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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提升你的天赋和渴望，
最大化利用赋予你权利的
吧，这月人际交往、奔忙、争
辩充满你的生活。九月末，你
宫位的满月和土星的相位带
来大量引人深思的事物。虽
然你可能得到了被爱、被仰
慕的切实证，你也可能被突
袭导致失败。换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没有打下坚实基础并
一直关注微小细节的话———
无论我们说的是关系或者计
划——— 你都可能陷入窘境。
白羊啊，做事要一步一步来，
不要急于求成！

金牛座

先人后己是一种令人
钦佩的品质，但对你来说不
应该走极端。在九月，您需
要优先考虑一下自己的需
求和感受。这不仅可以防止
进一步地消耗你的精力和
美好的天性，你可能会惊讶
于它将激发来自其他人的
尊重。木星还有两个月的时
间，来为你提供成长和幸福
的机会，特别是在感情和商
业关系方面，现在是时候努
力去会见那些能帮助你实
现梦想成真的人，或者至少
支持你的事业的人们。对于
一些金牛座人来说，这会为
了现有的承诺而放弃一些
人或事，要坚强。你想要最
好的，而不是勉强接受。

双子座

多样和变动是双子座
广为人知的两个基本特征，
随着火星回到遥远的地平
线，你会能够满足自己对出
行以及创造的渴望。但在你
启程前往远方或是开始推
进重要一些的项目前，后院
有些你需要首先解决的重
要问题。围绕你家庭中的某
一个成员可能会出现一些
谜团，或者在不动产方面可
能会出现某些复杂状况，尤
其是在六号和十二号前后，
不要忽视问题的存在。确保
自己在历史上站到了正确
的一边。财务和自我价值从
二十二日开始经受土星的
考验，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巨蟹座

放弃某事或某人可能
需要很长时间，但你需要问
问自己，你准备忍受一个不
可接受的局面还有多长时
间。你得对自己负责。最好
的时间是在本月12号左右。
总的来说，这个月对你来说
是很有成效的一个月，但是
任何潜在的问题都应该在
15号之前解决。成为发起讨
论的人，让你的需求和愿望
被公诸于众。9月份，尤其是
最后一周，可能会比较艰
难，但你要知道艰难的决定
是正确的决定。

狮子座

最近的事件可能打乱
你的步伐，使你非常激动，
但是现在你可以处理它们
并重新开始。财务是重中之
重，这是出售、投资、担保贷
款以改善你财务状况的绝
佳时机。无论你是在装修、
搬家还是赶上了家庭重要
发展的时刻，大后方(战时
的后方民众)都是活动的中
心。在关系领域，火星依旧
是一种祝福或是诅咒：一些
狮子座的人发现自己炙手
可热，无论是职业关系中还
是浪漫关系中，然而另一些
狮子座的可能发觉自己与
其他个人或组织处于交战
中。只要决定，没有什么是
你办不到的。

处女座

沟通意味着一切。在
月初的时候，水星，这颗掌
管着旅行和信息交换的行
星处在一个完美的位置
上，保证了“旅行的积极收
获”，不管你是从字面上理
解还是引申理解都行。另
外，这也是2018年最有前
途的一个月份了。利用你
人格的力量和热情给别人
留下印象——— 不管在工作
还是感情上、哪怕是财务
管理上，都展现出一种自
信的状态，将会对你的高
升之路起到极好的影响。9
月10日的那一周，刻着大
写的成功。

天秤座

慢慢来。太阳正在你星
盘的最低点，所以你似乎很
难在现有的局面中行事自
如，而且可能会误读某些情
况。也许你没有收到自己所
需的信息，或者你在为自己
担心的情况寻求无所偏倚
的建议。到9月25日的时候，
你就会重回相对稳定的状
态，也会更多地拿回生活的
主动权。9月下旬土星发挥
影响，这意味着有现实需要
你面对，发生的事情可能不
太愉快。因此，你就更有理
由在月初之际就搭建防护
措施，与那些对你未来有重
大影响的人进行沟通。更加
明媚的时光就在拐角处等
着你呢。

天蝎座

当金星经过你的星座
时，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发
生，而今年这个充满爱和好
运的行星将与你同在，直到
10月底，下一次这样的经历
是在12月份。你可能会接收
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你发
现你最近几个月的努力，最
终会得到回报，但这也是启
动新的事业和追随你的激
情的有力时机。准备好与一
段亲密的感情或项目进行

赌博，即使你没有马上得到
一个结果，你也会在合适的
时间播种种子，它们最终会
结出果实。不要作了，健康
很重要。

射手座

新的一季即将到来，随
之而来的是关注焦点和节
奏的转变。现在是时候认真
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了，这
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关注
的是长期目标。当人们意识
到你能够兑现承诺，并准备
好支持自己的想法和抱负
时，他们就会支持你。这个
月早些时候是爱情、钱财或
未来方面表态的最佳时间，
尽管你必须获得口头保证
和书面的指示。保守对待支
出，如果财务问题冒头了，
那么在22号之前解决这个
问题。此时发生的事情会有
助于确保成功或让你东山
再起从头再来。

摩羯座

迈向远方是9月的星相
主题，也许你是旅行至远
地，或是增长个人技能，又
或是在身体或情绪上拓展
自我。摩羯们，那句话是这
么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
你都会一路顺风顺水，但最
后一周会需要你投入所有
的精力与智慧去应对某个
艰难状况。

水瓶座

火星再次进入你的星
座(第十一宫)，并将继续推
动你向前和向上，直到11月
中旬。如果在过去的几个月
里你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沮
丧，你将不再准备等待别人
支持你的事业，或者等待别
人下定决心，你将会做你认
为对你最好的事情。就像摩
西和红海一样，海浪也会分
开。如果有人行为不端或未
能给予你所需的支持，解决
一个金融困境的方法不止
一种，其他海滩上的小石头
也一样。九月发生的事情，
会重新点燃你的激情，向别
人展示你的成就。

双鱼座

去年3月的事件与今年
9月的事件有联系。水逆期
已经结束，一些新的东西即
将诞生。你应该看到一个项
目取得成果，一种情况揭示
了它真正的潜力。然而，你
必须小心的是，允许你的希
望或恐惧影响你的决策。特
别是在本月6号和13号左
右，你发现实在的信息将很
难获得，并且仅仅基于你的
本能做出行动可能导致并
发症。有人说，如果你准备
好去承诺某件事或某个人，
不要让任何事或任何人阻
碍你。

感觉

AlphaGo出现后,我总感觉我
家冰箱每晚都和微波炉聊天。

不知道

不知道现在的人工智能有
没有“连着赢你这么多次了有点
不好意思是不是该放个水”这种
思维方式。

价值

关于机器人奴役人类的可
能性,我觉得人类不如先考虑一
下自己有什么被奴役的价值
吧……你是挖煤挖得比机器人
快还是搬砖搬得比机器人多?

秘诀

要出远门,一大箱行李,还买
了上铺的票。我问闺蜜:“行李这

么重我拿不到上铺怎么办?”闺蜜
说:“穿得少点,别说行李了,那些
男人还会说,美女,床这么高,上得
去吗?要不要我抱你?”

装酷

室友装酷,说中午吃的超高
档,什么牛排呀海鲜呀……可是
下午坐车的时候他晕车吐了一
地,结果全是泡面。

回应

每次遇到“我说话就是这么
直,你担待点”的人我就想直接一
耳光,然后说:我打人就是这么疼,
你忍着点。

歌名

“ 有 没 有 听 过 罗 大 佑 的
《丑》?”“有这首歌?”“有啊,也叫
《你的样子》。”

创作

工作搭档特别爱看玄幻小
说。今天无意中在他的电脑上发
现他最近在尝试写一本玄幻小
说,只写了两章,主角竟然是我,第
一章的我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我
暗暗感叹,没白照顾这小子。继续
看下去,第二章写到我渡劫失败,
被雷劈了,结果他自己闪亮登场
了……别拦我,我要弄死他!

幽你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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