子问题破
财。
健康：下周可能会被失眠困扰。

射手座
11/22-12/21

爱情：单身者可能会进行一段
秘密恋情。已有伴侣的摩羯会
遇到小矛盾，应拿出耐心来化
解。
工作：工作中出现一些难以解
决的难题，适度向外界求助，可
获得前行的力量。
财运：几笔不得不支出的开销
会掏空你的荷包。
健康：尤其注意颈肩疾病。

爱情：单身者是时候向心仪的异
性告白了，成功几率较大。已有
伴侣的水瓶有机会收到来自另
一半的浪漫惊喜。
工作：朋友提出的意见会对你起
到很大帮助，为了成功拿出毅
力！
财运：生活开销会有所增加，注
意开源节流。
健康：在合理饮食上多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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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有机会结识心仪的异性，有伴侣
的双子应多花时间陪伴对方。
工作：工作压力较大，内心会有
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慨。
财运：投资运欠佳，保守理财是不
错的选择。近期需要克制消费欲。
健康：保证睡眠时间，以免免疫
力降低。

下 周 占 星 (3 . 22-3 . 28)

爱情：爱情运势欠佳，单身者可
利用自媒体展现个人魅力。有
伴侣的狮子可能会受到恋人漠
视。
工作：职场上会遇到有力的竞
争者，面对挑战，尽量保持头脑
冷静，要学会变通。
财运：日常开销不大，收入丰
厚，不必担心财务问题。
健康：不注意保重身体可能会
导致老毛病复发。

爱情：单身者可能会因为现实条件
的约束而拒绝热情的追求者。
工作：工作上的变动会为你带来难
以承受的压力，职场中的人际关系
要小心处理。
财运：消费支出需要三思而后行，
以免形成财务漏洞。
健康：切忌暴饮暴食。

白羊座：执行部或销售部
接到任务就马上去实施；

火一般的闯劲一定有利于开拓
市场。
金牛座：财务部

很实在，一定不会乱花钱。
双子座：市场调研部

生性好奇包，打听消息渠
道又如此之多。
巨蟹座：后勤内务部

让恋家的巨蟹们把公司当
成他们的家吧。
狮子座：经理或主管

他们就像光芒四射的太
阳，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处女座：质检部

处女座都认可的产品，相
信很少有消费者能挑到毛病
了。
天秤座：公关部

天秤的交际能力就不用多
说了吧。
天蝎座：监管部

有蝎子在盯着，大概没有
人敢轻易违纪。
射手座：外省业务员

爱好自由的射手一定会感
谢你给了他这份可以名正言顺
到处跑的“美差”。
摩羯座：办公职员

埋头苦干的摩羯最能在这
“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
事业”了。
水瓶座：产品开发部

让最爱标新立异又头脑灵
光的水瓶做这个可谓如鱼得
水。
双鱼座：广告部

鱼儿们浪漫而又充满了艺
术气息，一定不会让你的产品
宣传召来“俗”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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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们各司其职

你的公司才更加高效

12星座排行

星星座座趣趣闻闻

在今年春晚上，小品
《女神和女汉子》甫一播出，
就成为热门话题。其实，除
了“女神”与“女汉子”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女神经”来
形容女生的。

无论是众人仰慕的“女
神”，还是神神叨叨的“女神
经”，她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精
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瞧瞧，你是哪一种精彩？

白羊女:
百分之百是女神经

白羊座女生其实一直都非
常羡慕那些天生就具有“女神
气质”的人：面对异性的追求，
敢于果断拒绝，在各种慌乱的
时刻，也能够保持一种雷打不
动的淑女风范。

可白羊座女生天生就耐不
住性子，甚至遇到帅哥就有要
扑过去的冲动，所以只能算是
一个十足的女神经。

金牛女：
只不过偶尔是女神

金牛座的女生身上还是有
不少女神的潜质的，因为在日
常的生活当中，她们只是更偏
向于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不过，金牛座女神们成为
女神的原因或许会特别世俗，
那就是要嫁一个好男人。要知
道，真正的女神，总是为自己而
活，不依靠任何人。

双子女：
二者之间转换自如

双子座女生是十二星座当
中最难以捉摸的了，在他们的
身上，几乎隐藏着所有女生应
该有的各种性格特征，不然他
们怎么会有“百变双子”的称号
呢？什么时候是女神经，什么时
候是女神，全都取决于双子座
和什么人在一起，以及他当时
的心情如何。

巨蟹女：
贤惠可人的好女神

巨蟹座女生其实不太在意
自己究竟是被定义为“女神”，还
是“女神经”，心地善良的她们，
从来都是具有一种宽容的博爱
情怀，只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快
乐。她们经常保持着一种温柔婉
转的气质，认真耐心地听着别人
的诉说，当然没有任何“女神经”
所有的各种怪行为。

狮子女：
其实更像个女汉子

狮子座女生可以说是十二
星座当中最为霸道的了，她们
天生就充满着一种“女权主义”
的意识，非常厌恶那种“女子不
如男”的说法，许多时候，她们
不是女神经，更不是女神，而是
更像一个霸道冲动的女汉子。

处女女：
精神紧张的女神经

从表面上看来，处女座女

生是十二星座当中最具有“女
神”气质的了，追求完美的她们
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性
格严谨的她们总是表现出一种

“女神”般不可侵犯的气质。
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强迫

症的高度患者，她们经常因为
一些小事情而忧心忡忡，不成
为女神经也难。

天秤女：
神态优雅的冷女神

天秤女是十二星座当中气
质最为优雅的一个，知道在各
种社交场合中如何表现自己的
魅力。这样的女神，一旦发起飙
来，可是谁都惹不起的。

只不过，在天秤座女生精
致的妆容之下，谁都无法知道
她们内心里究竟渴望的是什
么，十足高冷。

天蝎女：
勾魂摄魄的妖女神

天蝎座女生是十二星座女
生当中最为性感的一个，因为
她们往往天生就拥有着“天使
般的面孔”与“魔鬼般的身材”。

在生活上，天蝎座女生经
常保持着一种勾魂摄魄的妖女
神的姿态，让异性备受诱惑，难
以自拔。只不过，这样的她们，
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射手女：
无人可控的女神经

射手座女生的心态也没有
几个人可以猜透，因为许多时

候，她们自己也都搞不清楚自
己究竟要做什么，真正想要的
是什么，无论做什么事情，她们
都非常随性，不喜欢被束缚。

而这样的射手座，呈现给
大家的往往就是女神经的一面
了。动不动就大叫，做事没有计
划性等等。

摩羯女：
只是简单淳朴的女人

“女神经”在其他星座女
生的身上，往往表现出冲动、
毛躁、随性这些方面，而生性
沉稳的摩羯座当然不会如此
疯狂，同时，处事不惊的她们，
也不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气
质。

或许，所有的摩羯座女生，
只是一个简单淳朴的女人吧，
她们渴望自己的幸福，渴望被
爱，而一旦决定要爱上谁，就永
远都不会改变。

水瓶女：
特立独行的傲女神

水瓶座女生是十二星座
当 中 最难 以 捉摸 的 ，她 们的
内 心 非常 丰 富，你 很难 从她
们的言行中看出其性格和爱
好。

但是，一旦遇到了自己喜
欢的人时，或许，她们就会表现
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会
有女神经的一面。

双鱼女：
在女神和女汉子之间

双鱼座女生是十二星座女
生当中最小家碧玉的。她们似
乎处在女神和女汉子之间。面
对心上人，她们会将自己最美
的一面展现出来，一副女神姿
态，但要是遇上什么烦心事，她
们会像个女神经一样大喊大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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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和女神经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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