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单身者良缘多，容易遇到
喜欢的对象，不过需要多付出努
力。已有伴侣的白羊情感关系和
谐，偶尔有些小矛盾，但及时沟
通自然可以化解。
工作：事业运有些不稳定，压力
很大，会被很多事情困扰，做事
不要太冲动。
财运：处于“默念省点儿省点儿”和

“钱不得不花”两种念头的折磨中。
健康：容易皮肤过敏，并伴有炎
症。

白羊座
03/21-04/20

爱情：单身者遇到喜欢的人，可
以主动寻求好姻缘。已有伴侣
的金牛的情感关系也会变得稳
定幸福。
工作：近期是发展事业的好时
机，可以维持人际关系，为自己
带来更多的好成绩。
财运：花销不少，而且有两笔数
额比较大。
健康：要注意的就是鼻部的保
养以及一些意外的不必要的跌
伤、撞伤情况。

双子座
05/21-06/21

狮子座
07/23-08/22

爱情：单身者桃花运转好，多多
主动一些，会求得好姻缘。已有
伴侣的处女也能感受生活中的
幸福。
工作：对事业工作认真积极的态
度，会为你带来不错的利益！如
得到贵人提示与帮助，会获得更
多。
财运：适合尝试新鲜的创收方
式，更适合停止几项固定开支。
健康：注意饮食卫生，远离不健
康的饮食方式，如生、辛辣、过多
的海鲜等。

处女座
08/23-09/22

爱情：已婚的天秤遇到问题，需
要耐心地解决，双方多理解包
容，如能及时去处理问题，对你
来说拥有幸福的婚姻很容易。
工作：最近状态很好，能投入在
负责的各项事情之中，各方面都
能够运作得很顺利。
财运：穿衣打扮之类的“面子工
程”的花费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健康：由于情绪不稳定，压力过
大，容易引起身体不适，需要适
当调节状态。

爱情：单身者容易寻找到合适的
另一半。已有伴侣的巨蟹情感生
活愉快，虽然会有些小问题，但那
正是人生中有趣的小插曲。
工作：只要肯用心，容易获得好的
回报，可以多学习知识，对事业发
展有帮助。
财运：会感觉到经济紧张，银子总
是花得不那么爽快。
健康：下周尤其注意洗完头之后
要将头发彻底吹干。

巨蟹座
06/22-07/22

爱情：单身者不能对自己感情需求
做出正确判断，容易伤人伤己。已
有伴侣的天蝎爱情中也会出现小
矛盾，应多思考。
工作：会有很多工作去忙，做事需
要认真负责，寻求改变与新方向。
财运：好的个人形象是最有效的投
资，也会不惜花金钱经营人际关
系。
健康：多休息，多运动，以保证身体
健康。

天蝎座
10/23-11/21

爱情：遇到合适的恋人，应多了解
后再确定关系。已有伴侣的射手，
情感生活需要彼此解决一些障
碍，然后可以过得很顺心。
工作：容易受到重视，或得到提
拔，有利事业发展。做好自己的事
情即可，不要参与其他是非之中。
财运：会接触不少新事物，花大钱
以前还是要仔细掂量才好。
健康：可能由于辛苦，身体有些小
毛病，需要放松休息。

射手座
11/22-12/21

爱情：单身者有桃花出现，但容
易因此误事。已有伴侣的摩羯
容易遇到烂桃花，影响婚姻生
活，需要提前化解为好。
工作：事业方面会有非常好的
机遇出现，可以接受一项自己
没有做过的事情，成功率非常
之高！
财运：钱的压力接踵而至，逼得
你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健康：外出游玩或运动都需要
注意安全，避免损伤。

爱情：单身的水瓶较少将感情放
在心上。已婚的水瓶会努力经营
爱情，保证更幸福的生活。
工作：下周注意建立起好的人际
关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
若面试，避免因为语出惊人而吓
坏面试官。
财运：愉悦的心情驱使下，要你
省钱已是不可能。
健康：只要多注意运动，多喝水，
保证充足的睡眠即可有个好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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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伴侣的双子的爱情生
活十分幸福温馨，双方遇到问题
多沟通，互相理解，保持这样的
状态就对了。
工作：工作方面会有好的转变，
机会比较多，是会有选择的，做
事情也能很顺利地进行。
财运：在钱财方面比较谨慎，脑
子里始终有省钱的意识，荷包也
比较给力，基本上不会太空。
健康：多注意头痛的发生。

下 周 占 星 (5 . 10-5 . 16)

爱情：单身者有桃花，但要找到
好姻缘，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
时间才可以。已有伴侣的狮子
情感方面会比较稳定。
工作：事业运比较不错，有好的
发展，要把握，是时候尝试突
破。关键场合要适时地包装自
己。
财运：财政状况欠佳。
健康：睡前做一些头部的按摩，
有助于睡眠。

爱情：单身者桃花慢慢开，不可着
急。已有伴侣的双鱼在感情生活
中会有些矛盾和争吵，需要双方
共同面对，谈心化解。
工作：做好自己的工作，其中会有
是非出现，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
定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财运：对钱财心态上更加趋于保
守，这段时间只求烦心事赶快散
去。
健康：虽然容易休息不好，但是通
过自我调整，会有改变。

星座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编辑：刘高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今 日 烟 台 <<<< C1111

母爱是人类所有情绪中最
为美丽的，这种爱纯粹、真诚，
不掺杂任何利益。本周日，母亲
节就要到了，这正是慰劳我们
伟大母亲的绝妙时机，何不趁
此机会为母亲挑一份爱意十足
的礼物呢？

白羊座妈妈

白羊座妈妈常常充当家里
的主心骨，大到购房、买车等重
要决策，小到吃穿住行等家庭
琐事，都少不了她来操持。

可以考虑送妈妈一部车、
一款新手机，正适合妈妈风风
火火的性格。当然，一次轻松的
旅行或者是舒服的美容、按摩，
也能让她从忙碌中解脱出来。

金牛座妈妈

金牛座的妈妈稳重、踏实，
做什么事情都有规有划，不喜

欢鲁莽行事。在金钱上也是精
打细算，争取每一分钱都用得
其所。

趁着过节的当口，你可以
为妈妈添一件新衣了，简单、大
方能突出妈妈的美就好。

双子座妈妈

刻板、平淡是双子座妈妈
的大忌，你永远都别指望妈妈
能把爱玩儿的天性抹掉。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不如
陪她一起玩玩游戏。大过节的
即使老妈玩儿得有些忘形也不
要介意哦。

巨蟹座妈妈

巨蟹座的妈妈是典型的贤妻
良母，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家人
照顾好，家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直接送妈妈一个大大的相
簿，让喜好怀旧的妈妈把家人
昔日的合影全部装进去，随时
拿出来翻看。

狮子座妈妈

狮子座的妈妈像个十足的
女王，高贵、优雅，而且还有些
霸气。她总是力求使自己成为
家人的骄傲，也希望家人能成
为自己的骄傲。

狮子座妈妈喜欢精致的礼

物，在节日里送送包包、香水、
衣服和高级饰品，你和她的脸
上都有光哦。

处女座妈妈

追求完美的处女座妈妈，
总是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连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不放过。

如果送衣服，最好去专卖
店买，虽然贵了点儿，但是漂亮
合身，让爱挑剔的老妈也挑不
出什么毛病来。

天秤座妈妈

品位、情调，这些特质往往
能从身边的天秤座老妈身上找
到。

无论是咖啡厅的促膝长
谈、壁橱里的精美雕塑、展台上
的山水画卷，还是沙发桌上的
温馨小卡片，都会令具有艺术
才华的天秤座妈妈心花怒放。

天蝎座妈妈

天蝎座的妈妈沉静温柔，
聪明智慧，对孩子的爱深沉而
浓厚。

只要是你用心准备的，就
一定会被她珍视。哪怕只是一
个DIY的小玩意儿、一顿美味
的晚餐、一条别致的手链，都可
以博得妈妈的欢心。

射手座妈妈

射手座的妈妈自由惯了，
有时甚至有些粗心。她对子女
也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给射手座妈妈选礼物不必
太过担心她会挑剔，不过也不
能偷懒，带她去逛逛商场、品尝
品尝地方风味、体验体验新鲜
产品，自由潇洒，乐趣无穷。

魔羯座妈妈

踏实稳重的魔羯座妈妈本
身就属于实用型妈妈，她会主
动承担起妈妈的责任，把你的
生活安排妥当。

给魔羯座妈妈选礼物也要
务实，一套日用化妆品、一套结
实耐用的厨具、一双舒适的鞋
子等，虽然价钱不太贵，但是既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又能派上

用场，老妈一定会喜欢的。

水瓶座妈妈

水瓶座的妈妈喜欢天马行
空般的生活，不希望束缚自己
的个性，看起来酷酷的，又有些
另类。

那些形状不规则的饰品、
样式别致的衣服、独一无二的
手工艺品等更有吸引力。

双鱼座妈妈

结婚后，双鱼座妈妈仍然一
派天真、浪漫。喜欢追求如梦境
般亦真亦幻的美好生活。礼物要
有品质，特别是不能有失浪漫。

一束美丽的鲜花、一条漂
亮的珍珠项链、一盒甜甜的巧
克力……只要与浪漫沾了边，
双鱼座的妈妈多会感动得热泪
盈眶。

星星座座趣趣闻闻

母母亲亲节节到到了了，，1122星星座座妈妈妈妈最最爱爱的的礼礼物物是是啥啥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都
有自己的答案，爱情、家庭或者事
业，不管是关于什么，幸福的感觉
一定是甜蜜和美滋滋的。下面我
们就来看看这一辈子中，哪些生
肖的幸福感指数最高。

属虎

属虎的人很有拼搏精神，有
理想抱负，属于越挫越勇型，不管
遭受怎样的打击，都不会轻易放
弃。同时，属虎的人又很有霸气和
魄力，说话行事，雷厉风行，言而
有信，说到就要做到，很有王者风
范。

他们之所以幸福感最强烈，
是因为虎虎们心胸宽广，凡事不
计较，过了的就让它过去，心态特
别好，对谁都是热情满满，一看就
知道是热心人，幸福感当然就随
之而来了。

属牛

属牛的人大多比较直，心里
坦荡荡，踏实认真务实，不做作浮
夸，保守道德观念强。他们一般都
会礼貌待人，不喜欢主动去迎合
人，所以只要真正懂牛牛们的人，
才会走进牛牛的心里。

属牛的人很懂得知足者常
乐，不会过于追求名利，在他们心
里家庭和睦，子女孝顺，才是一辈
子最大的幸福。为了家庭和谐，牛
牛们会做出很大的牺牲和让步，
只要家人平安快乐，做什么都愿
意。

属龙

属龙的人活泼开朗，言行举
止不凡，谈吐幽默风趣，在龙龙们
身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乐观和快
乐。看不出来他们忧伤和难过，是
因为属龙的人很会掩饰自己，很
会保护自己。

龙龙们不仅在工作上认真，
而且生活中也是挺会享受的，所
以在一起，会有很多乐趣，乐此不
疲。龙龙们的心其实是很细的，你
的一句关心，你的一声问候或一
份小礼物都会令其感动半天，很
容易感受到幸福的感觉，所以他
们幸福感通常都非常高。

一辈子活得

最幸福的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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