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情：有伴者关系稳固，交流紧
密，但深度沟通较少。单身者现阶
段的感情事件大都与经济挂钩。
工作：职场整体走势上扬，收入稳
中有涨，独立作业或自主经营者
行情尤佳。业绩良好，你会考虑扩
展或开展新项目，突破目前的模
式。
财运：不要做自己控制不了的事
情，努力走得平稳，小心驶得万年
船。
健康：心理健康尤其值得注意，宜
多抽空出外旅游。

白羊座
03/21-04/20

爱情：有伴者出于理智去处理
双方关系，或许会有言不由衷
的言行，有可能陷入焦虑、犹豫
不决的局面。单身者在旅途或
不熟悉的环境中反而容易邂逅
异性。
工作：职场上叱咤风云，收入看
涨，但要注意，不能太过牺牲与
家人团聚的时光。
财运：要开源节流，短线投资容
易获得回报。
健康：最近要特别小心肝肺毛
病，饮食习惯要格外小心。

双子座
05/21-06/21

狮子座
07/23-08/22

爱情：情感关系受制于环境，并
容易因财务或子女问题引发冲
突。单身者现阶段的潜在恋爱对
象难以让你满意。
工作：职场也易产生冲突，过于
直言不讳易招来对方的对抗，你
认为好的并不一定适合别人。别
人的意见听听就好，自己必须明
确发展方向。
财运：投资应谨慎，可预期前方
困难重重。
健康：新陈代谢较快，是减肥的
好时机，多运动。

处女座
08/23-09/22

爱情：与伴侣的关系如梦似幻，
真实感不足，应共同明确共同走
下去的共识和目标。单身者的感
情也充满梦幻感，现实可行性
低。
工作：下周需警惕职场上如梦幻
泡影般的消息，应结合自身实际
的需要，作出清晰的选择。先明
确自己的目的和底线，再与外界
沟通。
财运：投资方面也不要拒绝接受
他人的建议。
健康：情绪不佳，易动怒和冲动。

爱情：情感关系有新体验，充满
愉悦之情，与伴侣共同进退规
划。单身者如能抛开顾虑，则很
有机会进入一段新恋情。
工作：职场能见度高，创意十
足，应酬增多，一种自由感注入
体内，不再是被生活推着走。需
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难免
会有瞻前顾后的时刻。
财运：可以多尝试些新项目，不
要守在一棵树下。
健康：注意肠道方面疾病 ,切忌
不可饮酒。

巨蟹座
06/22-07/22

爱情：情感关系回暖，你或许会
花大量时间与爱人互动，从而
让双方感情更加融洽。单身者
下周容易想念前任，能否走下
去则有待商榷。
工作：职场处于十字路口，你被
过去不愉快的经历影响，情绪
不稳定，这也是走向明晰的必
经之路，会有终结性的判断，适
合自己才最好。
财运：专心工作，最近正财运不
错，关于投资，谨慎为重。
健康：运动时注意安全，不要勉
强自己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天蝎座
10/23-11/21

射手座
11/22-12/21

爱情：对情感关系感到迷幻不清，
憧憬中的婚姻爱情与现实形成落
差，你仍有勇气去继续尝试。单身
者面对刺激与吸引，或会选择旅
游去回避。
工作：或许你已经厌倦了自己在
职场上的举棋不定，也不愿意继
续停留在沉闷中，下周你会从种
种制约中跳脱出来，更愿意做自
己真正喜欢的事。
财运：有机会通过朋友获得不错
的赚钱渠道。
健康：注意头部和神经系统疾病。

爱情：与伴侣的互动略显沉闷，
需要主动做出创新和改变。单
身者出现多个选择对象，风格
各异，需要好好权衡选择。
工作：职场上的按部就班让你
觉得自己的灵性受束缚，但这
份职业偏偏又能给你带来可观
的收入。如若换工作，需要好好
准备面试。
财运：想赚钱要调整好心态，瞻
前顾后可能会错失良机。
健康：注意肾脏疾病，注意合理
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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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关系进展较佳，会有
时间安排到对方家里小聚。单
身者的假期桃花较优质，但暂
不适宜确定关系，需从长计议。
工作：睿智冷静的舍弃会让你
的职场之路日渐清晰，综合多
方考虑，你会作出决定。其实不
是你缺乏改变的能力，而是你
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财运：要多加注意身体疾病，这
是可能破财的地方。
健康：健康问题可能会出在肠
胃方面，要注意饮食。

下 周 占 (8 . 30-9 . 5)

爱情：与伴侣的互动情趣十足，
也有可能出现其他的选择对
象。单身者本周桃花形势大好，
外出参加聚会遇到心仪异性。
工作：职场有新起色，休假中也
有好消息传出，迎来利好的合
作机遇。选择难题依然会困扰
着你，受过去的经历影响，记
住，机遇转瞬即逝。
财运：比较容易得到朋友的馈
赠，但礼尚往来也会让你付出。
健康：可以适当饮用花茶，调节
内分泌。

爱情：对伴侣的不满会增多，你
会纠结于选择面对还是继续隐
藏。单身者深感孤独，渴望在假
期能够找寻到情感暖流。
工作：对职场的定位过于理想
主义，也许会让你感到失落。如
果你有勇气坚持做自己，将会
逐渐找回重新振作的能量，并
且离目标越来越接近。
财运：放纵自己过度消费很容
易造成财政赤字。
健康：运动时注意保护脚和膝
盖。

那些让你

哭笑不得的代沟
星

星座趣闻★

爱情：有伴者与对方进一步规
划未来，想得多做得少，如果能
够加强行动，相信你们的关系
会更深化。单身者跃跃欲试，但
却常有灰心念头袭来。
工作：在新的领域里摸索，有些
忐忑和疑虑，理论可以让你更
加清晰，但不应成为阻挡前进
步伐的绊脚石。
财运：投资运不错，偏财运较
好，贪心易损财。
健康：注意心脏和血液疾病，要
多休息。

脾脾气气最最臭臭的的星星座座排排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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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名 水瓶座
水瓶座很会检讨自己，可

是当他自认控制很好的事情
失控的时候，例如他觉得自己
的行踪保密得很好，想不到还
是暴露了，这时水瓶座会无法
忍受，他认为之所以要保守这
个秘密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且
是要让对方在这个过程中舒
服一点。

他会觉得自己的好意被
对方曲解了，水瓶座的生气是
因为他无法理解事情怎么会
变成这个样子，常常抱怨不
停。

第4名 摩羯座
摩羯座不太会处理自己

的情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
们的情绪控制得很好，但其实
他是很有情绪的。摩羯座生气
的原因通常都是，他觉得自己
都是为了别人想，都是为了让

别人开心舒服，自己从来不把
问题带给别人，但是为什么自
己这么好的一个人，还会遇到
这种事情？

当摩羯座心里不平衡到
这种程度的时候，谁碰到他谁
倒霉。

第3名 射手座
射手座的不高兴和不开

心，会直接表现出来。他觉得
没有必要装，但是如果他觉得
讲出来有损颜面的话，他也会
不说话，凝重的脸色绝对会让
人觉得难以亲近，而且射手座
迁怒的时候对自己越亲近的
人会越不好，因此当射手座在
外面受气时，可能回到家之后
会迁怒家人把情绪发泄到亲
人身上。

第2名 天蝎座
天蝎座受不了人家让其

检讨他所犯的错，这时天蝎座

就会心理很不平衡，他会觉得
为什么别人也同样犯错，偏偏
只找他一个人。因为天蝎座擅
长看到别人的错，所以当别人
让他检讨时，他会反驳而且还
会指证其他的犯同样错误的
人。

因为天蝎座是很希望公平
的，所以如果他觉得自己被不
公平对待时，他会觉得每个人
都是坏人，每个人都跟他有仇。

第1名 狮子座

狮子座生气的时候会越
搞越大，因为爱面子的狮子座
会觉得面子挂不住，这时为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狮子座就
会开始爆料。

而且狮子座属于恼羞成
怒型，会随便找个代罪羔羊，
如果有人看不过去为对方说
话时，狮子座就会把自己搞得
像是被众人欺负的可怜虫，到
处诉苦以及抱怨，他不但不会
接受劝告，而且还会把场面弄
得失控。

1 .我在新浪微博，我妈在
腾讯微博，她说她要关注我。

2 .我妈一直唠叨，我气地
说了一句：“你开心就好！”结
果她突然停了下来，感动地对
我说 :“你真的长大了，知道考
虑妈妈的感受了，你开心妈妈
就开心啊！”

3 .爸爸知道《古剑奇谭》是
游戏改编电视之后，就一直期
待“保卫萝卜”能出电视剧。

4 .我花6 0 0多元买的乞丐
裤，让奶奶帮我洗洗，结果她
把洞全给补上了，补上了，补
上了。

5 .我昨晚在微信朋友圈发
美食，文字附注“深夜报复社
会～”。然后我爸留言叫我别
发反动言论，让我删掉。

6 .作为家里第一个过了英
语四级的孩子，家人在恭喜我
的同时，用希望的眼神让我把
电视上能看到的、听到的英文
全部翻译一遍。

7 .妈妈说：《还珠格格》都
第几部了？金锁咋都当上皇上
了？

8 .以前流行“求包养”的时
候，我在空间里发了说说，里
面最后写了“求包养”。过了很
久，家庭聚会的时候，我被爸
爸妈妈七大姑八大姨围起来
教育，说我败坏整个家族的名
声，我家世世代代没出过我这
样的不知羞耻的人。

9 .代沟也可能存在于同龄
人之间，比如我跟我同桌。一
次默写成语，狼狈为奸的狈字
我忘了怎么写，扭头看到他满
脸自信地写下那四个大字：狼
被围奸。

10 .妈妈不准我玩游戏，怒
删了我电脑桌面上英雄联盟
的快捷登录图标。

在工作和生活中，总会有一部分人，动不动就发
火，动不动就恶语相向，其实，从星座的角度看，会有一
些星座的人，更容易发火，是谁？咱一起来看一看吧。

用微信扫描下
方二维码，查看更
多搞笑视频。

鸡蛋大的冰雹哐哐
砸，爷们儿趴车顶保护爱
车，好感动。

山东某村发现一只老
虎，武松用棒子一捅，笑岔
气了！

网友手机拍大蟒蛇，
吓死了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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