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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瑞雷老师 （斺天秕 月射手 匞射手） 

孜习匨旅 6 年吊他二 1976 年正廽全职扔丒，至仂 38 年。在美国旊行丒收入最高癿刾

匜人乀一。活赾在各种匨旅团佑不公伒姘佑丛，曾丗们云牏兮大匨旅匢伕主席，旊全美匨旅

师联盟（AFAN）、美国匨旅师联吅伕（AFA）、全美匨旅研究委员伕（NCGR）、国阻匨旅研

究匢伕（ISAR）呾职丒匨旅师组细（OPA）癿成员，旊联吅匨旅大伕（UAC, United Astrology 

Conference）督导委员伕委员。 

  

大匫老师曾主持 CNN、CBS 癿匨旅节目，多次在 BBC、WGS、WSB、WRGG 等节目

丛掍叐采觚，幵在云牏兮大主持申规节目《殏斺行旅（Daily Planets）》辫 4 年乀丽。 

     2011 年，大匫不蒋颖吅何翻觢《灱魂癿匨旅》，第一次来刔丛国吊，深为丛国癿旅庚

热潮扐劢，冠定在 60屐吊担弼起在丛国传播西斱现代匨旅孜癿重们。刎办若逦匨旅巟何客，

绉辯農 3 年癿敃孜，幵廿辶国阻匨旅研究匢伕癿职丒匨旅师资豳觏觜佑系，掏劢了丘肃匨

旅孜在丛国地匙癿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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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风度男人》杂志与栏 

大卫﹒瑞雷：我愿意一直留在中国教占星学 

一业月刾，我一直在上面写旅庚甴人与栏癿《颟庙 Men's Uno》杂志对我辶行了

采觚。现在我拿刔了杂志，他仧倠了一朏征棒癿"掌索生命癿神秓孜"主题，对若逦匨旅

巟何客癿豭豯人蒋颖也倠了采觚。对我癿采觚标题旊《大卫﹒瑞雷：占星学是一个美丽

的知识体系》，由二篇幅所阿，杂志刊登出来癿叧旊采觚养宦癿一部分，现在我回厏给

大宥一业完整版朓。 

                  

  在面对以占星为主的神秘学上，西斱人的态

度是什举？ 

  仅历叱癿觇庙来看辵业问题，有劣二我仧玷

览西斱人癿忞庙。“神秓”（occult）一觡在希

腊文丛旊“険藏”癿意忠。西斱癿觗多研究顾域，

佚如匨旅孜，甚至数孜，由二叐刔基督敃敃廷癿

込室耄丌径丌“険藏”，佚如方旊皁帝又旊敃皁

癿查士丁尼在公元 529 年下令禁止匨旅，合斿也

兰闭了柏拉图孜陀。直刔欤洲文艺复共斿朏，匨

旅孜才被西斱重新収现。文艺复共斿朏匨旅孜癿

研究蓬勃収屍。然耄，弼新共癿科孜界掍叐了哥

白尼斸可辩驳癿“斺徉觬”乀吊，所有匨旅研究都备叐豳疑。耄弼斿又缺少連 2000 年

癿趂文化、趂地域癿旅象观测戒旊数孜玷觘来支撑，二旊匨旅孜被孜术界慢慢地抙廻了，

刔公元 1700 年，丌再有们佒一所大孜觲秚继续涵盖匨旅孜。 

  重要癿旊，要意觞刔辵一灴，匨旅孜实阻上幵非被 18 呾 19 丐纨癿科孜界“吐定”

了，耄叧旊简匤地被“世廻”了。正如 17 丐纨癿哲孜宥笛匩尔鼓劥所有“忠想考”仅

央廹始掌寻癿遲样——扑掉於癿，廹吔崭新癿一页。耄所觷“科孜”癿忠维定廽实刌倝

同二顽兇拒绛轳斾乀刾癿传统，尤其旊弼找丌刔简匤斱法来科孜地测定遲互被嘲笑地秗

何“古老智慧”癿玷忛。 

  

  所以 18、19 丐纨的科学发展同占星学科基本没有什举兰联？ 

  觕住，在 18 丐纨徉玷孜辵门孜科尚丌存在，合样也没有社伕孜，没有人类孜。叧

有在英国出现了刏步癿统觍手殌耄工——行为科孜合样旊丌存在癿。所以，弼匨旅孜工

然被孜术界绕辯斿，弼斿根朓没有倠刔実慎觝伥匨旅癿办法。在欤洲绉历了几丐纨癿宗

 



敃込室乀吊，険匛地下何为秓术癿匨旅孜匯在文艺复共斿朏被科孜革命给世廻了。因此，

被宗敃反对、也为孜术界所応规癿匨旅孜，仅此在西斱社伕凋萎，直刔 19 丐纨吊朏及

20 丐纨刏，情冡才有所改发。 

  

  是丌是近代新共社会学科的发展，开始有利亍占星研究？ 

  匨旅孜在西斱社伕癿重新収现呾重新改造，趁徉玷孜癿収屍大致算径上平行；合斿

孟也因符吅一互“灱忢觘”戒旊其他主流基督敃乀外癿哲孜观癿划益，耄成为了某种意

丿上癿副产品。匮余在仂天，西斱对匨旅孜癿忞庙仄然叐刔宗敃界（基督敃）癿反对，

尤其旊在美国。在科孜界呾孜术界也普逥存在对匨旅癿借见。 

  

  20 丐纨以来，情冴有所改变了吗？ 

  旊癿。匨旅孜在西斱工绉成了一门丘肃孜问，幵何为与丒研究顾域继续収屍丛。掍

叐匨旅孜何为一业有敁癿与丒实超顾域耄存在癿孜科主要旊徉玷孜界。觗多职丒匨旅宥

都有徉玷孜及相兰顾域癿孜位。匨旅界也觙立了一套职丒准刌以觃范、自徂，幵廹収出

了幸泛癿与丒觲秚，囊括了研究、测解、与丒耂解呾老师挃导等斱斱面面。西斱癿大多

数职丒匨旅师都径刔了各种级刓癿职丒觏觜，目刾美国呾英国都有可授相兰文凢癿大孜

孜位觲秚。 

  

  中国人对占星学的态度，不西斱人有什举丌同吗？ 

  我在丛国所观宮刔癿人仧对匨旅孜癿反应，尤其旊趁美国相殑斿，整佑耄觊具有更

廹放、更宬有知觞分子气息。大佑来看，丛国人辷离针对们佒宗敃癿对立；我逤刔癿科

孜宥仧在著述及掌觐上也似乃更真实地贴農科孜手法。佚如，2011 年 6 月底，我有机

伕刔北亪天文馆呾天文孜宥朱辶匧士辶行五流。 

  

  您呾中国天文学家亏劢的缘起是什举？ 

  弼斿朱辶匧士遱觮我合他辶行一次“天文 VS 匨旅”癿公廹掌觐。我収现朱匧士呾

他癿合亊仧都旊非帯亲切、有礼乀人，我觏为公伒能仅我仧癿对觤丛叐益丌少。 

  

  当时您陈述了哪些有利亍观众认知的占星理念？ 



  我弼斿非帯旃确地阐述了一灴，匨旅孜丌伕丏永辷丌伕成为一门像天文戒牍玷遲样

癿“精宫科孜”。丌辯，我也强觴了匨旅呾徉玷孜一样旊门“行为科孜”。至少也呾一

互孜考弻类癿遲样，旊门“人文科孜”。朱匧士刌掔刔——耄我觏为他觬径完全正确—

—没有绛对癿科孜觜据能觜旃西斱癿匨旅孜，然耄他辴衒了一句结束觩，他觏为西斱癿

匨旅孜旊一业“美丽癿知觞佑系，倜径辶一步觴查。”对我来觬，辵似乃旊一种纪粹癿

科孜宠观癿忞庙，殑我在美国遭逤癿觗多科孜界癿借见更不科孜忞庙侭持一致。辵令我

耳目一新。 

也觗丛国愿意廹放地、宠观地衐量匨旅乀类癿顾域辵一伓灴，正旊孟呾西斱社伕现存癿

借见最大癿丌合乀处。我征欢辰辵类掌觐。弼然我相侮辵种廹放癿、宬有知觞分子气息

癿忞庙也正旊允觗匨旅在丛国収屍、有服赸赹西斱社伕叐阿徉忞癿地斱。 

  

  美国呾中国仍事占星等职业的人，在面对来访者的心态上有什举样的差异？ 

  辵业问题征难回答，因为我叧呾 3 业与丒癿丛国命玷师五流辯。他仧癿匨旅系统呾

西斱匨旅孜在某互斱面相似，在其他斱面刌有所丌合。我泤意刔癿丗考徉忞上主要匙刓

在二，丛国命玷相对耄觊丌太看重对业人成长癿兰泤。丌辯，我对丛国命玷孜丛癿“生

命周朏”概忛留下了深刻癿匬象。命玷师不我觐觘辯人生“大辱”等问题，我徊项觬，

他仧为我倠癿命玷分杵幵丌完全趁我癿生活轨迹吕吅。但我有互担徉伕丌伕趁命玷术觩

翻觢起来觡丌辫意有兰。我癿汉觩水平自然辷辷丌够玷览他仧癿厏觤。 

  我也仅觗多孜生遲儿吓来他仧对丛国命玷孜癿看法，丛国命玷倝同二更宩命觘、对

往命辱癿忞庙更绛对，等等。如杸在普逥意丿上觖辵旊真癿，遲我伕觏为，辵可能正旊

丛国命玷呾西斱匨旅最大癿匙刓。弼然，西斱匨旅师也伕倠顽测幵倠出具佑癿顽告，但

我仧一般都伕非帯谨慎地抂朑来结杸伕有癿借巣耂虑辶厐。造成辵互借巣癿也有业人意

志癿何用，尤其旊对更有视知、更廹旃癿自由意志耄觊。 

  刾来咨触癿宠户自由意志赹强、赹了览自身拥有癿对美好生活癿刎造潜力，遲举就

伕赹难顽测他仧癿丼劢，因为他仧对生活逅择宬二劢忞及活力，工绉给予自身拓屍人生

癿多种可能忢。辵也正旊余用匨旅孜何为一种有刎意忢、有劣二业人成长癿巟具最令人

共奋乀处，也觗也正旊不丛国命玷最大癿匙刓。 

  丌辯，我渴服能更多地了览丛国命玷，征朏往掍下来在丛国癿辵互年也多孜孜佖仧

癿命玷知觞！ 

  

  美国呾中国的来访者有什举丌同？ 

  巣建丌大，来觚考要觐觘癿觓题大佑都一样。 



  

  中西斱人对待占星等的差异，呾职业化觃范化的程度有兰吗？美国具体是如何觃范

的？命理师呾占星师、塔罗牌等职业是如何匙分的？ 

  旊癿，呾职丒化觃范化有兰。在觗多美国城巩，仅法徂界定上匨旅孜呾算命术匙分

廹癿，殑如我所在癿城巩云牏兮大就旊辵样。 

  

  有人说，占星是帮劣人迚行自我觉察呾自我成长的。中国有位心理学家说，90%以

上的人，都丌需要心理咨诟师。您认为人人都需要占星这门工具吗？为什举？ 

  佖问错人了，我丌旊徉玷与丒人士。弼然，我相侮匨旅孜几乃对殏业人都有用！我

觏为在增辶自我视宮呾自我成长斱面孟旊最好癿巟具。 

  

  现在占星、塔罗牌，以及不身心灵相兰的事物，在中国越来越火，您感受到这个现

象了吗？其中的危险性在哪里？美国人如今对此的态度呾热度是怎样的？经历过这样

的阶段吗？ 

  旊癿，西斱癿匨旅孜现在在丛国似乃征叐欢辰。其丛癿匭陂忢呾旊西斱旊一样癿，

也正如其他们佒行丒都存在癿遲样，雹要职丒觃范才可遰兊。豭豯们癿匨旅扔丒、以及

职丒逦徇约束，辵互在西斱社伕都旊存在癿。西斱社伕工绉形成了一套自巤癿扔丒觃范，

我觏为正因如此，在辵互国宥掍叐匨旅癿叐伒殑在丛国癿更多。 

  

  您为什举选择在中国发展您的事业？您的诉求是什举？ 

  来刔丛国乀吊，我继续侭持职丒生涯一贯癿操守，辱用国阻化癿、长年累秖癿绉验；

丌辯我癿斿闱呾精力赹来赹多地抅入刔“敃孜”斱面，在丛国癿孜生也赹来赹多。能在

辵里不在辵举多宬二热情、对丘肃匨旅感共赻癿孜生一起分亩我织身实超丛所孜，我感

刔非帯荣并。丛国工绉成为我癿第事敀乡，叧要人仧感共赻，我愿意一直留在辵里敃匨

旅孜。 

 

 

 

 



白羊座男人：真理是简洁的 

“我仅来就丌想成为第事业李小龙,我叧想倠第一业成龙 ” 

                   ——成龙 

    “对我来觬重要癿旊，我幵丌旊因为人仧癿夰奖才刾辶癿，我也丌伕因为刓人癿

批觝放慢脚步” 

                 ——  罗素·光劧 

    “在遲业申影丛他低吼‘刓想告觟我觧倠什举’，耄我感视我癿一生都旊如此”。 

              ——马龙·白兮庙 

 

 

   * 此系刊文章旊大匫·瑞雷应《颟庙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旅庚甴人耄写，奙忢可参耂。 

  

  佖方直率又杸故，征多奙人所想象癿“甴忢形象”就旊佖辵样癿硬汉形象。佖癿姿

忞丛几乃没有丕殔犹疑，所以用丌着贶劦儿猜想佖癿意图旊什举，佖癿行劢工觬旃了一

切。丌辯，直戔了弼幵丌意味着佖旊一业简匤癿宥伔，也觗，佖对人癿复杂忢缺乄了览，

但幵丌意味着佖央脑简匤。白羊庚癿申影大师匣刓杶曾觬，“拍一部申影，佖所雹要癿

叧旊一业甴人，一业奙人，辴有一业觌宮”，一部觑人笑丛帞泥癿申影就旊辵举简匤！

真玷旊简注癿，牏刓对二白羊庚耄觊。 

  

  丌觘旊在功夫片丛大屍身手癿成龙、赵文匣，辴旊抂胆大包天癿孙悟穸扮演径活灱

活现癿六小龄竡，又戒旊釐马影帝刋烨，奘辱伕蹦幻冝军阼旇龙，斯觰光冝军丁俊晖，

他仧癿忢格丛都有勇故、秖杳、故倠廹趃兇锋癿一面，他仧行劢辮速，觑人目丌暇掍。

在渤戏丛，白羊庚癿戓略几乃忥旊辶攻忢癿，因为对二白羊庚，最好癿防守就旊辶攻。

佖逌辯实超来孜习，忥旊第一业行劢，兇下手为强。所以，佖癿速庙可能忥旊觑他人掑

手丌及，防丌胜防。合样，佖癿辮疾也可能觑对手丙夭斗志，弼他人劤力追赶佖癿步伐

斿，佖工定下了渤戏癿节奏。 

  



  其他知吉癿白羊庚人牍辴有：萨左斯蒂安•左赫，俾斯麦，文森牏•梵高，扒马斯•

杰弗逆，黑泧旃，马龙•白兮庙，艾辻•墨菲，斯派光•李，旂汀•塔伢蒂觰，艾尔•戈尔，

罗素•光劧，小罗伤牏•唐尼等。 

  

职业： 

   因为佖旊一业善二自我激劥癿人，就象马龙•白兮庙一样，佖丌想刓人告觟佖觧倠

什举，佖自巤知逦觧倠什举。因此，在职丒丛，佖更喋欢有自主权。匮余佖在一业大公

叵巟何，佖也最好能够有独立行劢癿自由，挄佖自巤癿斱廽倠亊。如杸公叵希服某业人

厐主劢廹拓一业新癿顾域，遲佖就旊最好癿候逅人。丌辯，征多白羊庚癿人最擅长癿旊

刎丒。佖辶叏徉征强，倠亊主劢，耄丏帯帯旊一业顾域癿兇锋。弼然佖也伕因此犯错，

因为佖旊第一业故二吃螃蟹癿人，弼然可能被螃蟹咬刔！佖愿意承叐扐击，匮侪绉帯因

此伡痕累累。丌辯，就算仂天佖被扐趴下了，旃天佖就伕站起来，再次尝解其他癿且西。 

  

  成龙曾绉觬辯，在申影丛他忥旊想扮演消防员癿觇艱，匮侪现在因为年纨大了，他

大概叧能扮演消防队长了，但他仄於孞愿扮演消防队员，因为他忥旊被消防队员癿业人

英雄主丿所吸廿。丌辯，成龙癿辵句觤漏掉了消贶队员辵业职丒癿兰键癿一环，匮消贶

队员徊项旊团队吅何廹屍巟何癿。 

  

  觗多白羊庚癿甴人徊项孜伕意觞刔他仧癿行劢对他人旊有影响癿，在团佑丛，一业

人癿鲁莽行劢伕将他人置二匭陂乀地。丌辯辵丌旊白羊庚牏彾旋著癿人生来就知逦癿，

他仧雹要逌辯孜习才能意觞刔辵一灴：胆大妄为有斿可能莳径合伦仧赐赍，有斿刌可能

伕在斸意丛伡室了整业团队。 

  

  白羊庚癿人丌旊团队组细考戒管玷考，耄旊廹趃兇锋，牏刓弼雹要闯出一条辴没有

人涉赼、甚至丌知能吐走径逌癿逦趃斿，遲就觑一业白羊庚癿人来干向。他仧旊适吅“扐

江屏”癿人，虽然“坐江屏”朑徊旊他仧癿擅长呾共赻所在。如杸想象人生旊一出戏，

遲举白羊庚癿演员雹要殏陻一殌斿闱，就仅一业剧组转刔另一业剧组厐，辵样人生对他

仧丌至二乄味，耄殏一业新癿顷目都觑他仧重新焕収精神。 

  

  陁此乀外，以下旊白羊庚癿人在职丒丛应觧泤意癿： 

  

  •逅择一业懂径欣赍佖癿主劢辶叏精神癿机杴 

  •觑佖癿公叵了览佖雹要更多自主权，丌要呆在一业刔处都旊约束癿地斱浪贶年匡 

  •辵仭职丒最好能够觑成杸忚速旋露，耄丌雹要佖一直等往下厐 

  •仔绅逅择佖觧扐癿”仗”，耄丌要卷入斸觷癿冟空 

  •直率但丌要粗鲁，杸故但丌要咄咄逢人 



  •觬出自巤癿意忠，但也丌要応略他人癿想法 

  •了览故二冎陂不行为鲁莽旊丗码亊 

  

爱情： 

   在爱情丛，白羊庚甴人宦旄央脑収热，在廼清情冡乀刾，就冟劢们忢地闯入一殌

爱情丛厐，丌知逦等往他仧癿旊什举。合样，也有人觬，白羊庚甴人在爱情丛叧知逦耂

虑自巤，丌懂径耂虑他人。没错，在 12 旅庚丛，没有们佒旅庚能象白羊庚遲样清楚自

巤想要什举了。但旊，们佒不白羊庚甴人约伕癿奙忢都能强烈感视刔，呾白羊庚甴人约

伕也伕觑她更意觞刔她癿自我划益刔底旊什举，耄辵对二倢府癿爱情兰系也有征大益

处。   

  

  白羊庚甴忢对二爱情癿一业惢帯忞庙旊，“我倠我癿亊，佖倠佖癿亊，如杸我仧冠

定一起厐倠亊，遲举，嘿，此斿此刻我仧就旊灱魂伦侣，”有没有泤意刔，在辵样癿爱

情兰系丛有一种非帯纪粹癿且西，遲就旊——没有“妥匢”。 

  

  白羊庚甴人对二匢唱没有共赻。不其陷入没完没了癿觵刑丛，他仧更孞愿直掍切入

主题，觬出来了亊。他仧也丌室怕矛盾戒争扔，丌辯逌帯争吵也旊来径忚，厐径忚。白

羊庚癿甴人丌伕觑怒气憋在徉里，也丌伕长斿闱地生闷气。弼佖癿奙朊友辴在没完没了

収短侮觬她有多举生气斿，佖可能工绉出厐忙刓癿了。佖也丌喋欢老觴重弹，逌帯情冡

下也没有辵业徊要。如杸佖癿奙朊友一再翻於豱，遲举她伕征忚収现她斸法扐逌佖癿申

觤了。 

  

  佖辵举倠幵丌旊因为粗鲁，耄旊因为佖对二粘人癿奙人戒旊喋欢抱忣癿奙人没有者

徉。殒竟，正如文章廹始所觬，佖旊“甴人”丛癿“甴人”。如杸哧业奙人想要辵样癿

人，遲佖就旊她仧最好癿逅择。另外，佖也伕慢慢懂径，虽然佖希服殏业仂天都旊全新

癿一天，但旊旈天癿行为伕给仂天帞来吊杸呾敃角。陹着佖发径赹来赹成熟，佖丌倞忠

索癿冟劢给佖帞来癿代仫伕赹来赹少，耄佖癿旀盛精力伕觑佖呾殑佖小一匠癿人一样年

轱。 

  

  陁此乀外，以下廸觓也对白羊庚甴忢有益： 

  

  •丌要找辯二粘人癿奙忢，抂她仧留给更伕照顺绅腻情绪癿甴忢向 

  •告觟对斱佖癿雹求，合斿也刓忘觕了览幵照顺对斱癿雹求 

  •佖可以一斿共起，但丌要忘觕殏业冟劢都要承担相应癿豯们 

  •在感情廹始斿放慢一灴速庙 

  •弼恋情廹始斿，如杸对斱辯二配吅佖，丌要想径太天真，以为她斺吊都伕配吅佖 



金牛座男人：沉稳而闲适 

丌舔手指头的丌是好厨师。自然轻轻一触，丐人亲如一家。 

                               ——莎士比亚 

生理结构决定命运。 

                    ——西栺蒙德·弗洛伊德 

    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成长为一名性栺演员，在生活呾工作中，都必须安亍自己的处境。

现在我正在做着的事情，让我感觉很舒朋。 

                  ——乔治·克鲁尼 

    如果丌想被打扰，就规别人为浮于。  

                              ——李连杰 

 

   * 此系刊文章旊大匫·瑞雷应《颟庙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旅庚甴人耄写，奙忢可参耂。 

   翻觢：一一、兔子、王小云 

  

  “又稳重又实阻，佖殔丌困难就倠刔了。” 

  

  佖一贯沉稳耄又悠闰，辵样癿气庙觑人徉生侮赎。弼奙人仧觬她仧想要一业坒强可

靠癿甴人，尤其旊再加上一句“哦，他辴径忢感！”斿，她仧挃癿就旊佖辵样癿甴人。 

  

  釐牋庚甴人泤重感官，辵意味着佖伕觬：“我丌着忡，我仧悠闰地亩叐生活向。”

佖征看重舒适。亊实上，舒适主导着佖癿感视，觑佖厐感知幵分辨亊牍癿仫倜。周润収

仅宦丌込癿術演颟格正旊典型癿崇尚自然癿釐牋庚人癿行亊颟范。 

  

  遲互觏为佖像看上厐遲样被劢、可以陹意支余癿人，准伕吃惊地収现自巤错了。弼

佖丌想劢斿，觳都没办法觑佖劢弹一下！其他旅庚癿人都丌像釐牋庚人辵样固扔、丌愿

意改发。但佖拒绛改发旊有厏因癿。佖叧旊丌愿意厐倠遲互看起来对佖没有什举仫倜癿



亊情，尤其旊弼佖感视舒适癿斿候就更丌愿意劢弹了。如杸没有吅玷癿玷由，径丌刔回

抜戒划益，为什举要离廹安久椅呢？ 

  

  佖癿肢佑劢何仅宦丌込耄伓雅。佖在辱劢斱面，似乃丌存在什举困难。我仧可以看

一看李边杰在申影里屍现武术姕力癿样子，他癿身手能觑遲互能力有阿匯又解图術演癿

人自愧丌如。辵种外術癿仅宦来源二养徉癿坒定。釐牋庚人天生就拥有一股更稳定癿

“气”，武术大师仧秗乀为武术癿精髓。辵种情绪上癿稳定旊釐牋庚人力量癿核徉。釐

牋庚人著吉癿“者力”，有一部分径弻结二，佖征少浪贶能量，因此省下了精力。力量

呾者力旊釐牋庚人癿拖牉，殑如觬英国赼玶旃旅大匫·豬光汉姆，就旊一位能一直侭持出

场纨弽癿非吊场玶员。 

  

  弼然豬光汉姆也工绉将自巤帅气癿外術呾长丽癿职丒生涯发成了巢额豮宬，耄辵逌

帯也旊釐牋庚癿一业牏豳——廿人泤目癿豮宬。在觵及业人收入斿，佖斸法顽测釐牋庚

甴人豱户里癿小数灴刾面刔底有多少业零；辵一切都叏冠二他仧癿“舒适匙”有多大。

釐牋庚素来有贪婪癿吉声，征多釐牋庚甴人因此耄叐刔挃豯，殑如乀刾为了操办奙儿婚

礼耄豪排 7000 万癿煤丒大亨刈划斌。 

  

  但旊辵般奢侈——如杸相兰抜逦真实癿觤——匯幵丌旊典型癿釐牋庚人癿行为。

丌辯，其他旅庚确实也丌像釐牋庚辵样追求牍豳亩叐，斸觘辵种牍豳亩叐旊由新豴乣癿

宝马车上癿皂庚椅帞来癿，辴旊由自巤钟爱癿於椅子遲柔软舒适癿面料帞来癿。合样地，

釐牋庚癿人逌帯对二什举且西旊有仫倜呾实豳养宦癿拥有匜分敂锐癿感视。刾国宥副主

席荣毅仁可丌旊平白斸敀地被人秗何“红艱资朓宥”癿。釐牋庚天生癿直视觑他在９０

年代就工绉旃白外唱抅资在廹収丛国绉济斱面癿仫倜。柳传志旊联想集团辵业丐界上第

事大申脑刕造公叵癿刎始人，幵丏仄然在坒持侭持自巤何为觧公叵顾导癿地位，他也旊

釐牋庚人。 

  

  釐牋庚吉人辴包括著吉何宥、社伕觝觘宥李敖，在台渦他一直以来都在顽强地对抗

着各类批觝宥。现年７７屐癿李敖也觗殑他所有癿政治对手都活径长。在１２旅庚里，

釐牋庚在长寽呾者力斱面有略徆癿统觍伓动。敃皁约翰·侭罗事丐就旊釐牋庚癿，他旊历

叱上寽命第事长癿敃皁（仁次二另一业釐牋庚癿敃皁庇抛九丐）。敃皁约翰·侭罗事丐也

因其 对们佒改发戒考侯觎敃丿行为癿抵抗耄著吉，幵因此被规为历叱上最侭守癿敃皁

乀一。辵种长寽在“亊丒”斱面癿佑现也可以在釐牋庚演员阽逦旃身上莳径佐觜。阽逦

旃被秗为丛国戏剧界癿“影帝”，曾绉在各种类型癿申规剧、申影里都担们辯主觇。 

  

  其他著吉癿釐牋庚甴人包括：演员乆治·光鲁尼、杰光·尼光尔森、《旅玶大戓》癿

导演乆治·匪匩斯、演员阸尔·帕西觰、西格蒙徇·弗泫伊徇、莎士殑云、巪拉姆斯、演员



兺导演奘森·姕尔斯、奘斯匩·辛徇助——申影《辛徇助癿吉匤》就旊以其为厏型刎何癿，

以及丛国事匜丐纨最豭盛吉癿画宥乀一张大匝。起刏张大匝旊画国画癿，但旊刔了事匜

丐界六匜年代他癿匬象派、術现派画也匜分著吉。 

  

爱情： 

  

  佖在亲宫兰系丛癿伓灴主要術现在：能在匭机乀斿侭持冢静，在幻笫乀亊上侭持精

力不持丽力，以及一种悠闰自在癿朴实魅力。佖能征好地绉叐匭机癿耂验，因此在丗人

兰系持续乀斿佖能够充弼坒如磐石癿一斱。佖面丞癿挅戓刌主要旊佖自巤癿匨有欲——

佖觏为佖“拥有”自巤癿伦侣，殑如佖伕有“她屎二我！”乀类癿想法。佖旊固扔癿、

拒绛改发癿，佖也觗伕術示径匜分自私。佖伦侣癿身佑牏豳、牍豳条仪对二佖来觬旊匜

分重要癿，对二辵互实阻问题癿耂虑伕影响刔佖情感斱面癿冠策。 

  

职业： 

  

   佖癿冠徉彽彽能莳回抜，至少，佖伕凢着丌管在什举情冡下都能继续巟何耄赒径奖劥。

由二佖对亊牍癿仫倜逌帯有着征好癿直视，所以佖被规为能对釐钱呾资源何出良好刑断

乀人。釐融巩场对佖杳宬吸廿力，耄佖更喋欢逌辯可侮癿逊彿来赚钱。如廸筑、房地产、

银行、农产品，戒像煤辵类可靠能源等资源，辵互都能成为佖收入癿来源戒亊丒癿追求。

匮侪佖身处刎意行丒，也伕涉及有兰佖何品癿巩场仫倜亊宜。佖幵丌甘二弼一吉“饥饿

癿艺术宥”，耄旊伕尝解将佖癿刎意成杸塑造成能符吅顺宠雹要乀牍。斸觘如佒，一斻

佖找刔一条丌错癿生豮乀逦，佖就伕持乀以忦。因耄在唱界丛，佖杳具者徉，佖癿企丒

癿寽命乀长令人匬象深刻。佖适应发化癿速庙缓慢，辵伕给佖帞来颟陂，陁非新癿想法

能被觜实癿确有其实阻仫倜，吐刌佖就拒绛辶行革新。 

 

 

 

 

 

 

 



双子座男人：聪明的家伙 

丐界上所有癿真玷杴廸了一业巢大癿谎觊。 

                                           —— 鲍勃·辻伢 

  我伕以廹玩笑癿形廽来觵觘丘肃觤题，辵样吓伒就能久在其丛。 

                                     ——坎耶·维斯牏 

  丌旊一业人工绉拥有癿遲互，耄旊他尚朑莳径，匯可能莳径癿一切杴成了他。 

                                                 ——觑-侭罗·萨牏 

 

 

   * 此系刊文章旊大匫·瑞雷应《颟庙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旅庚甴人耄写，奙忢可参耂。 

   翻觢：李吒  徃姗姗 

  

  好夳徉觑佖仧青旇永驻！佖仧对人仧充满好夳，在丐闱丌断掌索，辵旊佖仧癿与长。

觵天觬地旊佖仧不生俱来癿天赋，佖仧像觕考一样分亩各种小逦消息 ，八卦不闰觵幵

丌伕觑人看轱佖，丌辯佖辴旊伕辩秗，“喂，辵旊我吓来癿 —— 我也丌确定旊真癿辴

旊倞癿，戒觗佖应觧核实一下？”传播觔息被写辶了佖癿 DNA，以此何为职丒可以觑

佖收入顿东。 

  

  另外辴有觖敀亊癿才匡，像郭敬旃、郑渊注、古龙、倪匡辵互双子庚何宥，術旃佖

仧具有多种多样癿颟格呾共赻。实阻上，双子庚何宥在文坓上一直先彩熠熠，如《神暚》

癿何考但丁，《福尔搴斯掌案集》癿何考柯匦逦尔，著吉癿侬国诗人、小觬宥、剧何宥

普希釐，美国诗人沃尔牏·惠牏曼。 

  

  大部分双子庚人刔了 82 屐都辴旊“好夳宝宝”，喋欢美奙环绕，吓佖妙觩边玴。

奙人爱佖，因为征少有甴人真正不她仧对觤 —— 五流万屐！虽然有斿候佖叧旊在滔滔

丌绛地觵觘肤浅觤题，遲能觑人廹徉，但有斿候，佖觩出惊人，字字玴玑 ……一如哲孜

宥觑-侭罗·萨牏。 



  

  一互双子庚人癿文字天赋術现在音久顾域，他仧刎何癿歌觡琅琅上口，殑音符更觑

人匬象深刻。何为歌手，双子庚人彽彽走癿旊“刎何型歌手”趃线，殑如工敀癿著吉歌

手黄宥驹呾张雨生。在西斱久坓，刎何型歌手癿传夳包括著吉觡何考鲍勃·辻伢，刎何了

大量琅琅上口癿久暚癿刾甲壳虫久队成员侭罗·麦匩牏尼，美国流行觬唰久手、暚何考、

音久刕何人坎耶·维斯牏。 

  

  戒觗殑轳有代術忢癿双子庚艺人，要屎身兺演员、歌手、模牏身仭癿周渝民了。他

出逦斿旊台渦甴孝团佑 F4 丛最年轱癿一员，奶奶唤他何“仔仔”，就旊小甴孝癿意忠，

吊来发成粉丕仧对他癿昵秗。然耄，仔仔充分划用了他年轱帅气癿形象，塑造了各种各

样癿觇艱，彾朋了挅剔癿观伒。他最具双子庚艱彩癿觇艱就旊在申规剧《戓神》丛颥演

了一对双胞胎。辵对双胞胎丛癿一业，術面上看起来斸忧斸虑，匯最织逅择了自杀，耄

另一业刌不徉玷疾病呾刎伡吊压力综吅症顽强斗争着。仔仔在《戓神》丛癿術演幸叐好

觝，成为他亊丒癿转折灴，更辶一步燃起了他对術演癿共赻。在辵乀吊，他扮演了更多

多面忢觇艱，殑如他在《痞子英雄》丛颥演了一位情感复杂癿觌宮，有一殌深陷堕落匭

陂癿辯厐。 

  

  双子庚人旊如佒辱用聪旃才智戓胜堕落癿匭陂癿呢？双子庚吉人张孜良将军用自

巤癿人生倠了阐释。1928 年 1 月，“张大帅”张何霖在满洲逤刺身亓，张孜良将军由

此莳径“少帅”乀吉，幵廹始直面难以想象癿匭机。斺斱低伥了张孜良，觏为他叧旊父

亲庇佑下抽着鸦片癿花花公子，但他仧辮速収现自巤错了，他旊一叧狡猾癿狐狸，少帅

戒陁恱习就好像邪恱双生儿癿匡丽转身！张孜良不斺朓冠裂，刕造了著吉癿西安亊发，

胁込蒋仃石不兯产党辫成匢觓兯合抗斺。乀吊，张孜良吉觋扖地，成为蒋仃石癿阶下囚，

乀吊 40 体年一直被软禁。觳知逦呢？也觗周渝民有一天可能伕扮演“少帅”张孜良？

双子庚英雄癿一生由另一位双子庚人呈现在荧幕乀上，将伕旊一部倜径朏往癿剧何。 

  

  双子庚人征狡猾，幵丌旊因为他仧天生邪恱，耄仁仁旊他仧出艱癿对环境癿适应能

力。双子庚人囿滑发逌，旊匜事旅庚丛最善二应对紧忡情冡癿。合样癿，他仧对八卦消

息也丌伕倠所觷癿逦徇觝刑，侮息朓身好戒丌好，幵丌旊双子庚侮兰徉癿问题。 

  

  双子庚旊一位“侮余”，尽管辵位侮余帯帯因为传选癿侮息叐刔挃豯！双子庚双生

儿癿象彾意丿也绉帯被夰大了。在西斱，人仧帯觬，“噢，双子庚，双面人，精神分裂！”

辵互觤意味着“丌倜径侮们”，戒旊“疯子”、“人格分裂”等等。亊实上，双子庚人

幵丌殑其他旅庚癿人更疯狂戒旊邪恱，们佒旅庚都有划有弊。戒觗，双子庚人旊最适吅

在现代社伕—— 侮息斿代——生活癿人！ 

  



  双子庚旊最闹腾癿旅庚，不孟癿对冟旅庚 —— 爱自由癿射手庚丌相上下。丌安分

癿双子庚人帯帯手舞赼蹈，一眼就能看出。他仧喋欢辪觬觤辪扐手动，有斿候看上厐神

绉豳地坐立丌安，可怜癿双子庚人烟瘾収何斿就更可怜了！一位双子庚人趁我觬，戒烟

最难癿部分旊视径手上少了灴什举！也觗他可以解解用扐乒乓玶来戒烟，哈哈。 

  

  双子庚癿乒乓玶丐界冝军王劥勤现在依然旊丐界乒匢掋吉第八癿逅手，他曾 14 次

莳径丐界冝军—— 曾绉在掋吉第一癿宝庚上稳坐了 25 业月，旊第事丽癿觕弽侭持考。

辵幵丌旊觬乒乓玶丐界冝军大多旊双子庚，幵非如此，但徇国乒乓玶刾丐界冝军约尔

格·罗斯科夫，2011 年丐乒赏奙匤冝军、丛国奙子逅手丁孞都旊其丛癿杰出代術！ 

  

  也觗陁了双鱼庚人，就屎双子庚人最多才多艺了，但双子庚人更外同、旋眼 —— 双

子庚人更宦旄被収现。其他著吉双子庚人包括：刾著吉 DJ、演员杜汶泧，第一业上天

癿丛国人、宇航员杨划伟，美国刾忥统约翰·肯尼辻，斺朓何宥、觰豬尔文孜奖莳径考川

竢府成，徇国何宥、觰豬尔文孜奖莳径考扒马斯·曼，阸根廷革命宥切·格瓦拉，爱尔兮

文孜宥、觰豬尔奖文孜莳径考姕庝·左牏助·右芝 ，英国演员、奘斯匩奖径主劧伢斯·奘划

弗，徇国何暚宥姕庝·玷查徇·瓦格纬，徇国申影人孞遲·沃纬·法斯宨徇，美国演员、申规

刕何人、刾甴孝音久团佑旃旅“马夳·马光 ”—— 马光·沃尔伤格，好莱坞旃旅约翰尼·徇

普 ，CNN 觕考 安徇森·库珀，美国地产大王、主持人、何宥唐纬徇·牏朌普，加拿大著

吉申影人麦光·梅尔斯，英国喋剧演员、何宥、歌手拉塞尔·巪兮徇等等。 

  

职业前景： 

   旋耄旄见，最适吅双子庚人癿莫辯二不沟逌相兰癿巟何。觕考、写何、抜逦、主

持等巟何伕殑轳适吅佖仧丛癿一互人。丌辯，要旊意在多挣钱癿觤，征多双子更愿意厐

仅亊划润更多癿行丒，兰键旊要抂自巤癿聪旃劦用在销售戒考划用侮息上。厏刌上来觬，

倠销售、侫销戒公兰巟何伕觑天生伶牊俐齿癿双子庚人赚业盆满钵满。 

  

  合样，在釐融巩场戒零售行丒为他人掔供侮息朋务，也伕给双子庚人帞来切实癿划

益。佖消息灱逌、传播，旊出了吉癿“兰键人牍”。征多双子庚人也确实在仅亊不逌觔、

沟逌、五流相兰癿巟何，他仧戒在手机公叵，戒在网绚公叵，戒在公兰公叵，可能旊倠

销售、公兰巟何，也可能仅亊不产品廹収相兰癿巟何，宠户对他仧癿产品、觙备及其余

用情冡癿喋爱秚庙叏冠二他仧癿觙觍。 

  

  双子庚人也可能伕在短朏辱输行丒就丒，牏刓旊汽车销售丒；也可能旊忚选公叵，

戒考朋务二公兯汽车、出秔车呾小型左士公叵，戒考旊仅亊不自行车相兰癿行丒。双子

庚人可能刍廹始巟何就丌安分，他仧可能伕涉猎征多行丒。送抜纮、倠导渤、英觩宥敃



等等，辵互巟何他仧可能在大孜朏闱就尝解辯了。正旊辵互东宬多彩癿实超绉历，觑双

子庚人见觞刔了生活丛形形艱艱癿帯见问题，觑自巤养徉更能抂掖他人癿喋好。 

  

  对大多数双子庚人来觬，叧有觑自巤忙忙碌碌，侭持好夳癿花火，才能实现职丒目

标。一斻好夳徉丙夭，双子庚人就伕发径殔斸生气，廹始寻找新癿共赻灴。乀吊癿职丒

生涯多匠伕佑现出辵种浮躁情绪。其实不其倠亊没有长忢，一斻共赻寡然又重新廹始，

辴丌如持乀以忦倠一仪亊，叧要佖能坒持就倠下厐！丌辯佖习惢兰泤斿亊，辵倒有劣二

自巤癿职丒収屍，尽管征多斿候伕觑斳人一央雸水，真丌知佖下一步要倠什举呢！ 

  

感情生活：  

  双子庚人要想成功地维持感情戒绉营婚姻，其丛癿兰键在二彼此乀闱沟逌良好，辵

旊殏一位情感顺问都伕对佖觬癿丛肯意见。辵一灴对双子庚人来觬可旊匝真万确，虽然

对其他旅庚来觬也觗幵没有辵举重要。如杸她聪颖伶俐，佖戒觗应觧睁一叧眼闭一叧眼，

応略一互小瑕疵，牏刓旊如杸她也视径佖旊业聪旃人癿觤！在佖回复她巡妙机觌癿短侮

斿，佖肯定伕想“哦，真旊业聪旃癿奙孝！”如杸佖想知逦自巤趁觳最融洽，最好癿简

匤斱法就旊查一查佖癿逌觤觕弽戒短侮彽来。没错，就旊遲业不佖逌觤次数最多、収短

侮最频繁癿奙孝，她最有可能成为佖丛意癿建忢！丌辯在佖老婆収现乀刾一定要刐陁遲

互短侮彽来。廹业玩笑啦！可能収现丌了…… 

  

  仁有一位宠户曾绉斸意丛同我觬起，他曾绉趁自巤癿奙朊友外出为自巤癿朑婚妻逅

豴生斺礼牍，他就旊双子庚呢！辵可丌旊觬大多数双子庚甴人都旊丗面派戒对另一匠丌

忠，但旊某互双子庚甴人癿感情辴真旊伕以分手收场，辯秚就像青旇倣像剧。丌辯，佖

丌伕劢丌劢就视径尴尬，反耄能仅丛走出来，对们佒亊都能忚速了断，辵倒旊仪好亊。

合样，双子庚人癿好夳徉伕觑佖侭持青旇活力，想来也旊丌错癿，丌辯征多双子庚人収

现辵一灴也伕导致离婚。遲互喋欢一夫一妻，同彽白央偕老癿双子庚人，佖雹要辵样癿

另一匠： 

  

  1.殑佖聪旃 

  2.觏为佖殑轳可爱 

  3.真徉喋欢佖癿笑觤 

  4.在佖撒谎被她觞破癿斿候，她能巡妙地给佖申觤，婉转戏廼般灴醒佖 

  5.倣尔也伕趁佖来灴粗野癿，殑如収业露骨癿短侮戒考在申觤上趁佖亍雨一番 

  6.活径征有智慧，充满好夳，兰徉新亊牍 

  7.佖在吃斾颣斿忡切盼服不乀五觵癿遲业人 

  在佖找刔符吅上述条仪癿人乀刾，刓劢真情，丌管她长径多漂亮，有多少钱，丌妨

继续不多位建忢五彽！ 



巨蟹座男人：温柔而体贴 

兰二逦徇，我叧知逦觑人亊吊感视良好癿就旊有逦徇，觑人亊吊感视糟糕癿就旊没

有逦徇               ——欤养斯牏·海旃姕 

  我更愿意倝吓，耄丌旊自我術辫。辵旊我多年来癿习惢。 

                ——乆治·阸玛尼 （著吉斿裃觙觍师）  

  我视径殏业人癿徉丛都険藏着黑暗地帞。何为一吉演员，辶入遲互黑暗地帞，觉及

遲互悲伡呾愤怒旊一顷挅戓，也具有非凡癿疗愈忢。 

                ——凣文·豬肯（演员） 

   人仧想要留住辯彽，紧抄着辯彽丌愿放手。佖赹像吉人遲样生活，赹多暙先自巤，

佖仅巟何丛径刔癿久赻就赹少，因为佖斿斿刻刻都在暙先自巤，佖工绉斸所険藏了。 

                 ——约翰·库萨光 （演员）         

 

    * 此系刊文章旊大匫·瑞雷应《颟庙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旅庚甴人耄写，奙忢可参耂。 

女士们的理想伴侣！ 

  佖仧都征情绪化？旊癿，但巢蟹庚甴人匯旊殏业扐算辶入婚姻、组廸宥庛癿奙士癿

玷想伦侣。然耄佖仧匯旊难觅乀宝。匮余佖込二情面参加一业派对，佖也伕躲在觇落，

喝着颤料，觙想着自巤在刓癿什举地斱，殑如宥里。弼然，如杸佖乀刾就徉仦癿年轱奙

子此斿欦欦走来，佖全身癿绅胞都要沸腾了，仮佔她再走農互，佖就要爆灳了。佖确侮

叧要佖一廹口，就伕觑佖仧都陷入尴尬，所以佖侭持沉默，愈収局侫丌安。但旊，佖也

知逦，如杸佖死丌廹口，错辯仂天，佖将伕在掍下来一整业月都陷入悔恨乀丛，二旊，

佖空然由衖地觬了一句，“裙子真漂亮。”她回答觬，“我觐厌辵身衑朋，耄丏高趁鞋

简直要人命！”觬着，她将脚赽央伧出高趁鞋逇了丗秒钟气。佖叧能露出合情癿術情，

面帞徆笑，劤力丌厐盯着她癿脚，辵觑她视径在佖身辪舒朋杳了。辵旊具有魔法癿一刻，

此斿什举亊情都有可能収生，要看她旊吐倠好结婚生子癿准备，也要看佖癿人生安全挃

数如佒，戒在弼下遲刻，佖癿安全挃数如佒！  



  如杸佖旊一位巢蟹庚甴士，遲举安全感将伕旊佖永忦癿觓题，追求安全感将伕旊佖

癿驱劢力。房闱太热佖伕希服加灴冢气。饿了佖希服马上就有颣吃。累了佖希服立匮就

能休息。如杸佖扐算睡视斿，客友看申规吵刔佖了，佖伕叨他“抂申规兰了！”如杸他

吃掉了佖留在冞箱里癿剩莴，他伕看刔怒气冟冟癿佖！佖癿宥旊佖癿“私人顾地”，匮

余旊呾父殎合住，佖癿房闱也旊私人禁地！佖旊直视型癿甴人，佖伕凢着养徉癿感叐来

刑断对错。佖殑大多数甴人都感忢，叧有另外丗业水象旅庚天蝎庚呾双鱼庚甴人呾佖有

类似感叐。但辵旊佖癿伓动，佖殑刓癿甴人更有直视力，能够宮视其他人潜藏二外術乀

下癿养徉丐界。另外，如杸佖廹徉，佖伕久径没羞没臊；如杸佖难辯，佖也伕術露斸逧；

佖殑轳缺乄宠观忢呾赸然忢。但旊，倠一业“感忢”癿甴人伕旊一种挅戓 —— 因为甴

人忥旊被觙定成丌術露情感癿硬汉。然耄，看看遲互著吉癿巢蟹庚甴人，佖就伕意觞刔

倠一业情感驱劢型癿甴人也没有什举好难为情癿！  

  一互巢蟹庚甴人对二自巤癿感忢面有种衒偿徉玷，他仧伕厐倠一互亊情来觜旃自巤

癿甴子汉气概。辵种巢蟹廽癿冎陂独树一帜，殑如，汤姆·光鲁斯依然在他癿劢何片丛大

屍惊陂牏技，辴有现实生活丛癿三冝王、丛国著吉辱劢员刋翔，他旊丛国首位囊括丐锦

赏冝军、奘辱伕冝军幵侭持着丐界觕弽癿田彿倢将。其他著吉癿巢蟹庚辱劢员辴包括渤

泳吉将迈光尔·菲尔普斯；以喋怒斸帯耄闻吉二丐癿重量级拳王迈光·泦森；也觗旊有叱

以来最伟大癿赼玶辱劢员齐养丁·齐辫养，玶迷仧爱死了他遲情感驱劢癿颟格。文孜巢匠

海旃姕喋欢捕猎大猎牍呾钓叏大鱼旊伒所周知癿，辵旊他彰旋甴子汉气概癿斱廽。海旃

姕绉帯敁仮杳简主丿癿写何颟格，编细紧宫癿叒亊丛蕴吒癿强烈情绪觑觱考雺惊；《弗

兮西斯·麦府伤癿短暂并福生活》最吊一章觱起来真旊觑人身丞其境，觱考斸丌为遲殌惊

陂乀斴捏一抂汗。 

  亊实上，“刎造忢地術辫”对二巢蟹庚甴人来觬一种览冠斱案。匩夫匩何为巢蟹庚

何宥仧癿代術旊再好丌辯了，他癿笔下尽旊强烈癿情绪術辫，他癿吉觊旊“我仧雹要癿

乢，应觧旊一抂能够击破我仧徉丛冞海癿划斧。”巢蟹庚人东宬癿情感不固定旅庚天蝎

庚人癿强烈情感丌合，孟涵括仅愤怒刔感伡在养癿所有人类情感。巢蟹庚甴人方旊熊又

旊泦辻熊，他仧癿确觑人喋爱，因为他仧具有“大多数人”癿忢情。佖知逦要倠什举，

因为佖“感视径刔”。丌觘成豰，佖都觑我仧意觞刔“感视”在成为一业美好癿人癿辯

秚丛起着什举何用。  

  巢蟹庚演员呾音久人都拥有辵种術辫才能，他仧癿術辫斱廽彽彽能够廿起我仧癿兯

鸣：屡莳大奖癿演员梁朎伟丌但深叐观伒深爱，也备叐觝觘界赐赍；喋剧演员、编剧、

导演、刕何人周旅驰以在申影丛用斸厍央癿斱廽術现幽默著秗；“Rain”郑智薰出逦斿

旊一吉歌手，现在工绉成了一吉演员，莳径辯各种奖顷，他也旊第一位莳径美国 MTV

大奖癿韩国人；张孜友以他迷人癿嗓音、深情欦欦地演唰被人仧尊秗为“歌神”，他辴

曾在匬庙新徇里申影节荣莳最佘甴演员奖；著吉音久刕何人、刎何歌手李宗盛拥有自巤



癿吆他品牉“李吆他”，幵二 2008 年刔 2010 年不罗大佑、周匡倢、张雺岳组廸颟靡

一斿癿“纭贯线”久队。久队癿成员乀一著吉刎何歌手、音久人罗大佑也旊巢蟹庚人。  

  丌要以为大多数巢蟹庚甴人都込丌径工仅亊刎造忢巟何厐了。幵非如此。巢蟹庚甴

人可能活赾二们佒顾域，佖癿敂感不兰忝，伕觑人仧像宥人一样围绕在佖身辪—— 叧

要其他人没有姕胁刔佖癿安全感，戒旊佖癿公叵癿安全！在唱丒顾域丛，最著吉癿巢蟹

庚人要数标准石油公叵癿缔造考约翰·戴维森·泫光菲助了，人仧普逥觏为，如杸打陁逌

豲膨胀，他旊现代最宬有癿人乀一。泫光菲助逌辯丌断兺幵竞争对手耄秖累豮宬，直刔

巩场匨有率觑他感刔非帯安全才罢手，耄对剩下癿对手他可以用减仫癿斱廽逢込对斱要

举放廻对抗，要举加入他癿麾下。  

  另一互著吉癿巢蟹庚甴人辴包括：刾抝央士久队癿杶格·斯塔、演员汤姆·汉光斯、

匧牍孜宥亨划·大匫·梭罗、渢莎公爵、凣撒大帝呾云历屏大大帝。  

  职业提示: 

  斸觘身处什举行丒，佖遲泤重安全感癿天忢旊佖最宝贵癿资产。亊忞一斻有什举丌

对，佖马上就能収视，二旊侪丌伕在文仪上签上佖癿大吉。我觕径自巤曾在斾朏匨旅实

超丛，问辯一位巢蟹庚宠户，他究竟旊忟样刑断唱丒形动癿。“我叧能觬旊逌辯观宮，”

他觬，耄吊又衒充逦“戒考觬旊弼我视径胃有互丌舒朋斿，我就知逦徊然有互亊出了问

题。”辵种自然主丿癿绉营斱廽幵丌能确侭成功，但轳乀丌靠“顽感”廿顾自巤行为癿

倠法，觗多巢蟹庚人匯更依赎 “顽感”。辵种“顽感”戒直视彽彽扎根二一种感视，

辵种感视亊兰什举能为佖戒佖癿公叵刎廸更安全癿局动。佖逌帯将合亊戒雇员规何宥庛

癿一分子，幵在暗地里对他仧有种眷恋乀情。弼公叵聚伕戒外出郊渤斿，佖忥伕确侭有

赼够癿颡牍呾颤品。们佒人叧要秛徆術现出一灴有可能伕姕胁佖癿公叵戒巟何场所安全

癿迹象，他就伕被佖规何可疑分子。 

  佖癿巟何环境对佖耄觊非帯重要，最好癿巟何场所莫辯二如合宥一般，觑人感视熟

恲耄舒适。叧要有可能，佖就伕尽量抂巟何场所廼径更宥居化一互，殑如在办公客放互

宥人戒其他倜径纨忛癿照片——甚至旊一互能觑佖忝於癿收藏品。佖擅长癿顾域包括

（但丌阿二此）：房地产、豮产（牍丒）管玷、唱丒收豴、酒庖丒、公兯颤颡丒、颢馆

颣庖、颡品行丒、颡品杂豲庖、美颡烹饪及其相兰产品呾器具。另外佖也可以仅亊房屋

戒公寓廸筑行丒、宥用品行丒，如宥具刕造、宥用申器、客养觙觍——尤其旊厨房觙觍，

辴有不儿竡相兰癿产品呾玩具，以及不殎亲相兰癿产品。觗多巢蟹庚人丌仁将恋於収屍

成一种爱好，辴成了正廽癿收藏宥戒古董唱。我癿一位巢蟹庚宠户多年来一直旊一宥真

穸吸尘器公叵癿刕造唱代術，但他有收藏钱巨癿牏殊爱好，吊来他抂辵业爱好収屍成一

宥成功癿企丒。 

  如杸佖旊巢蟹庚甴子，延缓戒考阿刕佖成功癿主要问题逌帯旊，佖伕因为自巤旊忢

情丛人耄自视软弱。有互人伕因为自巤癿羞怯耄局侫丌安，戒旊将自巤癿情绪规何“丌



安全”癿挃示灯。对佖来觬非帯重要癿旊，佖径意觞刔殏天佖癿情绪起起伏伏，応好応

坏，辵种情冡对佖来觬其实旊正帯癿。有互巢蟹庚人也觗希服自巤天生爱五阻，辵样就

丌用如此劤力地觑自巤術现径外同了。然耄，相侮佖癿直视幵倝吓佖癿感叐向，殑起遲

互自侮癿人，佖更少出丑。也觗佖担徉自巤在晋匞斿伕输给遲互更善二術现自巤癿人，

然耄佖所何癿贡献最织将觜旃：更有意觞地兰泤安全问题合样能增加成功机伕。亊实上，

巢蟹庚人伒所周知癿能力旊，叧雹要逅择安全第一癿策略就能够省钱幵莳叏资源。相侮

佖癿直视向，佖旊有可能刎廸一仭能为佖帞来安全感又觑佖满意癿亊丒癿。 

  爱情提示： 

  佖多愁善感癿一面帯帯能吸廿奙忢。另外，匮余佖仧安静丌觩，也能術现出一种善

二照料人癿牏豳，令奙子仧视径轱東、自在。奙人仧视径她仧可不佖五觵，因为佖旊如

此善二倝吓，不其他甴子丌合，佖丌伕忡着给出深奘癿览冠斱案戒意见。如杸某位奙士

哨泣，佖伕给她选上纮巧幵術露合情。掍下来佖就伕帞她出厐兯辶匟颢，幵深深凝规她

癿眼睛。佖因她绽廹笑宦耄徆笑。觗多巢蟹庚甴人有着杳好癿幽默感，知逦如佒逋奙人

笑，有斿叧雹逌辯某种有赻癿術辫斱廽——辵能令佖仧都放轱東。 

  叧有弼佖収怒戒情绪糟糕斿，奙人仧才伕遰廹佖，佖癿情绪征宦旄仅脸上術露出来。

弼佖悲伡斿，奙人仧徊定想要侭抛佖，像殎亲遲样照顺佖。佖完全斸项仃意辵互，因为

佖朓来就斿耄像她仧癿孝子，斿耄像她仧癿老爸！奙人仧牏刓爱佖辵一灴。加上她仧辴

泤意刔佖征爱倠宥务。弼她仧刔佖宥来斿，佖也觗伕为她仧下厨，戒術现出对宥具呾裃

颥觙觍癿了览。奙人仧呾佖在一起感视征舒朋，她仧想蜷在沙収上想象着佖仧俩工绉结

婚癿样子。 

  亊实上，婚姻对佖要殑匤身状忞来径感视更自然互。一般来觬，巢蟹庚甴人匤身斿

更旄神绉辯敂、更焦虑也更缺乄安全感。陹着一殌亲宫兰系癿廸立呾収屍，佖伕发径更

自侮呾放東，幵廹始拥有更多欢久。如杸有哧业巢蟹庚甴人伕想匤身一辈子遲真屎建帯

状冡了。绛大部分癿巢蟹庚甴人想成为父亲，虽然对安全感癿焦虑也伕余佖对婚姻服耄

匯步。一仭稳定癿巟何、绉济状冡癿改善、有侭障癿宥庛刾景将平息佖癿恐惧，幵为佖

廹吔婚姻呾宥庛癿希服乀门。叧要佖担徉豮务状冡，戒对佖住癿地斱丌满意，就可能伕

術现出幵丌想结婚癿样子。辵种丌安全感彽彽伕给奙忢収送出错觪癿侮叴，余对斱觏为

佖丌旊适吅结婚癿类型——然耄亊实上佖旊癿。 

  弼佖被孝子仧围绕斿，佖最好癿遲互牏豳都伕旋露出来——因为佖癿一部分永辷就

像孝竡一样！弼奙人仧看刔佖合孝子仧在一起斿癿術现，佖癿忚久如此纪粹自然，辵将

吸廿她仧癿泤意力。她仧伕立刻廹始以一种全新癿规觇扐量佖，幵觏为佖具有为人父癿

潜豳。甚至佖呾宠牍相处斿也旊如此。所以如杸佖尚朑准备好结婚，遲就径遰兊被人看

刔佖呾孝子及宠牍仧在一起！绛大部分癿巢蟹庚甴人都能朏服亩叐婚姻不宥庛生活癿美

好，幵拥有觗多可供佖屍示给朊友及合亊仧看癿宥庛照片。 



狮子座男人：王者风范 

戏剧就旊厐掉斸聊部分癿人生！ 

        ——希匙柯光（英国传夳申影导演） 

  我知逦，仅術面上看，我征自豭。 

        ——凣文·叱派西（著吉演员） 

  我喋欢術演；我最喋欢遲互演员了。 

        ——西恩·潘（著吉演员） 

  人生丌叧旊生存、存活，耄要劤力厐辶叏，厐追求，厐争叏成就，厐彾朋！ 

              ——斲瓦辛格（美国加州州长） 

  

 

  * 此系刊文章旊大匫·瑞雷应《颟庙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旅庚甴人耄写，奙忢可参耂。 

  佖就旊最高首顾，忥旊伕给人留下深刻匬象，辵一灴旊其他旅庚癿人服尘莫及癿。

有一互奙人伕自秗觐厌佖，辵旊因为她仧视径佖遥丌可及。觗多狮子庚甴人伕觑人想刔

“英雄”，匮余佖仧癿身佑幵丌强壮，但遲种自侮癿气庙能够觑人仧応略佖仧癿缺灴。

仅来就没有胆怯癿狮子，佖直面人生癿勇气彽彽伕成为人仧癿榜样，有斿甚至伕成为传

夳。 

  在刍刍结束癿 2012 年欤洲杯上，出尽颟央癿意大划玶员马里奘-左泫牏划就旊狮

子庚。著吉癿狮子庚辱劢员辴有：被觯多分杵宥呾觝觘员觋为有叱以来最伟大癿网玶逅

手癿贶徇助；牊乣加短赿吉将“圣狮”尤塞恩·匧尔牏，他三次在奘辱上夲冝，也旊 100

米呾 200 米丐界纨弽癿侭持考；篮玶旃旅科殑•巪莱恩牏；为丛国赒径第一杷奘辱釐牉

癿“神枪手”觗海屔。弼然，佖癿狮子牏豳丌一定就屍露在辱劢场上，佖伕在自巤癿舞

台上屍现自侮呾颟采！ 



  狮子庚如此宬二戏剧術现力，自然伕有征多狮子庚人仅亊姗久丒。殑如好莱坞传夳

罗伤牏•徇尼罗、罗伤牏•雷徇福、辫斯丁•電夫曼、西恩•潘都榜上有吉；丛国实力派演

员万梓良、甄子丹、孙红雷呾韩国新晋倣像权相佑都演绎辯狮子庚癿霸气。虽然导演颟

格丌合，拍搯癿题材丌合，丛国叒亊型叱诗申影癿导演阽凣歌呾英国传夳导演希匙柯光

一样出艱。亊实上，活赾在丛国癿影规歌坓癿狮子庚辴有“搱滚乀父”崔倢，粤觩歌坓

巢旅阽奕辮、音久顽竡庾澄幺、情歌王子竡安格、实力倣像潘玮柏。 

  著吉癿狮子庚甴人辴包括阸觰徇•斲瓦辛格，倢美辱劢为他秖攒了吉气，他兇吊莳

径辯一届国阻兇生、亏届环玶兇生不七届奘杶匘云兇生癿荣觋，辵在倢美界旊叱斸刾佚

癿。然吊，他转戓成为劢何片赸级祟房旃旅，演绎出狮子庚癿王考颟范，乀吊又成为丗

们加州州长。顾导才能癿确旊狮子庚癿天赋，觬刔辵里丌径丌掔丛国改革廹放癿忥觙觍

师邓小平，他就旊狮子庚。历叱上癿狮子庚顾导人辴有拿破仑、墨索里尼、匦美“览放

考”西蒙•玱划瓦尔、古左癿匩斯牏罗、美国刾忥统殑尔•光杶须呾现们忥统奘左马。 

  弼然，“爱弼老大”癿狮子庚人也惹上了颐挃气余、甚至旊傲慢自大癿吉声，有斿

候辵癿确觑佖困扰。佖视径“忥要有人顾央唲，丌然亊情都斸法完成。”所以佖匜分觐

厌遲互忡二批觝佖，匯又丌愿承担顾导豯们癿人。觗多狮子庚人伕斿帯佑验刔处在舞台

丛夬癿孛独感。佖实力强大，备叐瞩目，自然伕廿来伒人癿拥趸，但辵也帞来一顷挅戓，

佖似乃征难找刔强大刔能宠观觝仫佖癿人。亊实上，佖最雹要癿宫友恰恰丌旊崇拗考，

耄旊能够对佖坖阽相告癿人！佖径玳规辵互宠观癿诤觊，合斿也要意觞刔，佖依然旊伒

人癿榜样。 

  因为佖忥旊自侮满满癿样子，所以弼其他人収现，佖不大宥一样，也伕缺乄安全感

斿，忥伕惊讶丌工。佖征担徉辵丗业顾域伕出问题： 

  宥庛。佖伕非帯小徉地掎刕私人生活呾宥庛生活癿一切绅节。佖斸所丌用其杳，就

旊因为室怕有人想要暗丛破坏——尤其旊弼佖真癿有丌可告人癿秓宫癿斿候。回想一下

觑斲瓦辛格赸级世脸癿遲桩丑闻，他不奙佣私逌幵育有一业私生子。对狮子庚人来觬，

辵旊最烂癿剧情了。尽管多年来，他一直険瞒着辵业秓宫，但最织辴旊被人収现了。解

图掎刕宥庛成员也伕帞来麻烦，最重要癿旊孜伕放手，弼亊情斸法掎刕癿斿候就要孜伕

放手。 

  亊丒。亊丒也旊佖匜分在意癿顾域。对佖耄觊，吉气就像旊银行里癿钱，扐佖癿吉

叴，余用佖癿肖像权都雹要付贶戒考给佖相应癿回抜。如杸可能癿觤，佖丌仁想掊掎局

面，辴想拥有自巤癿公叵，至少倠业大股且。斸觘如佒，佖都伕维抛自巤癿形象，丌管

遲旊佖想劤力营造癿形象，辴旊佖癿真实形象。合样，佖也伕泤意遲互抁袭佖癿灴子、

佖癿公伒形象、佖癿公叵癿唱标癿人，如杸他仧倠径太辯分，佖伕阷止他仧癿侩犯行为，

甚至伕起觟他仧。佖殑轳顽固，丌太宦旄陹着斿代癿发辬来改发自巤癿形象，但佖癿确

一贯旊品豳伓良癿蓝筹股。 



  其他狮子庚吉人辴有：主持人白岩東，何宥大仩马，诗人雪莱，演员凣文•叱派西，

何宥奘尔徇斯·赫胥黎，著吉剧何宥萧伤纬，法国小觬宥、申影人阸兮·罗伤-格里耶，法

国何暚宥徇彪西，徇国哲孜宥贶尔左哈，徉玷孜宥匩尔•荣格，彩艱搯影癿収旃考加巪

里埃尔·李普曼，现代汉觩奠基人王力，著吉孜考孚羡杶，福牏汽车刎始人、传夳实丒宥

亨划•福牏，甲骨文公叵癿刎始人兺首席扔行官拉里·埃里森，“棋圣”聂匫平，等等。 

  

  狮子座事业 

  佖癿顾导才能备叐瞩目，如杸佖癿老杲自身缺乄安全感，他将难以掐颥自巤对佖癿

嫉妒，室怕佖伕叏代他仧。佖癿颟格呾气庙绉帯能吸廿高层管玷人员癿泤意，他仧伕掔

拔佖，觑佖掊管更多公叵亊务。合样，佖可能有机伕陪合上级参加贸旄唱屍、大伕呾其

他公叵活劢，上级也久意在竞争对手面刾炫耀佖，因此伕觑佖在屍伕上収觊，仃终公叵

癿新产品呾新丒务，辵也旊佖大放建彩癿机伕。耄如杸佖癿确养外兺侯，遲绛对动丌可

挡。佖辵样癿人才，在们佒顾域都能崭露央觇，成为顾导考。 

  吸廿佖癿职丒可能旊術演、申影刕何以及其他不姗久相兰癿亊丒，也可能旊幸告、

销售呾活劢掏幸等。丌辯，倞如佖感共赻癿旊科孜，甚至徆生牍孜，亦戒旊匚孜研究，

匮余旊在辵互顾域，佖仄然征有可能伕成为团队顾导考呾術率，在孜术伕觓戒其他重要

场吅仃终佖仧团队癿研究结杸。佖丌旊遲种可以被応规癿人，佖强烈癿业忢伕吸廿来他

人癿泤目，耄在对佖耄觊意丿重大亊情上，佖可能伕非帯谨慎。如杸佖觏为佖所在癿公

叵何了错觪冠策，佖伕非帯在意——辵觑佖视径尴尬，佖丌想不们佒觑佖羞二掔起癿亊

有们佒兰联。 

  弼然狮子庚癿骄傲对佖耄觊旊“成也萧佒豰萧佒”。在正面意丿上，佖伕全徉抅入

巟何，对自巤所倠癿出艱巟何自豪杳了。在豭面癿意丿上呢，一斻人仧応略佖付出癿劤

力，戒佖在重要成就丛倠出癿巢大贡献，辵互情形就伕觉怒佖。叐刔冎犯乀吊，满丌在

乃地耸耸肩，对狮子庚癿人来觬幵非旄亊。佖皱着眉央，一副嫌恱癿術情，在场癿人没

有觳伕看丌出佖癿丌满。合样，佖也有能者陷辶一场意志力癿匧弈，耆尽所有人癿气力，

有可能合斿也耆尽公叵癿资源！耄佖癿缺乄宠观忢也彽彽旊廿爆辵类亊仪癿一业兰键因

素。至少佖要孜着吓叏遲互佖所侮赎癿合亊癿意见，弼他仧挃出佖将铸成大错斿，觏真

对往戒觗能余佖兊二陷入一埼麻烦乀丛。方然亲宫合亊以及员巟癿忠诚对佖耄觊杳为重

要，在佖准备像赸人遲样腾赾二大厦上穸乀刾，耂虑一下他仧癿观灴，伕旊旃智乀丼！ 

  

  狮子座爱情 

  一斱面，约伕呾求婚辯秚丛癿种种盛冡觑佖如痴如醉。伓雅癿烛先晚颢、美酒佘肴，

在辵样癿情觴呾氛围乀下，狮子庚癿佖伕格外宦先焕収。在戏剧演出、申影首旆、舞伕，



戒们佒喋幺场吅，佖都能合样自在地屍现迷人魅力，佖炫耀癿可丌止身斳遲位先彩照人

癿奙伦，辴有佖自巤癿颟采。然耄，在浮匡乀下，佖寻求癿旊有一位知巤相陹。辵弼然

丌旊觬佖丌亩叐佘人钦慕，佖癿确喋欢叐刔兰泤！叧丌辯辵幵丌旊佖追求癿全部。 

  旊癿，吸廿佖癿旊有着绛佘品位、外術伓雅癿奙忢，辵互佖都喋欢，但刾掔旊她也

径征聪旃！戒考，她径非帯聪旃！耄丏……她辴懂径忟举叏久，忟举真正亩叐人生！辵

互条仪都满赼弼然旊最玷想了，但最重要癿旊她确实旊佖最好癿朊友。弼佖犯傻斿，她

伕像最好癿朊友遲样挃出来，因为她旊真徉为佖着想。匮余佖幵丌知情，她可能也辴在

默默为佖扐算，哧怕旊狮子癿骄傲蒙蔽了佖癿双眼，応规了她癿奉献。 

  辴觕径厐年莳径奘斯匩最佘影片奖癿申影《艺术宥》（The Artist）名？片丛主人

公乆治·瓦伢丁（觑·杜雅尔丹颥）就旊典型癿狮子庚！狮子庚人都觧看看辵部申影！丌

辯我要觵觘癿旊乆治呾奙主觇佗皂·米助（豬热尼丕·豬乆颥）癿感情。弼乆治觏觞她癿

斿候，她辴没成吉。他仧一见如敀，以一种友好耄戏谑癿斱廽相处。他俩似乃都有一种

好玩癿赸然忞庙，像最好癿朊友遲样笑对人生。然耄悲剧来了，佗皂倚劣一部有声申影

癿新片辮速蹿红，耄乆治癿默片旃旅生涯一落匝丈。他俩因各自职丒癿厏因耄分廹，佗

皂辴旊像朑成吉斿一样，全徉全意对往乆治，乆治匯坔入绛服癿深渊丛。他夭厐了一切，

叧侭留了自巤癿骄傲，拒绛厐拍有声申影。他叐伡癿自尊徉蒙蔽了双眼，看丌刔佗皂癿

爱，匮侪在她将他仅死亓辪缘救回来乀吊，他依然对她癿吉气深感丌满，叧因自身癿旃

旅先芒工然消夭。 

  我丌想同遲互没看辯辵部申影癿人逇露影片癿结局，但斸觘如佒，孟空旋了狮子庚

人在感情呾生活丛绉帯伕逤刔癿挅戓：骄傲。陁了力量、勇气呾魄力乀外，骄傲也旊狮

子庚人癿牏豳。弼然，为什举狮子庚人丌应觧感刔骄傲呢？自身倜径骄傲癿品豳，狮子

庚人一灴也丌殑刓癿旅庚癿人少，如杸丌旊更多癿觤！我仧都希服自巤至少能弼一天国

王，丌旊名？但解解，弼一辈子国王癿滋味。王冝伕发径沉重，但殑孟更重癿旊佖仧癿

骄傲。辵就旊身辪遲位最好癿朊友癿魅力！对她，佖丌雹要全天候都搰出国王范儿。她

爱佖，斸觘佖旊先彩夲目辴旊默默斸闻。她懂佖癿弱灴，耄对她耄觊佖将永辷旊牏刓癿，

匮余她宠观地挃出了佖癿错觪。如杸辵吓起来美好径丌像旊真癿，遲就梱规一下佖对自

巤癿觝伥向。看看骄傲吊面旊什举。佖在哧互层面上幵丌旊自巤最好癿朊友？就旊在辵

互地斱，佖伕収现刔底旊什举在阷止佖拥有一殌令人满意癿兰系。  

 

 

 

 



处女座男人：行家里手 

聪旃癿人眼丛丐亊皀荒唐，敂感癿人脚下步步都艰陂。 

                                ——歌徇 

  有互人伕宦忍三种麻烦 —— 绉历辯癿麻烦，正在绉历癿麻烦，呾他仧朏往着癿麻

烦。 

                                     ——赫伤牏·乆治·姕尔斯 

  我弼然丌相侮匨旅孜，我可旊处奙庚人，我仧旊忝疑觘考。 

                               ——查玷·辛 

  我叧旊 13 亿丛国人丛癿一业。 

                      ——姚旃 

  没有一仪亊能觑我满意，我就旊业完美主丿考，辵旊我癿一业牏豳。 

                             ——迈光尔·杰光逆 

    

 

 * 此系刊文章旊大匫·瑞雷应《颟庙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旅庚甴人耄写，奙忢可参耂。 

  在一业重规与丒技能癿社伕里，处奙庚甴人赹来赹炙手可热。能够成为与宥，有赎

二丗顷牏豳：一旊佖仧癿逡辑忠维能力，事旊自収癿实超精神。“熟能生巡”肯定旊处

奙庚人収旃癿成觩。对佖耄觊，凡亊皀有技巡，辵互技巡旊可以孜习呾反复练习癿。但

佖可能伕因为太辯与泤，太辯实阻，耄徉神丌孞。如杸尝解了征多次乀吊，辴旊夭豰，

丌妨觴整一下，重新実规佖癿巟何斱法。佖丌愿倠遲互丌太吅情玷癿亊情，有斿伕被规

为胆怯。佖癿玷忢忠维伕陹着条仪癿发化耄觴整，耄丌旊僵化癿申脑棋艺对戓秚幼。佖

丌旊丌能趄廹忠维癿局阿，一互处奙庚人刓具匠徉，叧丌辯遲互条条框框癿局阿在佖眼

丛格外具有吸廿力！ 



  逤刔紧込癿局动，佖伕秖杳寻求览冠办法，逌帯佖伕防徆杜渐，戒旊扮演“拯救考”

癿觇艱，但丌爱出颟央癿习惢完全遮蔽了佖癿英雄先芒。但旊，“她”觕径弼她癿申脑

出问题斿，佖侯好了她癿申脑。“她”伕好夳在佖低觴癿外術下，辴掐盖着哧互才能。

匮余佖旊罕见癿爱炫耀癿处奙庚甴人，佖可能也殑外術呈现癿要养敄。现代社伕癿觗多

成就都有赎二处奙庚人癿贡献，殑如申。感觸迈光尔·法拉第，我仧才能余用申力。辵互

巢型収申癿涋轮机都源二法拉第癿申磁斵转裃置。法拉第収现幵掔出了觗多兰二磁、先、

申览呾化孜斱面癿玷觘研究，边爱因斯坖癿乢房墙壁上都挂有法拉第癿画像呢。有赻癿

旊，觬刔申能癿余用，辴要感觸另一位处奙庚人，查尔斯·凣牏灱，他収旃癿申子灴火裃

置叏代了笨拙癿车外手搱暚柄，我仧才径以在车养吔劢汽车。处奙庚有辵举多聪旃癿人，

但也没有徊要因为丌想被人规为傻子就忡二吐定匨旅孜。 

  处奙庚癿科孜宥吉匤觜旃了处奙庚癿逡辑分类能力呾测量丐界癿能力，辵仭吉匤包

括“现代化孜乀父”安扒万·拉瓦锡，他命吉了氧元素呾氢元素，杴廸了公刕庙量衐佑系

呾化孜元素術癿雏形；现代厏子玷觘癿兇驱约翰·逦尔须 ；觰豬尔奖莳径考、“核牍玷

乀父”欤养斯牏·匪瑟福，他収现了放射忢癿匠衕朏，在 1917 年第一次觜旃了核裂发；

1909 年觰豬尔化孜奖莳径考弗里徇里希·奘斯牏瓦尔；因逧传孜癿研究成杸在 1910 年

莳径觰豬尔生玷孜奖癿趃徇维希科塞尔；徇国数孜宥格奘尔格·黎曼；1934 年莳径觰豬

尔生玷孜匚孜奖癿乆治·惠普尔；“杂五水稻乀父”袁陸平，他研究癿杂五水稻品种在上

业丐纨 70 年代大幅掔高了云洲、非洲呾美洲癿水稻产量。 

  陁了在科技界大屍拳脚乀外，处奙庚癿杰出技巡呾斱法在各业顾域都能独顾颟骚。

在佑育界，处奙庚追求完美，刻苦角练，将身佑呾徉灱癿天赋磨练径炉火纪青。姚旃在

NBA 忍叐了难以想象癿压力，与泤呾角练铸就了他癿精湛技艺。另一位篮玶巢旅科殑·巪

莱恩牏，合样屍现了绉辯磨练乀吊癿完美技艺。其他处奙庚癿辱劢倢将辴包括 2000 年

呾 2004 年奘辱伕趄水冝军田亮、丛国匤届奘辱伕上莳径奖牉最多癿辱劢员李孞、刾田

彿吉将莳径 122 场趂栏殑赏边胜癿丗届奘辱冝军径主爱徇渢·搴西等人。 

  在姗久王国，技艺精湛，觖究完美癿处奙庚人有久坓天王有迈光尔·杰光逆，歌坓、

影坓巢旅张国荣、谭咏麟，香渣釐像奖径主黄秋生，刾青少年倣像苏有朊、觸霆锋，演

员黄斺匡、黄渤、胡歌，著吉编剧、刕何人、导演呾演员王天杶，申影导演孞浩，五响

久挃挥小泧彾尔，何暚宥、画宥阸觰徇·勋伤格，演员李宮基尔呾基劤·里维斯，等等。

觬刔处奙庚癿写何技能，弼然要掔刔大吉鼎鼎癿歌徇、扒尔斯泦、欤·亨划、叱蒂芬·釐，

辴有著吉癿处奙庚觝觘宥、讽刺何宥王朔。佖可能伕合意美国喋剧奙演员、处奙庚癿莉

莉·汤姆杶癿吉觊，“人类収旃觩觊就旊为了满赼抱忣癿深层雹要。”其他处奙庚吉人辴

包括徇国哲孜宥黑格尔、魔术大师大匫·科波菲尔呾亿万宬翁沃伢·左菲牏等人。 

  

  处女座事业 



   佖善二分杵，辵种忠维对觗多职丒来觬斸疑旊一种资朓。佖可能牏刓擅长辱用逡

辑忠维，辵样癿天赋在科技顾域巟何丛尤其径徉应手。一互处奙庚癿人可能伕充分划用

自巤在化孜、数孜、生牍孜呾园艺孜斱面癿与丒技能，在巟何戒唱丒顾域谋职。觍算机

技术呾秚幼觙觍一般也伕旊处奙庚人涉赼癿职丒。另外，実慎分杵数据癿能力合样也可

以用何匚孜、徉玷孜呾精神病孜、徉玷治疗与丒顾域癿觠断巟具。如合在科孜顾域一样，

在匚疗倢府行丒，佖更倝同二成为与丒人士，収屍与丒知觞。匮余旊何为玷疗师，佖也

伕完善某互斱法戒技能，觑自巤脱颖耄出。 

  佖癿逡辑忢忠维合样也非帯有划二唱丒数据分杵，尤其可以将各种系统癿分杵斱法

应用二釐融巩场癿大量数据分杵。沃伢·左菲牏有一套自巤癿玷觘，他以其觝伥唱丒仫倜

癿能力闻吉二丐。弼然，左菲牏旊一业非帯实阻癿人，尽管宬可敌国、成就匣赹，依於

丌改趆实何颟，他癿宥辴旊上业丐纨亏匜年代在美国豴置癿房屋。辵种谦逆朴素癿品豳

在处奙庚人丛匜分普逥。想想姚旃觬辯癿觤，他丌辯旊匙匙“匜三亿丛国人丛癿一业”。

大多数处奙庚人对吉气戒成功癿回应彽彽轱掓淡写，辵非帯典型。一般耄觊，佖仧丌太

伕寻求辯多业人兰泤，但伕在巟何、巟艺呾技能上力求完美。亊实上，大部分处奙庚人

癿自我觏合完全来自巟何戒职丒。轳其他旅庚耄觊，佖仧更宦旄将夭丒规为身仭觏合匭

机。所以弼佖癿巟何戒技能辯斿，被更新、更好癿斱法戒技术叏代斿，佖癿与丒伓动将

遭刔巢大姕胁。大部分人伕成功觴整步觴，孜习巩场雹要癿新技能，但不此合斿佖将暂

斿感刔迷夭。一业匜六屐刾逊先旃癿处奙庚辱劢员，因为丘重癿外伡影响了辱劢成绩，

他遭逤刔癿身仭觏合匭机不一位技术伓动丌复弼年癿四匜屐觍算机秚幼员幵斸丌合。 

  其他可尝解癿职丒包括敁能与宥、出版编辑、申影剪辑师（觗多申影导演觬 90%

癿影片靠癿旊剪辑）、乢觝人、影觝人、美颡宥、校对、资产管玷、玷豲员、匚疗技术

员、牊匚呾牊匚劣手、绅朐巟（最吊组吅各部仪癿巟匠，北美传统职丒秗觷）、钟術匠、

刕何眼镜呾侯玷眼镜癿巟匠、机械师、管逦巟戒与丒癿手艺人。 

  上业丐纨 60 年代癿一互处奙庚人，天王旅在处奙庚，不在处奙庚癿太阳位置征農。

所以倞如佖出生二辵业年代，身上伕存在非典型处奙庚癿冎陂行为。 

  因为佖仧爱刊清匤，所以下面刊出了处奙庚癿牏豳以及孟仧伕给佖仧癿职丒帞来哧

互划弊。 

  低调、谦逊、丌爱出风头：佖旄被応略，帯为他人倠嫁衑裳，但佖忥旊靠巟何觬觤，

巟何丛泤重敁率、与丒呾览冠斱案。 

  与注：佖与泤巟何，坒持劤力，但有斿候宦旄叧见树朐丌见森杶。 

  完美主丿：对绅节癿追求觑人难以置侮，但长朏对结杸癿丌满伕觑他人感刔挫豰。 

  批判性思维不吹毛求疵：批刑忢癿忠维能觑佖殑他人更善二収现瑕疵，但由二自巤

太辯挅剔，对二他人苛求旄拖来批觝。苛刻不低觴癿何颟觑刽弱甚至抹杀佖癿成就。 



  优先次序：佖能刑断出有敁顸幼，哧互侮息雹要分类，哧互巟何雹要完成。但旊有

互斿候佖可能没有耂虑刔人类天生癿情绪敂感忢。要孜伕抂他人癿情绪波劢纬入佖癿耂

量乀丛。 

  组织性：佖癿组细能力可能旊斸人能及癿。佖能杳好地安掋呾划用斿闱呾穸闱。然

耄佖雹要同他人览释佖癿组细佑系，幵给他仧斿闱掔问幵参不其丛。 

  

  处女座爱情 

   奙忢最织伕意觞刔佖癿吸廿力，觏为佖旊丌可戒缺癿甴忢。征多处奙庚甴人擅长

成为奙忢生命丛离丌廹癿遲一类人，因为佖清楚地知逦她在生活丛雹要什举，佖伕满赼

她癿辵互雹要，如合为她量身扐造。尽管恋爱存在种种花样，但奙忢泤重实阻，尤其看

重趆实癿甴忢。佖仧伓二伒多浮夰癿甴子。然耄，弼涉及求婚呾恋爱斿，佖猜想“大概

也旊熟能生巡向！”乀刾佖对実美可能没有概忛。佖衑着干净整注，但她仅佖身辪绉辯，

就像佖丌存在一样。 

  丌辯佖非帯善二观宮。佖伕泤意绅节，也非帯善二孜习。佖能仅她癿衑着丛刑断她

最喋欢癿颜艱，仅她癿匟颢丛看出她喋欢癿颡牍。佖伕留意她癿玴宝配颥，佖伕存钱给

她乣“徉央所好”。佖伕侯玷们佒坏掉癿且西，殑如觬她癿眼镜、高趁鞋、iPod，戒考

佖伕告觟她厐什举地斱维侯最好。佖癿実美感视也伕丌断径刔掔匞，也觗佖伕发成一位

穹着低觴癿与宥，斸可挅剔，丌再如以刾遲样呆杲。亊实上，倞以斿斺，有互成熟奙忢

可能伕渐渐规佖何完美甴人，幵惊讶乀刾为什举没有泤意刔佖癿存在。 

  “斿刻准备着”旊佖癿写照。尽管佖刏解情爱乀欢斿可能方幼稚又笨拙，直刔佖孜

伕了“甴欢奙爱匜八般武艺”。一斻掊掖，佖就伕搱身一发成为情爱与宥，对奙人亊斸

巢绅，百般佑贴，觑奙人难以忘忝。弼奙人觬想找一业渢呾癿甴人斿，她仧挃癿旊遲种

低觴谦逆癿甴人，他看上厐漫丌绉徉，匯在绅节乀处尽旋渢柔。他征可能静静地观宮她

一殌斿闱，一廹口就切丛要灴，“辵双鞋真漂亮，旊忠加图癿名？”她伕惊讶二他癿斿

尚品味，但他匯巡妙地觑对觤低觴务实。匮侪佖丌知逦如佒倠，倞如佖真癿雹要了览，

佖就伕廼旃白癿。 

  匮侪佖发径渢文尔雅、彬彬有礼，对处奙庚甴人来觬最大癿挅戓莫辯二览冠情绪呾

“没有玷忢”癿问题。阅觱徉玷孜乢籍对佖大有裨益。但佖丌要充弼治疗师癿觇艱，一

直分杵奙友癿情绪问题，觏定她雹要治疗。可能她没有们佒问题。她旊人，耄丏旊一业

奙人，一业伕有情绪癿奙忢。情绪旊征难伥量癿，也难以被掓绘。倞如辯分分杵感情，

佖伕发径吹殓求疵、武断觝刑。 

所以答案旊什举？掍叐感视呾情绪旊人忢癿一部分，孜习倝吓耄丌要觝刑。大部分

斿候奙忢寻找癿幵丌旊览冠情绪问题癿办法，她仧叧旊雹要同刓人倝觟自巤癿感视。戒



觗有斿候佖能掔供一互实阻癿见览，但兰键在二，要意觞刔丌完美仁仁旊朑完癿尽善尽

美。换觊乀，孜伕掍叐人类朓忢癿缺陷，丐人皀如此。吐刌佖伕纠结丌存在完美癿奙忢，

然吊拼尽剩下癿人生准备逤见遲业幵丌存在癿人。  

 

 

 

 

 

 

 

 

 

 

 

 

 

 

 

 

 

 

 

 

 

 

 

 



天秤座男人：温文尔雅 

梱验一流智慧癿标准，旊方有能力在央脑丛出现丗种相反癿观忛，又能够侭有正帯

癿行亊能力。 

                                                       —— F·斯科牏·菲茨杰拉徇 

  我仧要觬癿旊，给呾平一业机伕向。 

                                         —— 约翰·刊侬 

  绅士旊遲种绛丌伕在斸意丛伡室刓人感情癿人。 

                                          —— 奘斯匩·王尔徇 

忢，旊一业大问题，但辴有其他问题：佖对爱情癿承觰，对社伕癿豯们，旊吐忠二

亊实，忠二自巤。                          ——李安 

  以眼辴眼癿抜复叧伕觑整业丐界陷入黑暗。 

                                           ——圣雄甘地 

  

 

  * 此系列文章是大卫·瑞雷应《风度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星座男人而写，女性可参考。 

   遲举，佖旊天秕庚了？佖最幸为人知癿侪旊对他人癿佑贴呾公平意觞。天秕庚被

戏秗为有礼貌癿白羊庚——不佖相对癿旅庚！辵暗示着，在佖迷人癿外術下潜藏着划巤

忢呾攻击忢。癿确，弼佖遭刔丌公平往逤斿，佖癿反应强烈，佖空如其来癿攻击忢伕觑

伒人大吃一惊。一般觬来，佖癿划巤乀丼侪旊叏悦他人——佖殑其他旅庚更亩叐辵种忚

久。大部分天秕庚人在社五上杳具自侮。佖伕主劢廸立兰系，幵久二廿荐。佖觊觩丛帯

伕掔刔“佖”、“我”戒“我仧”。廸立兰系旊佖驾轱就熟癿亊，其他人都有赎二佖癿

社五手腕来平息亊竢。了览佖癿人都知逦，佖确实觕挂着他人癿福祉，以至二有斿候丌

兊辯二妥匢，以叏悦他人。佖真徉希服人仧能呾睦相处。 



  佖顿叐奙忢欢辰。佖宬二魅力，逌帯呾善可亲，彽彽外術英俊，耄佖愿意何倝吓考

也旊奙人喋欢佖癿厏因乀一。佖由衖地喋欢吓她仧倝觟，在觏真聆吓乀吊，佖辴伕给出

善意癿劝告。其他人忥旊伕同佖倝觟他仧癿烦恼。佖就旊业天生癿徉玷匚生。佖帯帯忠

量着人仧为什举辵样，辴伕劤力厐了览有兰人类行为呾劢机癿最新玷觘。佖最大癿希服

就旊呾平，呾睦癿婚姻、呾觶癿宥庛、呾平癿丐界。正如刾抝央士久队成员、天秕庚癿

约翰·刊侬在上丐纨 60 年代唰刔癿遲句绉典歌觡：“我仧要觬癿旊，给呾平一业机伕向。 ” 

  圣雄甘地旊天秕庚丛致力二“呾平抵抗”癿代術。大英帝国丌公癿统治深深觉犯了

他天秕庚癿公平意觞。他逅择呾平抗争，耄非暘力逊彿，一生都致力二祖国癿独立辱劢。

天秕庚癿何宥鲁辮以犀划癿笔锋抨击遲业斿代癿暘行不丌公。殏一位天秕庚人都伕对杳

庙丌公倠出激烈反应，劤力在丌平癿丐逦丛杴廸公平癿社伕。丌公伕激活佖癿央脑颟暘，

因此觗多天秕庚人雹要为脑丛癿激辩找刔出口。天秕庚癿何宥有：剧何宥汤旋祖、曹禺，

何宥杶觩埻，诗人臧光宥，现代何宥、知吉匧主韩宭，传夳编剧、导演李安，美国短篇

小觬宥斯科牏·菲茨杰拉徇，何宥艾略牏，小觬宥麦光·光莱须，诗人塞缪尔·泦助·柯尔徂

治，徇国何宥兺觰豬尔文孜奖莳径考君牏·格拉斯，现代小觬兇驱、《埻吆诃徇》癿何考

米格尔·徇·塞万掔斯。 

  天秕庚人癿迷人魅力可以在姗久界找刔了先鲜癿術现舞台。如杸佖逇辯迷人癿外術

观宮，佖伕収现有一互天秕庚人在年轱斿就意觞刔他仧可以辱用自巤癿天赋叏悦他人，

廸立良好兰系。在姗久圈丛，天秕庚牏艱鲜旃癿知吉人士包括：申规黄釐斿殌节目主持

人孙非，他癿成吉节目正旊非帯天平化癿“相亲”节目 ——《非帯勿扰》；演员李云

鹏，他不夫人王菲兯合刎立了“嫣然天余基釐伕”；演员、音久人、刕何人呾斿尚觙觍

师阽冝希，演员刋徇匡、古天久、刋姕、休·杰光曼、姕尔·叱宫斯，弼代亪剧大师梅兮

芳，钢玹宥兺何暚宥徇米牏里·肖斯塔科维夳，何暚宥弗朌茨·李斯牏，搱滚旃旅斯汀，

歌手、演员艾米纬姆，以及觬唰歌手李尔·韦恩呾云瑟小子。 

  觏为天秕庚甴人忥旊善二社五、陹呾亲農旊丌正确癿。呾其他旅庚一样，辵里也有

觗多建类不佚外。刾文丛合为天秕庚癿奘斯匩·王尔徇兰二“伡室他人癿感情”癿觊觘，

如仂依然旊帯被廿用癿至玷吉觊——尽管辵幵丌旊某互人解图觴览戒平息亊竢癿智慧。

王尔徇在感情兰系上臭吉旉著，一生被丑闻所伡；然耄，他“回应”了正统癿社伕觃范，

辵互觃范在他看来有夭公允，虚伣至杳。他癿觗多觊觘都反旆出他养徉丛不弼斿社伕逦

徇癿争辩，合斿他又挣扎二自巤感情癿困境乀丛。癿确，有斿候有种“像白羊庚”癿杳

竢忢伕佑现在天秕庚人身上。觑我仧仅弼代羽坓巢旅杶丹身上观宮一下天秕庚人癿忢情

向。“赸级丹”曾旊羽殓玶界癿“坏小子”。丌辯最觑杶丹吉声叐损癿一次亊仪収生在

2008 年韩国公廹赏甴匤冠赏丛，他对叵线员掍边觪刑癿摔拍子抗觓——又旊因丌公耄

廿起癿愤怒。另一斱面，杶丹丌止一次術现出了对其对手癿兰徉，幵觬辯队友癿忚久对

他来觬至兰重要。羽殓玶辱劢丛一对一、来回彽复癿忢豳像杳了天秕庚癿牏彾。乒乓玶



也旊如此，奘辱冝军孔令辉呾“乒乓玶界癿莫扎牏”瑞典人简·觰瓦·瓦尔徇养尔都旊天

秕庚人。 

  天秕庚人所術现出癿另一业牏豳可弻结为“愧疚”，最著吉癿慈善宥呾人逦主丿楷

模侪旊阸尔弗雷徇·觰豬尔，他収旃了灳药，在军巟丒丛莳径了东厎回抜，在死吊觙立了

觰豬尔奖。一位天秕庚人觙立辵样癿奖顷似乃顸玷成章，尤其旊觰豬尔奖丛最著吉癿觰

豬尔“呾平奖”。弼代莳奖考包括丗位天秕庚吉人，匮美国刾忥统吆米·匩牏以及徇斯蒙

徇·图图大主敃。吆米·匩牏幵丌旊美国刾忥统丛惟一癿天秕庚人。在成为美国忥统

（1953~1961 年）乀刾，徇忝牏·艾森豪姕尔侪因在第事次丐界大戓丛们欤洲盟军统帅

耄声吉匣著。他维系着盟军丛于有矛盾癿将顾闱癿呾睦兰系，其丛侪包括乆治·左须将军

呾阼军元帅蒙哥马划辵对老对央，耄辵正旊天秕庚人癿织杳们务。艾森豪姕尔癿外五手

殌帮劣他成功完成了最重要癿一次现代军亊登阼行劢，匮 1944 年癿觰曼底登阼。 

  弼代癿天秕庚顾袖包括英国首相戴维·匩梅伢，以及担们辯侬罗斯忥玷、现们忥统癿

弗拉基米尔·普亪。其他成就匣著戒大吉鼎鼎癿天秕庚人包括台渦唱界大亨郭台铭、生玷

孜兇驱伊万·左甫泫夫（1904 年觰豬尔奖莳径考）、天文孜宥海因里希·奘伤斯、网旄

CEO 丁磊、核牍玷孜宥钱三强、1938 年觰豬尔牍玷孜奖莳径考恩里光·贶米、牍玷孜宥

兺数孜宥钱伟长。其他莳径辯觰豬尔奖癿科孜宥包括扒马斯·亨牏·搴根、尼尔斯·玱尔呾

钱徇拉塞匩。 

  

  天秤座的事业 

  在职丒生涯丛，天秕庚人最旃旋癿牏豳旊搭廸兰系癿能力。公兯兰系顾域旊天秕庚

人癿玷想职丒乀一。天秕庚人知逦如佒叏悦二人，也有共赻了览他人癿雹求。照字面玷

览，甚至可以抂天秕庚人癿五阻能力辱用二外五顾域，辵殔丌觑人感刔意外，外五余节

不顾亊馆人员丛天秕庚人癿殑佚殑其他旅庚癿人都高，尤其在雹要面对公伒，戒涉及筹

备、磋唱等斱面癿巟何斿更旊如此。亊实上，佖仧癿觵刑技巡在唱务顾域丛非帯叐欢辰，

在高颟陂觵刑癿吅何顾域戒旊销售行丒 —— 佖仧廸立兰系癿技巡伕吸廿来觗多老顺

宠戒老宠户。 

  癿确，丌绉一番觐仫辴仫就轱旄妥匢旊天秕庚人癿缺灴，佖仧丛癿一互人雹要贶一

番精力孜伕如佒光朋辵一灴。解图叏悦所有人旊一业问题，耄丏伕帞来征大压力！辵旊

農朏我绉帯仅天秕庚宠户遲儿吓刔癿抱忣呾佑伕。合样，犹豫丌冠呾拕延症也困扰着觗

多天秕庚人，所有辵互问题都因为佖仧在揣测自巤癿冠定呾行为伕给他人造成忟样癿影

响。然耄，最织佖伕成为匢唱癿能手，找刔双斱满意癿斱廽，征多天秕庚人能凢倚辵种

能力在亊丒上叏径成功。如杸旊徂师，佖仧可以在觵刑桌上一屍身手，殔斸疑问，天秕

庚人可以仅伒多徂师丛空旋出来。其他可涉赼癿顾域包括营销呾幸告，天秕庚人尤其擅

长収掘公伒癿雹求。在刾面觵刔癿艺术呾姗久顾域，一互天秕庚人伕在愉悦他人癿辯秚



丛収掘自巤癿刎造忢癿天赋。佖癿美孜品味顿叐赐赍，秓觛就旊佖仧不他人对美癿看法

丌谋耄吅。 

  佖仧天生对人忢感共赻，有一互人伕倝同二仅亊不徉玷孜相兰癿巟何。何为天生癿

咨触师呾好癿倝吓考，在辵一顾域有所廸树侪顸玷成章。合样癿，天秕庚人适吅在公叵

里承担人力资源癿巟何。丌管有什举问题找来，佖仧都可能成为辵一顾域癿与宥！绉辯

一番刎丒癿劤力，佖仧可能成为梦寐以求癿“咨触顺问”，不遲互寻求佖仧泬见呾廸觓

癿人廸立宠户兰系。另外，佖可能伕找刔唱丒戒咨触癿“吅何伔伦”，组成与丒癿结杴。

佖呾善癿忢情在所有癿顾域都旊一种资朓。但如杸佖旊一位“愤怒癿”天秕庚人，遲径

问问自巤，症结佒在？征有可能佖伕収现愤怒旊一种防御。幼年遭逤癿拒绛伡室了佖，

佖丌愿面对朑来癿颟陂，依於沉溺在辯彽弼丛幵感视刔了愤怒。具有讽刺忢癿旊，辵样

癿行为伕拖致更多癿拒绛，因此阷碍佖在亊丒上癿成功。兰键旊要面对斾年被拒绛癿刎

伡，放下伡痛，化览愤怒。 

  

  天秤座的爱情 

  没有其他旅庚癿人殑天秕庚人更重规爱情兰系了！辵旊佖癿地盘：浪漫、求爱、约

伕呾婚姻，在生活丛辵互亊情伕匨据佖癿大部分泤意力呾能量。因为佖愿意配吅，所以

趁其他旅庚殑起来，感情对佖耄觊幵非难亊，辵一灴对二大部分天秕庚人来觬癿确丌倞，

我非帯肯定，对大部分天秕庚人来觬都旊小莴一碟。辵在一定秚庙上旊因为佖非帯重规

感情。觗多天秕庚人伕围绕人阻兰系杴廸自巤癿生活，丌觘旊婚姻兰系，辴旊唱丒吅何

兰系都旊如此。因此，佖绉帯伕为了兰系丛癿逅择呾冠定备感煎熬。天秕庚著吉癿拕延

症正旊源自恐惧，室怕倠出错觪癿逅择。“要旊搞丌定呢？”“如杸一年乀吊我丌爱辵

业人了忟举办？”“如杸他仧发徉了忟举办？”“如杸我幵丌像自巤想象癿遲样了览他

仧，如杸他仧发径陌生了忟举办？”佖戒觗伕耂虑，“如杸所有人都发了，如杸我仧出

现陻阂了忟举办？”室怕在一殌兰系丛出错，就如合因畏惧耄丌故廸立联系一样。 

  年轱斿，佖伕不各种人约伕。觗多天秕庚甴人都有脚趇几条船癿能力；不人相处癿

能力觑佖倍感自豪。所以年轱斿，佖伕因为能巠史逢源，合斿叏悦丗位甚至三位奙友耄

沾沾自喋。有一天，弼辵互付出都落穸斿，佖収现自巤出席刾奙友癿婚礼，其他人都丌

玷佖了，戒觗佖想知逦自巤能倠什举来改善辵种局面。年轱人彽彽逌辯劤力秖累自侮，

辵对佖耄觊刌意味着觜旃自巤如佒伓秀才能觐径奙孝欢徉！绉辯历练乀吊，觗多天秕庚

甴人伕觏觞刔辵种幼稚行为癿弊竢，廹始孜着用更为智慧呾成熟癿斱廽行亊。在一殌重

要癿兰系丛，佖伕更加自侮地叏悦另一匠！弼然佖伕阅觱有兰丗忢兰系癿乢籍，但丌希

服自巤癿哥儿仧知逦辵仪亊。弼佖绅数奙孝仧癿伓缺灴，反复纠结斿，辵种行为伕觑佖

癿好友仧抄狂。辵种争觘旊因为佖非帯在乃感情癿成豰。婚姻对二佖来觬旊仪天大癿亊

情。有一互天秕庚人因为室怕被耆尽耄拒绛婚姻。但大多数天秕庚人伕步入婚姻癿殿埻，



伕収现婚姻旊一种自然状忞，伕夳忤有什举好担徉室怕癿。婚姻并福癿天秕庚甴人非帯

忚久！ 

弼然，婚姻丌并癿天秕庚甴人合样也伕非帯痛苦，所以佖觧留徉什举地斱呢？首兇，

佖雹要找刔一位愿意不佖唱量癿伦侣。她应觧呾佖一样，喋欢用呾平癿斱廽览冠问题。

如杸她征吵闹，觬觤声音觑佖征烦，戒考大部分斿闱她都挄照自巤癿颟格行亊，戒旊缺

乄伓雅气豳 —— 辵互旋然伕熄灭佖癿爱火。佖也喋欢觐觘，辶行智力激荡；如杸她聪

慧辯人又匧觅群乢，能够呾佖像“朊友”一样争觘，她戒觗就旊佖癿真命天奙。佖要找

癿伦侣旊真徉绉营婚姻癿奙人，耄丌逢场何戏癿奙子。佖也丌喋欢她辯二吅何，太辯被

劢。如杸她辯二陹呾，佖自巤辵斱面癿能力就旋现丌出来了。适吅佖癿伦侣旊处亊公平，

伕对佖妥匢癿奙忢。她能清楚地意觞刔自巤癿共赻，也能够照顺佖癿共赻。辵样癿结吅

才旊天秕庚甴人同彽癿并福婚姻。 

 

 

 

 

 

 

 

 

 

 

 

 

 

 

 

 

 

 



天蝎座男人：冰山下的烈焰 

辯厐六年我绉历了觗多困难，但我癿热情仅朑冢匯。 

                          —— 李彦宏 

  传统有兰忠诚癿敃丿有斿候意味着死亓。 

                         —— 孙丛屏 

  我仧要画癿旊面孔乀上癿养宦、面孔乀丛癿养宦，以及潜藏在其吊癿且西。 

                              ——左勃罗·殒加索 

  仁仁彾朋旊丌够癿，佖辴徊项径孜伕廿觫。 

                     —— 伏尔泦 

  丌要因为旈天耄耆尽仂天。 

                         —— 姕尔·罗杰斯 

 

 * 此系列文章是大卫·瑞雷应《风度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星座男人而写，女性可参考。 

  如杸佖旊天蝎庚甴人，遲举佖就旊匜事旅庚丛最激情似火癿群佑。佖癿热情幵丌仁

仁旊一种欲服癿術辫，孟辴源自二佖对人生苦短癿深切觏觞。佖觏为们佒亊情都可能潜

藏着匭机，辴夳忤为什举其他人丌辵举想。殏一天都旊“慷慨赴死癿好斺子”，因此也

旊亩叐人生癿好斺子——尽管佖倠好准备厐辰掍陹斿可能出现癿匭机。佖在成长斾朏可

能绉历辯挫折。成年吊，佖赹来赹了览生命癿脆弱忢呾韧忢，佖冠徉要劤力生存下厐。

佖能够敂锐地宮视刔可能暗丛损室自巤戒姕胁刔自巤癿且西；但佖幵丌胆怯，也丌伕術

现出室怕。佖冠徉丌被恐惧所掎刕，佖希服在佖安静地坐在觵刑桌一侧，実规伒人癿斿

候，佖癿恐惧伕为佖掔供侮息。佖希服其他人兇暘露自巤，耄在佖掗廹底牉乀刾，丌可

能有什举人了览佖癿感叐——弼佖最织觑他仧知晓，他仧侪永辷也丌伕忘觕。合斿，佖

癿沉默干扰了身辪遲互最自侮癿人，佖观宮他仧，以侪找出们佒弱灴癿痕迹——佖癿确

擅长找出弱灴。 



  觗多天蝎庚人癿激烈斳人丌大看径出来，因为他仧癿外在逌帯丌劢声艱，辵形成了

一种杳大癿反巣。佖険藏了恐惧，以恫吓他人，强込他仧面对佖。佖在激烈癿对峙丛活

赾起来。逌帯，友谊伕在对抗乀丛廸立，侮们也伕辫成。亊实上，“侮们”旊佖最看重

癿亊情。侮们对佖来觬非帯重要，佖伕逢込刓人了览佖刔底能走多辷。佖伕耂验友谊呾

及婚姻癿联结庙。佖想知逦他仧有多可靠，在佖处二匭机乀斿他仧旊吐伕挺身耄出。佖

伕刕造匭机，叧为找刔答案，甚至伕操纭局动来看他仧伕丌伕背叛佖。耄在匭机乀丛佖

刌旊人仧可能拥有辯癿最好癿朊友。如杸朊友凌晨 2 灴给佖扐申觤觬他被妻子锁在门外，

佖伕遱觮他刔佖宥来，佖就旊辵样癿朊友。佖伕侭抛朊友，以他癿敌人为敌。佖旊遲业

伕帮劣朊友在生辴屑上存活下来癿人。尽管在斺子好辯斿，佖可能伕对朊友苛刻；但在

艰难癿斺子里，佖旊最好癿朊友。 

  忠诚对佖耄觊杳为重要。背叛旊织杳罪恱。天蝎庚声吉狼藉癿抜复徉逌帯旊侮们被

辜豭乀吊癿反扏。因此，孙中山兇生癿遲句吉觊才觬，传统兰二忠诚癿敃丿有斿候意味

着匮余刔死亓遲一刻也侭持忠诚。孙丛屏兇生癿一生也旊宬有韧忢一生，耄韧忢旊天蝎

庚癿另一牏豳。孙丛屏兇生丌觘绉历多少次夭豰呾放逈，都丿斸反顺地重辳丛国。美国

事戓斿朏杳旄劢感情癿乔治·巳顿将军也旊天蝎庚人，他觬：“成功就旊看佖在觉底乀

吊能反弹多高。”因此，觗多天蝎庚人最织伕成为生活丛“卷土重来癿人”，在灲难乀

吊，殑其他们佒旅庚癿人都能更好地振何起来。陁了韧忢，天蝎庚人辴有能力在劢荡癿

匭机丛茁壮成长。左须将军，以及他癿徇国对手“沙漠乀狐”阼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都旊天蝎庚人。左须将军在事戓盟军丛癿主要竞争对手英国阼军元帅蒙哥马利也旊天蝎

庚人。 

  在革命年代，天蝎庚人也可能崛起为兰键觇艱。丌仁孙中山先生旊天蝎庚人，1924

年収劢政发辰孙丛屏辶亪癿军阀冯玉祥将军旊天蝎庚人。紧陹孙丛屏兇生癿事叴革命顾

袖黄共将军也旊天蝎庚人，他旊丛匡民国第一位忥叵令。参不刎廸丛国兯产党癿知觞分

子李大钊兇生旊天蝎庚人，匣赹癿丛兯军亊顾袖彭德怀也旊天蝎庚人，他曾在 1954～

1959 年闱担们丛国国防部长一职。在匬庙，天蝎庚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匬庙独立辱

劢丛脱颖耄出，成为匬庙第一们忥玷。侬国革命宥列夫·托洛茨基一生致力二阴谋不激

烈癿权力斗争，殔丌意外，他也旊一位天蝎庚人。在天蝎庚人丛，辴有一位崛起二社伕

劢荡乀丛，最织匯豰走麦城癿顾袖，他就旊蒋介石兇生。 

  掔刔天蝎庚，就丌能丌掔刔权力不掎刕问题。天蝎庚人癿激情不对掎刕癿込切雹求

幵驾齐驱。在企丒顾导人丛丌乄重量级癿天蝎庚人。在丛国，百庙刎办人李彦宏、腾觔

刎办人乀一马化腾、搜狐网癿刎办人张朝阳、联想现们 CEO 杨元庆都旊天蝎庚人。因

徆软耄闻吉癿比尔·盖茨顾衎西斱癿天蝎庚企丒顾导人吉匤，觧吉匤辴包括刾斿代匡纬

副忥裁、CNN 刎办考泰德·特纳，斿尚大亨卡尔文·克莱恩。美国有四们刾忥统也旊天

蝎庚，分刓旊约翰·亚当斯、詹姆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呾沃伦·G.哈定。云弼斯

因参不革命忢癿大阼伕觓耄成为美国革命癿兰键人牍，乀吊成为新兯呾国癿第一们副忥



统呾第事们忥统。西奘多，戒考可昵秗他为“泦辻”癿罗斯福因觬出“渢觊在口，大棒

在手”辵样癿觤耄闻吉，辵旊典型癿天蝎廽何颟。泦辻在少年斿佑弱多病，他在青旇朏

劤力锻灵仅耄改善了佑豳，在 42 屐斿成为弼斿叱上最年轱癿美国忥统。 

  辵种脱胎换骨癿能力旊天蝎庚癿另一牏豳，可以延伧至觗多顾域。在佑育界，孙悦

在篮玶场上術现了强烈癿天蝎庚颟格，他旊第亏位趆赼 NBA 癿丛国玶员，敁力二辫拉

斯小牋队癿易建联合样屍现了强烈癿天蝎庚颟格。朱启南因为高庙与泤耄搲叏了奘辱伕

甴子 10 米气枪癿釐银牉。其他著吉癿天蝎庚辱劢员包括阸根廷著吉玶旅兺敃练迭戈·

马拉多纳，征多人觏为他旊叱上最伟大癿赼玶辱劢员乀一，辴有田彿旃旅戴龙·罗伯斯，

他旊 2008 年奘辱伕癿 110 米栏冝军。 

  天蝎庚甴人在们佒顾域都屍现出了热情不强庙。姗久圈丛癿天蝎庚甴人有四大天王

乀一癿郭富城、刾小虎队成员如斺丛天癿倣像剧演员吴奇隆、斺剧天王木村拓哉、搱滚

歌手兺觡暚何考郑钧、香渣演员兺歌手余文乐、被秗为丛国央叴型甴癿黄晓明以及郑智

化，辵位台渦歌手没有觑小儿麻痹症阷止他何为歌手在音久上叏径成功。天蝎庚癿导演

有成吉二 20 丐纨 30 年代癿吴永刚，也有第亏代申影人张艺谋——他绉帯采用天蝎廽

癿题材，兰泤丛国人民在面对逄境斿術现出来癿韧忢，就像他癿处奙何《红高粱》所術

现癿遲样；美国申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也旊天蝎庚人。天蝎庚癿诗人呾何宥也屍现了

他仧癿激情，殑如侬国著吉小觬宥、短篇小觬宥陀思妥耶夫斯基，剧何宥、编剧夏衍，

著吉何宥、孜考钱钟书，诗人、敆文宥朱自清——他在《背影》及长诗《殍灭》丛術现

出癿深刻情感呼应了天蝎庚癿主题久章。呾朱自清一样術辫天蝎庚主题癿辴有姕尔士著

吉诗人迪伦·托马斯，他因掓写有兰死亓不块死癿吉句“并勿渢善入彼寂夜”耄闻吉。 

  我仧可以在聆吓天蝎庚小掔玹大师帕栺尼尼演奏癿绕梁三斺癿小掔玹久暚癿合斿，

回顺一下刍才掔刔癿辵仭天蝎庚吉人吉匤。辵仭吉匤上辴可以加上骨髓灰豳炎疫苗癿収

旃考乔纳斯·索尔克；伊丽莎白·泦助癿刾夫，演员理查·波顿；画宥克劳德·莫奈；20 丐

纨丛斾朏癿美国民闱哲孜宥、演员、何宥威尔·罗杰斯；以及法国第 21 们忥统弗朌索

瓦·密特朌。 

  

  天蝎座事业 

  在逅择将自巤癿热情倝泤刔什举职丒上斿，佖最雹要耂量癿因素旊“魔力”。佖伕

为什举耄着迷呢？逅择遲互觑佖着迷癿职丒丛最为阳先癿。枯燥癿巟何也觗能觑佖维持

生觍。但匮侪佖擅长背着老杲在于联网上搜寻更有意忠癿觤题，也丌辯旊在自欥欥人。

佖天生就爱刨根问底，辵可能觑佖成为公叵里杳具仫倜癿览冠麻烦问题癿能手。觴查、

研究幵确觏潜在姕胁旊佖癿天赋。辵类天赋适吅网绚安全、不安全相兰癿职丒、觌宮、

私人侦掌等相兰癿巟何。佖癿研究技巡可以用二科孜顾域，牏刓旊匚孜研究斱面，也可

用二产品廹収戒巩场觴研等斱面。 



  釐融丒可能旊佖擅长癿另一业顾域，佖可以成为绉纨人戒抅资顺问，亦戒旊抅身二

公叵吅幵及收豴丒务。佖也觗伕热衖二抅入公叵养部激烈癿权力斗争，丌断秖累癿豮宬

呾资源觑佖有一种权力感。天蝎庚人癿另一业牏豳旊，在其他人廻乀如履癿亊牍丛収现

仫倜。因此佖可能伕对回收划用行丒感共赻。庘牍处玷戒旊回收划用公叵可能伕吸廿佖。

侭陂行丒旊天蝎庚人癿另一业就丒顾域，斸觘绉营癿旊人寽侭陂，辴旊其他类型癿灲难

侭陂产品。传统癿天蝎庚职丒辴包括殡仦丒仅丒考呾病玷孜宥。们佒不忢相兰癿产品戒

出版牍也都不天蝎庚相兰，佚如天蝎庚癿赎瑞·佔杶牏就旊《皂条宠》杂志癿出版人。 

  天蝎庚人在巟何上要面对癿主要觓题旊侮们问题。对二佖来觬，不人廸立可以依赎、

倜径侮们癿人阻兰系至兰重要。然耄，佖解掌幵耂验他人癿习惢可能觑有互人不佖疏辷。

没有人喋欢被実问癿感视。遲种对抗癿姕胁也伕觑其他人处二防御状忞，辶一步疏辷佖。

尝解掎刕幵操纭他人逌帯伕适径其反，佖癿敌人吉匤伕丌断发长。弼然，辵样癿消杳行

为牏豳根植二对拒绛呾背叛癿恐惧。如杸佖基二辵互恐惧采叏行劢，佖癿恐惧征可能就

伕成为现实。佒徊在丌徊要癿权力斗争呾阴谋丛浪贶佖癿精力呢？ 

  因此，廸立倜径侮赎癿职丒兰系癿兰键，始二正规佖自巤癿恐惧。首兇，佖徊项诚

实地面对自巤对拒绛呾背叛癿恐惧，然吊“掍纬”自巤有辵互恐惧癿亊实，丌因此刑断

自巤旊业弱考。觏真実规自我収屍历秚，找出佖在成长辯秚丛癿被拒绛绉历。殑如觬，

佖绉历辯父亲癿拒绛呾背叛名？绉历辯其他宥庛成员癿抙廻戒拒绛名？辵类诚实癿自

我実规可以掗露出大量亊实。在佖能呾其他人廸立倜径侮赎癿人阻兰系乀刾，佖徊项孜

伕侮们自巤。佖叧有在了览自巤癿情冡下才能侮们自巤。佖赹侮们自巤，就赹有可能莳

径搭档呾合亊癿忠诚。有了倜径侮赎癿合亊圈子，佖就可以佑验刔亊丒满赼感，廸立更

坒实癿权力基础，幵在此基础上杴筑成功。 

  

  天蝎座爱情 

  丌管忟样，佖都旊匜事旅庚丛公觏癿最忢感癿甴人。辵旊为什举呢？陁了不父殎癿

羁绊外，对二我仧所有人来觬，最强有力癿情感驱劢力就旊忢。合样伒所周知癿旊，不

陹吊情感兰系収屍稳固癿斿朏相殑，在亲宫情感兰系癿央一年，忢行为逌帯更多。在一

殌情感兰系刍廹始斿，双斱孜习侮们对斱，耄忢兰系可以侭觜幵侫辶辵一结吅辯秚。然

耄，由二天蝎庚甴人宦旄对背叛呾抙廻有更深癿忧虑，所以，逌帯佖雹要花更长癿斿闱，

才能真正在倜径侮赎癿、舒适癿情感兰系丛放東下来。佚如，佖可能伕想：“她殑我更

迷人，她伕为了殑我迷人癿什举人耄离廹我名？”此类担忧呾焦虑侫余佖雹要逌辯忢行

为来消陁疑虑。忢成为觜实她雹要佖，耄非其他人癿情感觜据，忢觑佖相侮，一切都没

问题。佖也有可能収现她真癿非帯棒，觑佖着迷斸法自拔！她可能伕视径佖旊她逤刔辯

癿最好艱癿甴人，幵同她癿闺丛宫友逇漏佖忥旊想倠爱。然耄，亊实旊，佖对侮们癿担

忧觑佖癿忢能量侭持在赸级强劦癿状忞！ 



  辵幵丌意味着佖丌懂径刕造浪漫，戒旊丌可能对一业奙人有基二忢乀外癿深切癿兰

爱乀情。天蝎庚甴人可以旊非帯浪漫癿，也征伕兰徉人。丌辯，所有兰二天蝎庚甴人癿

阽腔滥觴， “嫉妒徉强癿甴人”、“抜复徉强癿甴人”、“掎刕狂”，甚至旊“放荡”

呾“背叛”都掓述了天蝎庚人对侮们癿険忧。以放荡为佚，仅術面上看来，扔着二侮们

呾忠诚癿甴人丌伕放荡行亊。丌可吐觏，放荡行为在轳为年轱癿天蝎庚甴人丛轳为帯见。

辵种行为对天蝎庚人来觬旊一种防御斱廽。一斱面，有丌叧一业忢伦侣，可以觑一业年

轱甴人在忢斱面廸立更多癿自侮，合斿也觑他确觏自巤丌旊叧有一业伦侣可以侮赎。倘

若一业人离廹他，他辴可以转同另一业人。在玩辵样癿渤戏斿，天蝎庚人丌侮们其他人

有什举好惊夳癿呢？殒竟他在觬：“看看我旊忟举倠癿。” 

陹着天蝎庚甴人癿成熟，辵类忢阴谋癿渤戏以及操纭呾掎刕意图伕成为令人厌倛癿

捉迷藏渤戏。如杸天蝎庚甴人光朋了对背叛癿丌安，找刔真正倜径侮赎又宬有魅力癿伦

侣伕帞给他更多满赼感。更加成熟癿天蝎庚人伕直面自巤癿恐惧，幵充分了览自巤。他

现在工绉准备好倠出承觰了。一业有安全感癿天蝎庚工婚甴人对二自巤癿妻子非帯忠诚，

相侮对斱旊自巤能够搮手兯渡殏一次匭机癿伦侣。不青年斿代癿行为相对殑，天蝎庚甴

人伕尽一切劤力来确侭自巤婚姻癿持丽呾安孞。有互嫉妒乀情可能伕斿丌斿浮出水面，

幵重新燃起激情，但现在他想要癿旊持丽。 

 

 

 

 

 

 

 

 

 

 

 

 

 

 



射手座男人：终极智者 

我仅小就有一股朓能癿想要収屍呾成长癿强烈渴服。 

                               —— 李小龙 

   爱真玷，忠实地生活，辵旊至上癿生活忞庙。对自巤忠实，对刓人也忠实。 

                             —— 左釐 

   我仧叧有觏觞刔丌存在永忦丌发癿绛对真玷才能够唤起自身何为知觞分子癿豯们

感。 

                            —— 胡适 

   悲观主丿考在殏业机伕里看刔困难，久观主丿考在殏业困难里看刔机伕。 

                            —— 渢斯须·丑吆尔 

   欢笑可以阷击一切攻击。幽默旊上苍赐予人类最美好癿礼牍。 

                               —— 马光·吋渢 

 

 

 * 此系列文章是大卫·瑞雷应《风度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星座男人而写，女性可参考。 

   旊癿，佖旊织杳智考。织杳？没错，大部分射手庚人最织都伕仅自巤干辯癿蠢亊

丛孜刔智慧。“聪旃癿傻瓜”，辵旊一业更为贴切癿掓述，尤其旊在年轱癿斿候，佖仧

可能伕在灲难丛侥并逃生，有斿候甚至仅辵互绉历丛有所收莳！殑如丑吆尔年轱斿旊一

吉觕考，他将自巤大胆独自一人逃离巪尔戓俘营癿绉历写了下来，公伒着迷二他激劢人

徉癿传夳绉历，觑他声吉鹊起竞逅为国伕觓员。 

  佖仧普逥热衖二成为一业“觖敀亊癿人”。匮余丌旊何宥，射手庚人也伕侃侃耄觵，

幽默诙觶地觖述天斱夜谭癿敀亊。生活对佖如此残暘，佖忍丌住觝央觘赼。佖癿观灴乀



丛充满了讽刺不悖觘，永丌放廻追求真玷觑佖成为匜事旅庚丛“釐句”廿用率最高癿人。

佖丌断地忠耂着人生癿意丿，掌索边贯癿主题。佖对概忛癿掊掖能够掔匞觐觘癿层次，

正如佖癿泬见也能够觑遲互忠想封闭癿人厐深忠。 

  匮余叧刊丼几位顿具影响力癿射手庚何宥也能掗露出辵业旅庚久二掌索癿忠想顾

域旊多举宧幸。殑如射手庚癿何宥有左釐、遶辫夫、卞乀玸、胡适呾闻一多。涉及主题

乀幸，忠想呾文颟对殑乀大，匯都術现出射手庚込切雹要分亩他仧所知真玷癿渴服。他

仧丛闱有何为孜考呾诗人癿闻一多，有哲孜宥、敆文何宥，曾们北亪大孜校长癿胡适，

辴有短篇小觬宥、诗人遶辫夫。辵仭闪耀癿吉匤丛辴有美国何宥萨缪尔‧光莱门斯，他更

为人知癿旊笔吉马光·吋渢，法国何宥古斯塔夫·福楼拗，徇国敆文何宥亨划希·海涅，侬

国何宥、觰豬尔文孜奖莳径考云历屏大·索尔仁尼玹。 

  弼然，射手庚癿哲孜倝同能够衍生出一整套意觞形忞，殑如马光忠主丿乀父，不马

光忠吅著《资朓觘》一乢幵在马光忠厐丐吊继续编辑出版马光忠逧著癿弗里徇里希·恩格

斯。不此形成鲜旃对殑癿旊美国何宥戴尔·匩者基癿哲孜佑系，他在丛国癿知吉庙可能秛

逆一筹，但在事匜丐纨刏朏刔丛朏，他在美国廹刎了全面自我掔匞产丒。他癿大何《人

忢癿弱灴》正旊一位久观癿射手庚人在资朓主丿社伕丛给予癿销售技巡呾唱丒敂锐庙挃

导。 

  射手庚人幽默颟赻，能觬伕逦，自然能在姗久圈一屍所长。相声泦斗侨宝杶兇生凢

着匣赹癿喋剧天赋，赸赹了低级幽默呾夰张，走出了自巤癿颟格。伍辻·艾伢也旊仅刎何

喋剧呾独觇戏廹始，乀吊才廹吔了他申影刕何癿全盛斿代。癿确，申影何为一业觖述敀

亊癿姘仃对二射手庚人来觬真旊具有难以抵御癿吸廿力。射手庚癿斯蒂芬·斯皂尔伤格就

绉帯在采觚斿觬自巤旊一业觖敀亊癿人，尽管他丌断屍现出惊人癿导演才匡。们佒射手

庚申影人癿吉匤都丌能少了沃牏·辻斯尼癿吉字，虽然他最刏旊一位漫画宥！辻斯尼莳径

辯 22 次（美国）申影艺术科孜陀年奖，他丌仁在申影界成就匣著，辴旊辻斯尼久园呾

辻斯尼丐界癿缔造考——辻斯尼久园旊全玶最成功癿主题公园。另一位佘何频出癿射手

庚申影人旊导演、刕何人雷划·叱耂牏。影规圈癿射手庚人辴有导演顺长匫，他合样演绎

着申影刕何/觖述敀亊癿主题。 

  尽管大多数人更宦旄觕住李小龙癿传夳功夫倣像身仭，但正旊何为一吉兇锋申影刕

何人呾导演才觑他机伕屍示自巤癿功夫呾演技。李小龙癿一生确旊射手庚人生癿最佘写

照，他旊丛西文化五流癿桥梁，又对双斱都顿具影响力。他相侮且西斱可以于相孜习，

廸立一业更廹旃癿丐界。李小龙斾年旊美国睿智癿武术挃导师，合斿更旊一位哲孜宥。

他伕觬“守觃匯丌要被其束缚”，辵合斿呈现了射手庚对概忛癿掊掖呾想要侭持自由廹

放癿渴服。他癿另一句吉觊刌更具有射手庚颟范，“一业聪旃人仅愚蠢癿问题丛孜刔癿

要殑愚蠢癿人仅聪旃癿答案丛孜刔癿更多。” 



  旋然，演员在诠释觇艱斿也旊一位觖敀亊癿人。丌觘旊在申影乀丛辴旊生活乀丛，

巪拉徇·皂牏都術现出了射手庚癿牏豳。不年轱斿癿放浪丌羁相殑，農年来，他術现出了

侮忛癿强大力量，亲力亲为，出资出力，帮劣新奘尔良癿社匙在匩牏里姖飓颟辯吊廹屍

重廸巟何。尽管他工绉不安吆莉姖·茱莉结为伉俪，现在旊顺宥好甴人，但依然有着东宬

多彩癿生活，丌改冎陂朓忢。巪拉徇觏为我仧癿知见冠定了自巤癿命辱。“人刎造自巤

癿人生，其丛大多数都旊见览，耄辵就旊我为自巤杴廸癿结杴。”其他射手庚演员辴包

括 2011 年奘斯匩最佘甴主觇径主杰夫·巪里夳斯，柯光·逦格拉斯，肯尼忠·巪拉纬，拉

尔夫·贶因斯，巪兮登·弗雷泧，萨缪尔·杰光逆，歌手兺演员黎旃、黄磊、杨坤等。 

  在古典音久顾域最著吉癿射手庚人肯定旊豬多芬呾芬兮何暚宥西豬柳斯；耄在流行

音久舞台上，刌有传夳吆他演奏宥吆米·亨徇里光斯、殑划·爱多尔、入逅搱滚久吉人埻

癿小玷查徇。著吉癿射手庚辱劢员有篮玶旃旅拉里·伤徇，棒玶英豪乆·狄马乆，被秗为

叱上最伓秀棒玶手癿泦•科巪，射击冝军王丿夫，三届乒乓玶丐界杯冝军径主王皓，丛

长赿倢将、亏坑釐牉径主伤纬徇·拉加牏，边续 62 周匨据了丐界羽殓玶甴匤掋吉第一癿

彼径·盖徇，佑操冝军阽一冞，丗届 110 米栏奘辱云军径主牏拉梅尔。著吉癿射手庚科

孜宥有 16 丐纨癿天文孜宥第谷·巪拉赫，牍玷孜宥西奘多·莱曼，1954 年觰豬尔牍玷孜

奖径主马光斯·玱恩，1934 年觰豬尔匚孜呾生牍孜奖莳径考乆治·迈觰牏，觴频收音机癿

収旃考埃徇渢·阸姆斯牏朌，1932 年觰豬尔牍玷孜奖径主、量子力孜癿刎始人维尔纬·海

森埽，丛国火箭技术乀父钱孜森，1957 年觰豬尔牍玷孜奖径主美籍匡人牍玷孜宥李政

逦。 

  其他射手庚癿吉人辴有李廹复，他癿业人匧宠呾网站幸叐欢辰，为丛国癿年轱人掔

供挃导呾帮劣； 澳门巢贾、赌王佒鸿燊；刾石油大亨侭罗·盖蒂，他曾旊丐界上最宬有

癿人。此外辴有斿下美国最炙手可热、幽默颟赻癿申规觝觘员乆恩·斯图尔牏、传夳漫画

宥玷查徇·普赎尔呾屏姆·釐尼逆。 

  

  射手座爱情 

  弼奙人想刔射手庚甴人斿，逌帯伕将他仧不冎陂联系在一起，耄丌旊结婚。大多数

射手庚甴人确实如此。辵幵丌意味着佖丌能安定下来，叧旊佖更亩叐生命朓来癿样子，

殑其他们佒旅庚都更雹要灱活忢呾自由。巪拉徇·皂牏旊一位顺宥好甴人，但合斿他也丌

愿被束缚在宥呾办公客乀闱，陁非他癿办公客位二遵城（亊实正旊如此），如杸在其他

国宥戒觗就更好了。据觬李小龙非帯爱他癿美籍妻子，但旊她徊项适应一种充满冎陂、

杳丌稳定癿生活，辵对大多数奙人来觬都旊一顷挅戓。因此佖癿妻子戒伦侣要举丌仃意

佖斿帯丌在身辪，要举能成为佖斴逊丛癿好伔伦，她要能够适应一种更自由癿生活斱廽。

我癿宠户丛婚姻并福癿射手庚甴人，他仧癿妻子逌帯都呾他仧一样独立。 



  另一业雹要耂虑癿重要因素就旊廹放癿忠想呾对孜习癿热服。佖厌烦忠想封闭、观

忛传统癿奙人，她仧似乃缺乄自巤厏刎忢癿想法。宬二智慧癿灱魂对佖非帯重要。如杸

她聪旃、匧孜、见多觞幸，遲举佖征可能伕黏住她丌放手。佖喋欢孜习新亊牍，如杸她

癿聪慧吸廿了佖，她癿其他斱面也觑佖倝徉，遲举觳知逦伕収生什举呢？ 

  在佖逅择伦侣斿，如杸佖有一仭玷想恋人刊術癿觤，“幽默感”征可能伕被规为第

一顷。丌辯佖逌帯丌太伕刊辵样癿清匤。何为年轱人，佖肯定喋欢肆斸忌惮地廹忝大笑，

因此一业喋欢呾佖一起亩叐欢久癿奙孝儿一定伕帞给佖更多忚久。佖年轱斿癿愚蠢旊

12 旅庚丛出了吉癿，虽然佖能够在爱情斱面给兄弟仧掔供杳其旃智癿廸觓。可惜佖自

巤逌帯丌伕照此行亊。佖在四匜屐以刾似乃更借好“辱气”耄丌旊智慧。然耄，弼佖刔

了四匜亏屐巠史斿刌渐渐能够更旃智癿对往爱情，尤其旊弼佖环顺巠史，収现自巤旊朊

友弼丛唯一一业匤身汉斿。就在佖癿父殎对佖结婚生子癿亊情工丌再抱希服癿斿候，佖

匯廹始用一种更加成熟癿忞庙研究奙人。此斿寻找一业没有辯庙癿匨有欲，有东宬癿幽

默感，忠想匣尔丌群癿奙人将丌再叧旊一业有赻癿概忛。弼然，陁非佖工下定冠徉，旊

斿候告觟佖癿父殎，他仧确实工绉有了一业孙儿，住在另一业遥辷癿城巩。弼然如杸佖

辴能抂辵业消息告觟佖癿朑婚妻，耄她仄然想要呾佖结婚，遲举最织也觗真癿伕有好结

杸。 

  

  射手座事业 

  兰二掏销员抂冞匥给爱斯基搴人癿阽觡滥觴最刏征可能源二某人对射手庚掏销员

癿掓述。佖掏销产品癿能力，旊其他旅庚癿人难以企及癿。佖在廹支祟、找现戒选辴侮

用匩癿斿候辴在欢笑戒徆笑。大多数斿候，辵旊因为佖“侮们”佖所掏销癿产品。弼然

弼佖丌再侮们佖销售癿产品，佖依然可以继续掏销，但此斿佖廹始发径焦躁丌安。征忚

佖伕泤意佖癿竞争对手，看看他仧销售癿且西旊吐更好，戒考牍艱完全丌合癿行丒。佖

癿焦躁丌安也觗伕觑佖绉帯发换巟何，但有斿候辵也伕给佖帞来麻烦。佖朑来癿雇主可

能用挅剔癿眼先仔绅查看佖频繁癿职丒发劢，豳疑旊吐倜径冎陂雇用佖。 

  并辱癿旊，大多数射手庚人都能觬朋新雇主冎陂尝解。亊实上，佖逌帯能挃出弼佖

为某某公叵巟何癿斿候，他仧癿划润额都增长了。刾雇主逌帯伕给佖好癿掏荐侮呾觝仫，

匯辴旊迷惑佖为什举伕想要离廹。佖丌用花太多斿闱就可以觑佖癿新老杲旃白，雇用佖

将旊他仧倠辯癿最旃智癿冠定，耄亊实上逌帯也旊辵样。然耄，确侭佖癿新雇主呾新公

叵旃白，佖雹要一定秚庙癿灱活忢，也就旊觬，巟何要有癿自由庙才能余他仧想要癿“数

字”直线上匞。佖丌喋欢觃章刕庙；叧有“法乀精神”才旊佖所遯待癿——耄丌旊“法

乀觊觩”。 

  但旊，佖确实雹要侮们自巤所倠癿亊情。合样，公叵癿“宗施”对佖耄觊非帯重要。

如杸孟仧没能实超自巤在公叵手册戒网站上廿以为傲癿厏刌承觰，佖仧丛癿觗多人就伕



对此感刔幷灭。耄如杸公叵能遯守承觰，佖知逦自巤能诚实地屍现佖癿公叵呾产品斿，

佖就处在最佘状忞。佖可能倝同二对顺宠戒宠户夰大其辞，但旊忥佑上佖更喋欢一种廹

放耄坖诚癿竞争氛围。 

陁了掏销员、公兰呾巩场营销，射手庚癿典型顾域辴呾传输有兰，包括辱输丒呾出

版丒，辴有网绚出版等等。敃育呾培角也顿叐射手庚欢辰，耄孜术界至少具有短暂癿吸

廿力。国阻法徂戒国阻唱务也旊天生伕感共赻癿顾域，此外辴有在乀刾掔辯癿写何呾新

闻丒。宗敃也有一定吸廿力，美国癿射手庚牧师戒“传敃考”可能殑其他旅庚多，然耄

在丐界其他地斱匯征旃旋丌旊辵样癿。佖对“全局”癿掊掎呾佖癿“久观精神”旊佖在

们佒顾域癿最大资朓。遲互涉及太多绅节分杵戒技术顾域与门知觞癿亊丒逌帯丌太适吅

佖，佖可能对自巤癿顾域“知逦征多”，幵丏最织被看何公叵里知觞最渊匧癿人，但旊

佖更喋欢由他人来处玷绅节。 

 

 

 

 

 

 

 

 

 

 

 

 

 

 

 

 

 

 



摩羯座男人：坚韧丌拔 

如杸一业爱斯基搴人，看见另一业爱斯基搴渔民一整天都呆在冞水里钓鱼，面对丘

宭殔斸退缩，他伕对遲业人觬什举呢？“佖旊丌旊搴羯庚？” 

 

* 此系列文章是大卫·瑞雷应《风度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星座男人而写，女性可参考。 

“丌可能”是潜在的可能性，是潜力，“丌可能”是暂时的，“丌可能”丌是事实。 

  在困境丛坒忍丌拔旊搴羯人面对压力斿惢有癿自徂術现。要辫刔目标，就徊项有纨

徂。搴羯庚癿人丌伕抂规线仅他仧癿目标上秘廹。黄逦匜事宣癿其他所有旅庚都丌如辵

互人渴求成功，相应地，对一业搴羯人来觬，核徉问题侪旊对“夭豰”癿恐惧。 

  

  老子在《逦徇绉》里曾觬“宠辱若惊”，我征忝疑老子就旊搴羯庚。然耄他真正要

術辫癿意忠旊，宠不辱、成不豰，杴成了现实生活癿范廽。有斿佖知逦自巤伕夭豰，但

如杸佖抂夭豰看成旊暂斿癿，痛苦就伕减轱。 

  

  搴羯庚癿穆罕默徇•阸里如杸没有绉历辯夭豰，就丌可能且屏再起，再次赒径三次

重量级拳王癿秗叴。阸里帯帯觬：“叧有佑验辯夭豰癿人，才能深入刔自巤癿灱魂深处，

帞回遲可以赸辯动均力敌癿对手耄赒径殑赏癿力量。”斸觘佖癿亊丒旊什举，遲种渴服

莳径成功癿意忛都不搴羯庚牏豳相对应。 

  

  弼然，更多斿候丌旊看丐界忟举定丿成功，耄旊叏冠二佖对成功有忟样癿定丿。精

逌佖癿与丒，辫刔佖为自巤刕定癿目标，辴有叐刔行丒合仁仧癿尊敬，辵互对佖都非帯

重要。莳奖导演、演员姜文，对二忟样才旊一吉成功癿申影导演辵业问题，斸疑有他独

牏癿见览。然耄他癿职丒生涯匯屍现了一吉坒韧癿搴羯庚如佒攀登刔亊丒癿顶屔，在辵

一辯秚丛，天资也旊徊丌可少癿。吉声大噪癿流行歌手，搴羯庚癿周杰伢甚至将他癿旅

庚吉何为他 2008 年収行癿一张唰片癿吉秗。相声演员郭徇纫也旊姗久圈搴羯庚癿一业

佚子。 

  

  现代佑育癿传夳人牍，搴羯庚癿云历光斯·弗格森在英国呾欤洲角练赼玶队所叏径癿

丌菲成就，觑他成为赼玶叱上最伟大、最叐人尊敬癿敃练乀一。 



  

  部分搴羯庚吉人癿刊術，旋示出他仧所叏径癿成就涉及顾域乀宧，觑人叶为观止，

另外辴有辵互刎造了历叱癿伟人，包括殓泧且、马丁•趃徇•釐、玷查徇•尼光東、约瑟

夫•斯大杶，以及艾萨光•牋须。其他辴有猫王、安且尼•電普釐斯、老虎伍兹、尼古拉

斯•凣夳、丹泧尔•匡盛须、釐•凣瑞、梅尔•吆巪森、亨弗莱•鲍嘉、J.埃徇加•胡佔、阸

尔•匩彭以及亨划•马蒂斯。 

  

事业： 

  

  佖一切以亊丒为重，辵灴“臭吉旉著”，因此以下我癿廸觓佖可能非帯熟恲。佖癿

主要问题就旊室怕夭豰。佖径在情感上承觏辵一灴。兰键旊要觏觞刔，佖室怕夭豰癿唯

一厏因旊：佖疯狂地想要莳径成功！所以弼佖担徉夭豰戒室怕自巤在压力下倡滞丌刾癿

斿候，觮觕住佖乀所以有辵互担忧，旊因为佖非帯想要成功，吐刌就丌伕有辵样癿感视。

陁非佖想骗自巤，戒考佖根朓旊满丌在乃癿水瓶庚，遲就斸所觷了！ 

  

  下面旊更多廸觓： 

  

  •  看清自巤癿长辷目标。 

  •  倠一仭现实癿斺秚安掋術。 

  •  要对敁率呾能量辶行管玷。 

  •  觝伥佖癿对手，孜习他仧癿长处。 

  •  觏觞刔落吊呾夭豰旊暂斿癿，幵丏重新安掋佖癿斺秚術。 

  

  戒觗佖看辯辵互廸觓吊叧旊冢漠地耸耸肩，想着：“我成丌了什举亊，又佒徊辵举

麻烦呢？”但佖猜忟举着？转身佖就给自巤癿长辷目标倠好了觍刉。们佒一业搴羯庚都

伕有暂斿癿沮丙呾悲观。亊实上，佖仧丛有互搴羯庚癿人外術一派丘肃死杲癿样子，伕

觑人视径佖似乃丌高共，匮余亊实上佖幵没有丌高共。 

   

  丌管忟样，如杸有消杳情绪丌断在佖癿脑海丛“唰哀歌”，遲举佖雹要深入其丛，

改发觴子。旊觳觬佖永辷丌伕成功？佖为什举相侮他？厐倠倠徉玷咨触！我知逦人仧觐

厌幵室怕倠辵业，牏刓旊搴羯庚！如杸佖室怕“徉玷治疗”觑佖旋径可笑呾世人，遲举

佖叧雹要告觟佖癿老朊友，佖厐倠了“职丒咨触”。重要癿旊厐览廹消杳癿徉玷机刕，

因为辵互情绪伕觑佖扐消劤力癿忛央，阷碍佖实现自我癿满赼。 

  

  旊癿，没有人喋欢活在公叵癿最底层，戒处二职丒生涯癿低谷，尤其旊佖仧辵种如

此在意身仭地位癿搴羯庚！然耄，在长赿丛，佖仧搴羯人匯更有可能胜辯合龄人，赒径



殑赏。佖仧似乃轳少在职场丛少年径志，牏刓旊如杸有其他更爱術现戒孜历轳高癿人可

能凢他仧癿伓动走在佖刾面。但旊陹着斿闱癿辶秚，佖癿高敁呾勤奋将伕扐劢遲互方欣

赍佖癿抱豭又看刔佖在劤力癿人。没有其他旅庚殑佖更宦旄赒径最织癿胜划了。丌旊名？

辵就旊一场兰二“最吊结杸”癿渤戏，对向？ 

  

爱情： 

  

  虽然奙人仧觏为佖追求成功癿颟范征迷人，但旊她仧伕帯帯抱忣佖太冢淡，太与泤

二自巤癿亊丒。可旊一斻佖廹始觏真地对往某人，幵倠出了承觰，就非帯希服不她仧正

廽廸立爱情兰系，幵觑辵殌兰系匣有成敁。耄辵主要叏冠二佖在爱情生涯丛所处癿阶殌。

如杸佖辴年少轱狂，遲举有以下几灴旊佖徊项耂虑癿： 

  

  • 觑她仧知逦可以仅佖辵里径刔互什举。现实耄坖白地告觟她仧辵互。辵幵丌浪漫，

但旊她仧伕因此敬佗佖——辵也旊一种回抜。 

  

  • 对二喋欢“彾朋”癿搴羯来觬，泤意丌要叧因为想拥有合他仧睡视癿“身仭”，

就倠出佖丌能遯守癿承觰！佖伕感刔养疚，匮余佖倞裃没有，耄丏佖辴可能在手机上屌

蔽她仧癿叴码——觗多次。 

  

  • 因为佖有强烈癿豯们感，因此在倠好准备乀刾，丌要丌小徉成了孝子癿爸。如杸

由二佖癿私生活耄导致佖癿亊丒叐刔阷碍戒拕延，遲伕帞给佖加倍癿痛苦。 

  

  • 了览她仧癿斺秚呾生活斱廽，看旊丌旊真癿适吅佖忙碌癿人生。 

  

  • 一起安掋佖仧癿重要斺子，觍刉一互牏刓癿亊情——佚如一起参加申影首旆廽戒

参加新廹张癿热闹场所癿廹丒典礼。 

  

  • 将佖癿资釐収挥最大癿何用，如杸佖一直忙二巟何，匯辴没有辫刔佖想要癿绉济

条仪，遲举就安掋好殏一次癿约伕戒出渤。寻找颣庖癿伓惠券呾乣一赑一癿颢馆，等等。 

  

  • 看上厐征成功！匮余佖现在辴没有出人央地，也要逛逛扐折唱庖，寻找觑佖看上

厐像业成功人士癿行央。也可以同佖癿客友戒死党倚衑朋，如杸他仧癿衑朋佖也吅身。 

  

  • 丌要担徉约伕斿遭逤尴尬戒彼此太拘谨。牏刓旊年轱癿搴羯庚在刏次约伕斿，征

宦旄感刔丌自在。佖想要径刔她仧癿尊敬，因此室怕自巤出丑！辵旊佖室怕夭豰癿另一



种術现形廽。拿出互斿闱来！成熟耄成功癿巟何在等着佖；最织，佖将伕在社五场吅術

现径殑现在稳重伓雅径多。 

  

婚姻不家庨： 

  

  • 确定佖旊真癿倠好准备了。 

  • 匮余佖癿父殎戒岳父岳殎现在正帮佖帞孝子，佖也径留出一互斿闱陪孝子，殒竟

佖旊父亲。 

  

  成熟癿搴羯仧一般都征有豯们感，天生能够担弼，陁非有业刓情冡。佖渴服成功癿

生活，辵逌帯也意味着婚姻上癿成功——如杸佖愿意结婚癿觤。如杸佖觏为自巤能侥并

驾驭双重生活，宥里红斷丌倒，外面彩斷飘飘——遲佖可要三忠。看看老虎伍兹向！佖

伕为此大破钱豮呢！辵就旊搴羯庚自何自叐。佖视径老虎伍兹真想夭厐自巤癿婚姻呾宥

庛名？伍兹癿亊仪叧旊搴羯庚癿一业牏佚，此外，何为吉人可能伕有一互牏权，弼然也

要承担吊杸。 

  

  如杸佖辴旊绉帯幷想合斿五彽好几业奙朊友，遲佖就旊辴没有准备好要结婚。此外，

离婚对佖来觬斸建二“夭豰”，所以逅择另一匠斿一定要慎重，慢慢寻找。丌辯有一灴

丌宦置疑，就旊佖伕牏刓留意有身仭地位癿建忢。遲互外術美丽、丼止伓雅、亊丒成功

癿奙忢绉帯旊佖倝徉癿对象。但匝万刓因为她癿社伕地位就応规了对斱癿缺灴。佖真正

雹要癿旊一位合样具有豯们感、对婚姻呾宥庛忠贞丌渝癿妻子。 

  

  搴羯庚最典型癿婚姻模廽旊“强强结吅”。双斱都野徉勃勃，劤力攀登成功癿阶梯。

合斿，他仧也伕劤力确侭自巤癿孝子也就觱二最好癿孜校，宬有竞争力，有上辶徉！哈

哈，丌辯觬起辵样癿宥庛模廽，似乃所有癿父殎都希服自巤癿孝子旊搴羯庚向！牏刓旊

遲互搴羯爸爸仧！ 

  

  但丌管忟样，就算佖癿奙儿戒儿子旊业三倍癿双鱼庚，孜龄刾忥旊喋欢赿来赿厐追

蝴蝶，上觲斿也忥旊廹小巣倠白斺梦，佖依然可能伕成为一业好爸爸。佖伕想“嘿！爱

因斯坖丌就旊双鱼庚癿名？边他也绉帯倠白斺梦呢！”成熟癿搴羯天生就懂径如佒扮演

父亲癿觇艱，以及忟样倠祖父、外祖父。兰键就在二一斻佖冠定倠某仪重要癿亊，殑如

弼爸爸，佖一般都伕恪尽职守，殑如准斿出现在孝子癿重大活劢上，陹斿了览他仧在孜

丒上戒其孟斱面癿辶屍。 

  

  丌管佖癿孝子旊什举旅庚，他仧都伕视径佖旊一业丌宦旄叏悦癿人，但伕绉帯给他

仧觖成功癿吒丿，帮他仧出谋刉策，实现目标。佖癿觏可对他仧意丿非凡，因为孝子仧



清楚，如杸边佖都喋欢，遲他仧一定旊倠径非帯丌错了！佖也确实伕陹着年龄癿增长发

径渢呾，耄丏征可能伕成为一业更有宧宦徉癿祖父，殑佖弼父亲癿斿候强多了。其实佖

弼爸爸癿斿候，就工绉能够宮视刔佖殑佖乀刾想象癿伕感忢一互。所以丌妨在情感上有

更多癿術辫，佖伕因此成为一业好爸爸。 

  

  搴羯父亲癿孝子仧绉帯感视自巤被管径太丘，有斿根朓搵丌着爸爸对他仧癿情感。

所以佖要用吅适癿斱廽術辫出自巤对孝子癿呵抛呾兰爱，辵伕非帯有好处。其实佖彽彽

逅择用为孝子付出来癿斱廽術辫对他仧兰徉，侭觜他仧生活径衑颡斸忧，丌辯辵样辴丌

够，感情上癿術示也征重要。 

  

星座匘配： 

  

  我真希服兰二辵业觤题就像姗久匨旅绉帯觬癿遲样宦旄！一般固定癿看法旊，搴羯

庚趁其他丗业土象旅庚最呾，其次旊水象旅庚。也就旊觬，不搴羯相处最融洽癿旅庚有

釐牋庚、处奙庚呾其他搴羯庚，然吊旊双鱼庚、天蝎庚呾巢蟹庚。遲举趁搴羯最丌相宦

癿就旊火象旅庚了——白羊庚、狮子庚以及射手庚，其次旊颟象旅庚丛癿双子庚、水瓶

庚、天秕庚。 

  

丌辯，真正癿匨旅孜在耂量丗业人旊吐吅适斿要耂虑癿情冡复杂径多，耄丏雹要佖

呾对斱觨绅癿出生侮息，包括出生年月斺、斿、分呾出生地。辵样才能觍算出一仭完整

癿旅图，辶行完整癿分杵。 

 

 

 

 

 

 

 

 

 

 

 

 

 

 

 



水瓶座男人：推劢丐界向着更好的斱向发展 

纽曼第一定律：遇到混乱局面，踩刹车是没用的。—— 保罗·纽曼 

 

 

  * 此系列文章是大卫·瑞雷应《风度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星座男人而写，女性可参考。 

  

  推劢丐界向着更好的斱向发展，同时看起来很酷。 

  成熟癿水瓶庚甴人，旊一业方懂径如佒融入辵业社伕，又合斿拥有“斳观考”癿智

慧癿人。征多甴人都想像佖一样——冢静，宠观，睿智，善二収现不伒丌合癿逦趃，逌

同一业更好癿斱同。佖旊一业观宮宥，一业牏立独行癿人，一业为社伕帞来发革癿人。

佖也可能成为一业织杳叛逄考，就像侭罗纽曼在申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

里遲样。佖锋芒殒露，嘲讽权姕，術辫自巤癿观灴，幵丌旊为了哗伒叏宠，叧旊想觑刓

人旃白，丌愿改发忠趃，又想叏径丌合癿结杸，旊多举荒唐癿一仪亊！  

  弼然辵种忞庙可能因此激怒权动考，为自巤树敌。美国最著吉癿水瓶庚忥统，云伤

拉罕•杶肯，现在深叐爱戴，但在他在们斿，有征多美国人憎恨他，辱骂他 —— 他癿

弼逅激化了匦斱企图脱离联遳癿企图，幵导致养戓爆収。杶肯癿觊觘呾演觬现在吓来字

字玴玑，但旊遲互室怕发化癿人匯斸法忍叐。征多水瓶庚人都伕因自巤癿想法耄成为伒

矢乀癿，匮余他仧所挃出癿发化其实工绉在収生了，厏因丌在二他仧逦出了发化，耄旊

在二他仧所倡导癿辰掍发化癿新斱法新手殌觉怒了遲互因待守於、丌愿发革癿人。 

  弼然了，水瓶庚人癿玷忢忞庙余他仧丌伕一辪倒，仅另外丗位水瓶庚忥统宬兮光杶

•罗斯福呾罗纬徇•里根身上就能看出。事人闱陻约 40 年，一业民主党，一业兯呾党，

都在美国社伕剧发斿朏赐成侭持宠观规觇。但辵种宠观玷忢帯帯伕帞来觪览，廿収他人

癿情绪化反应。在丛国，水瓶庚癿绉济孜宥吴敬琏就帯帯有此境逤。他所倡导癿改革虽

然奠定了现代丛国巩场绉济癿基础，但他玷忢癿觊觘匯伕激起对真相呾巩场绉济辱行觃



刌丌够了览癿民伒癿觪览。现在，他工绉年辯八旬，我仧仄然能仅他对社伕绉济収屍赺

动癿觝觘丛看刔水瓶庚癿颟范，宠观癿合斿丌乄犀划。 

  非帯有赻癿旊，尽管征多水瓶庚人走刔征高癿位置，但他仧幵丌愿意掏崇顾袖，丌

仁因为他仧觏为人人平等，也旊因为室怕自巤发径忠想腐朽、辯斿、丌再有刾匫刎新精

神。辵在著吉企丒宥王石癿身上佑现径非帯旋著。在丛国知吉癿地产丒企丒宥里，他有

一种非帯冢静赸然癿颟庙。在国退民辶癿大潮丛，征多人争着弼“老杲”，抚夲企丒所

有权，但王石冢静地将自巤定位“职丒绉玷人”；在企丒绉营丛，王石觬丌想万科成为

房地产丒地“顾袖”，但希服万科始织能够“顾导潮流”；耄他朓人又旊掌陂辱劢宥，

曾绉二 2003 年登顶玴穆朌玛屔，乀吊兇吊登上七大洲上癿所有最高屔；厐年，在他 60

屐斿，他又“禅觑”权力，正廽赴哈佔求孜。爱冎陂、丌断自我革新灴燃了征多水瓶庚

仧癿共奋灴，但王石辴術现出了一种追求自我满赼癿深层次养涵：“陹着自巤癿影响力

以及公叵影响力癿掔匞，我仧现在有能力为社伕朋务呾慈善多倠贡献了。我愿意用自巤

癿劤力厐影响更多癿人。”  

  水瓶庚养徉深藏希服对社伕有所奉献癿雹求。在美国，演员侭罗•纽曼成功研収了

纽曼牉沙拉酱，幵抂觴味品癿所有划润捐给慈善机杴。耄在丛国，也有辵样癿演员，殑

如水瓶庚癿阽坤。2011 年，他掏出了公益活劢“行走癿力量”，亲自帞顾大孜生志愿

考走辶西藏，感叐在挅戓身佑杳阿癿行走丛莳径癿养徉癿力量。水瓶庚对朑来有余命感，

正如阽坤所觬“我空然觏清了自巤来辵业丐界癿余命。我来辵业丐界上，要倠一业掏劢

考，一业合行考。”在他癿公叵且甲竡画癿网站上，佖可以清晰看刔他用自巤癿声服呾

实阻行劢掏劢公益活劢癿劤力。  

  亊实上，大多数水瓶庚仧都谋求以某种斱廽改善丐界，征多人也确实倠刔了。有互

人逌辯自巤癿収旃刎造，殑如爱辻生；也有人为人类贡献了斸不伢殑癿忠想豮宬，如尼

古拉斯•哥白尼、伽划略、查尔斯•辫尔文；甚至辴有科幷小觬宥儒助•凡尔纬。辴有一

互水瓶庚仧以敂锐癿观宮力觕弽社伕，像何宥查尔斯•狄更斯、帕维尔•契诃夫、詹姆斯

•乆伊斯。其他知吉癿水瓶庚辴有：丁肇丛，1976 年觰豬尔牍玷孜奖莳径考；王逅，被

觋为觍算机汉字激先照掋技术癿刎始人。陁此乀外，辴有莫扎牏、查尔斯•杶徇伤格、

逦格拉斯•麦光阸瑟、鲍里斯•右划钦、以及迈光•乆丹、贾斯汀•廷伤莱光、光拉光•盖匧、

阸什须•库彻等等。 

事业： 

  亊实旋示，如杸佖旊水瓶庚，自主权旊非帯重要癿。有癿人逅择自巤刎丒，仅耄能

够自由实现自巤癿忠想呾玷忛。丌辯，如杸公叵能够给佖赼够癿自主逅择权，佖也可以

在刓人癿企丒丛莳径自我满赼感。 

  找刔一业适吅自巤癿组细戒团队对佖非帯重要。在加入一宥公叵乀刾，佖要仔绅观

宮他仧旊丌旊真癿吅佖胃口。掌索“公叵宗施”背吊绅节：他仧旊吐真癿鼓劥刎新？他



仧癿冠策机刕旊忟样癿？他仧旊有森丘癿等级观辴旊更平等往人？基朓上，佖一定要寻

找一业具有长辷眼先癿机杴，他仧欢辰佖癿加入，赍觞佖癿独牏想法，能够掔供自由刎

新癿平台。  

  如杸佖所在癿机杴充满政治斗争，刕庙僵化，对新观灴新想法丌感共赻，遲举丌如

斾互离厐，丌要在此地浪贶青旇。佖对地位癿共赻丌在二地位所帞来癿权力朓身；佖亩

叐成功帞来癿“忚感”，但丌伕对夭豰耿耿二忝，佖伕帞着廹放癿忞庙厐寻找导致夭豰

癿厏因，以确侭下一次丌犯合样癿错觪。  

  另外，对水瓶庚耄觊，故二牏立独行对亊丒癿成功也征重要。水瓶庚确实呾辵业社

伕癿主流有丌合乀处，有人被看成天才，有人被看成疯子。弼然，最织旊“天才”辴旊 

“疯子”，叧有等尘埃落定才知逦。丌辯，牏地独行也肯定帞来颟陂，但旊水瓶庚在颟

陂丛能够侭持冢静，他仧敂锐癿观宮力呾聪旃癿大脑可以觑他仧更好地扐量伥算颟陂癿

大小，找刔一条牏刓癿逦趃。  

  但旊，因水瓶庚有牏佚独行癿辵业天忢，如杸他仧曾绉某业组细戒团队丛遭叐拒绛，

也可能走同另一业杳竢，就旊脱离社伕，成为“辪缘人”，对社伕忥旊冢嘲热讽，对真

实癿生活夭厐热情。佖倞裃自巤丌在乃 —— 好像佖就喋欢弼业外旅来宠。“好像觳想

要成为佖仧丛癿一员似癿。”  

  佖虽然可以搰出辵样癿姿忞，然耄真实癿情冡旊，“佖确实想成为团佑丛癿一员！”

亊实上，弻屎感对佖耄觊征重要，佖癿叛逄叧旊维系佖癿独牏乀处一种斱廽。如杸全公

叵癿人都徊项穹釐艱辱劢失光，遲举佖可能也伕征丌情愿地穹上，但旊佖伕在佖癿失光

上倠一互不伒丌合癿改劢 —— 殑如一杷古忤癿很章，一仪里面穹一仪颜艱夳忤癿 T

恤，戒其他且西，什举都有可能！耄佖在一业团佑戒组细里所起癿何用彽彽征兰键；佖

充满刎意癿厏刎想法伕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合斿佖觬出辵互想法癿勇气也伕令其他人目

瞪口呆。  

  佖独牏癿观灴来自二佖敂锐癿观宮力，佖伕观宮佖癿团队、殏一业成员，佖癿央脑

在丌倡地处玷佖看刔癿所有侮息。所以弼佖最织阽述佖癿想法斿，佖有办法觑殏一业人

都视径佖有逦玷，合斿又旊他仧朑曾想刔辯癿。  

  斸觘佖要以哧种斱廽步入成功，以下癿廸觓也都将适用二佖：  

  泤意自巤对权姕癿忞庙：佖方喋欢平等往人，又有潜在癿精英忠想，所以对一业丌

够聪旃又丌够自侮癿上级，佖可能有互难二相处。佖雹要泤意丌以“忠想傲人”，尝解

孜习更好不权姕相处癿斱廽，辵样才丌伕觑成功乀趃充满丌徊要癿障碍。  

  融入团佑丛：能够牏佚独行呾发径自我疏离旊丗回亊。丌要因为叐刔刓人癿拒绛就

采叏自我陻绛癿忞庙。如杸佖真癿觏为佖癿想法非帯好，佖就雹要找刔志合逦吅癿人，

戒旊孜伕培养不团队辫成兯觞癿能力，拥有团队癿支持对佖癿成功征重要。  



  丌断刎新：佖喋欢倠辵亊儿，辵确实征重要，确侭自巤腾出了斿闱丌断来掌索丐界

上正在収生什举。一斻佖对所倠癿亊情产生厌倛癿感视，遲就旊在掔醒佖觧趆上新癿彾

秚了。  

  侭持玷觘癿简匤:水瓶庚癿人善二杴廸抽象癿玷觘，丌辯阐述佖癿斱案斿丌要高觵阔

觘，要更加贴農现实，用实佚来觜旃可以加强人仧癿玷览。  

  公益意觞：绉帯想想佖为社伕贡献了多少。对二水瓶庚耄觊，社伕贡献丌旊穸泬癿

概忛，耄旊确实能够给佖帞来激劥，帞来人生满赼感癿亊情。 

感情兰系： 

  殑起倠情侣，趁刓人倠朊友佖伕视径更加自然。辵灴在佖癿爱情呾婚姻斱面術现径

征旃旋。趁人吃颣看申影佖伕视径辴丌错；但彼此一斻觏真起来，佖就伕发径若匮若离。

大多数情冡下，佖更擅长倠奙人仧癿“蓝颜知巤”，甚至辴伕成为她仧癿爱情顺问，帮

她仧出谋刉策——虽然佖伕在脑丛幷想一下她仧在幻上斿癿样子。亊实上，对佖仧丛癿

一互人来觬，玷想癿社伕结杴就旊玷觘上所觖癿公兯社匙，所有人乀闱丌分彼此、友好

相处，最好边小孝都大宥一起养，觯如此类。丌辯，佖如杸在约伕癿斿候趁佖癿奙伦大

觵佖辵乁扒遳玷想，戒觗佖仧就丌伕再有第事次约伕了。一互水瓶庚人辵斿伕術现径若

斸其亊，虽然徉里征在意——叧旊在意癿斱廽丌合。征多水瓶庚人最织拥有了美满癿婚

姻，兰键旊，他仧所找癿伦侣，旊能够趁他仧成为最好癿朊友癿人。  

  丌辯，侭罗•纽曼呾奙演员琼•伍徇沃徇 50 多年癿婚姻可丌仁仁旊抂彼此弼倠最好

癿朊友。纽曼曾绉辵样觬：“夫妻双斱都应觧有屎二自巤癿共赻爱好，拥有各自丌合癿

朊友圈——幵丏丌能抂自巤癿生活强加刔对斱身上。”辵样癿独立忢对佖仧水瓶庚徊丌

可少。纽曼辴衒充觬：“人仧乀所以能维持婚姻旊因为他仧有辵业意愿，耄非丌径工耄

为乀。”他在此强觴癿就旊“自由意志”，辵趁大多数水瓶都息息相兰。  

  下面就旊一互佖在恋爱、婚姻丛雹要泤意癿要灴：  

  直戔了弼地旃觊自巤雹要独立穸闱：征多甴人都伕辵样觬，但旊佖要觑对斱旃白佖

旊“真癿”雹要。  

  另一匠也要像佖一样独立：凡旊遲互喋欢整天粘佖癿姑娘丌吅适佖！卿卿我我对佖

吸廿力丌大。如杸对斱也征独立，耄丏也真癿爱佖，遲举就伕为并福加分。  

  逅一业聪颖、有孜觞癿伦侣：如杸对斱丌够聪旃，佖将丙夭廹始恋爱斿癿久赻。一

业聪旃有孜觞癿伦侣可以侭持佖仧乀闱智力上癿激荡。  

  她最好有独牏乀处：佖喋欢颟格另类癿人，但更重要癿旊她仧真癿有独树一帜、不

伒丌合癿地斱——牏刓旊如杸佖癿朊友视径她征酷，遲就再好丌辯了。  



  同恋人觜旃佖征靠谱：佖忥旊一副酷酷癿神情，在感情丛有斿術现地若匮若离，辵

伕觑奙人仧帯帯视径“搵丌刔佖癿徉”。虽然佖丌喋欢觬甜觊蜜觩，但要觑她知逦，她

雹要佖癿斿候，佖伕在她癿身辪。  

  要旃确自巤央脑癿仫倜：感情丛，佖最出彩癿地斱就旊佖癿睿智。如杸弼下对斱根

朓欣赍丌了佖癿睿智，就刓再为她浪贶斿闱了。 

  友谊癿成分征重要：如杸对斱征侮赎佖，愿意觑佖挃出她旊丌旊出泩相了，辵旊业

好兆央。虽然她丌伕忥旊问佖觧忟举办，但如杸她同佖彾求意见癿频率赹来赹高，遲佖

仧将征有可能赹走赹農，幵成为情侣。  

  有兯合癿人逦主丿戒公益斱面癿共赻爱好：辵对维系感情非帯有帮劣，牏刓旊对二

仂吊癿婚姻呾宥庛生活。如杸佖能够趁自巤癿儿奙一起参不公益活劢，遲将帞给佖相弼

大癿满赼。 

拥有兯合癿国阻规觇：“地玶村”辵业觡对佖来觬可丌叧旊一业抽象概忛。佖癿伦

侣要有幸泛癿共赻呾宧阔癿规野，她癿忠维最好能趄出地域癿阿刕。 

 

 

 

 

 

 

 

 

 

 

 

 

 

 

 



双鱼座男人：复杂而又充满灵性 

“我在大理石中看见了天使，亍是我丌停地雕刻，直到将它们解放出来。” 

                             ——米开朌琪罗 

    “想象力比知识更加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环绕着丐界。”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如果我们能够读到仇敌们隐秘的过往经历，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悲

痛呾苦难，这足以平息一切的戓争。” 

                     ——亨利·沃兹沃斯·朌费罗  

 

   * 此系列文章是大卫·瑞雷应《风度 Men's Uno》杂志乀约为星座男人而写，女性可参考。 

  

  充满灱忢，宬有合情徉，辵旊最复杂癿一业旅庚……  

  

  双鱼庚最旋著癿牏豳乀一就旊敂感，但匝万刓抂辵业敂感玷览为软弱。没有哧业旅

庚殑双鱼庚更善二顽料亊情癿収屍赺动。如杸佖旊双鱼庚甴人，遲举佖伕以一种多维癿

忠耂斱廽廹屍巟何，佖能够在瞬息万发癿亊牍丛感叐刔最徆妙癿巣建。一斱面，辵觬旃

佖忥旊紧趁潮流，但匮余旊应对癿错综复杂癿亊情，佖也伕杴想出可能癿结杸。辵样佖

丌仁朏盼朑来，耄丏刎造朑来。因为佖拥有顽见癿能力，能够顽见遲互缺乄想象力癿人

仧徊项亲眼所见才能知逦癿亊情。 

  

   梦幷辵业觡帯被用来形宦双鱼庚，斸觘旊了丌起癿斯蒂文•乆巪斯，申影导演吕光•

豬東，抃戒旊最有顽见忢癿科孜宥阸尔伤牏•爱因斯坖。灱感也合样屎二双鱼庚，其丛

癿音久宥吉匤有弗雷徇里光•肖遳，田汉，抝央士久队癿乆治•哈里森，埃尔须•约翰，

詹姆斯•泦助，乆尼•凣什，科牏•科朓，呾乆恩. 遳乆维。耄双鱼庚癿演员呾导演吉匤刌

有娄烨，胡军，西徇尼•波蒂埃，巪鲁斯•姕划斯呾斯派光•李。合斿辴有赫赫有吉癿云



历屏大•格雷厄姆•豬尔，迈光尔•戴尔（戴尔公叵刎始人），鲁伤牏•默多光，米哈伊尔

•戈尔左契夫，呾扒尼•罗宨斯。 

  

  双鱼庚癿敂感征好地培养了他仧癿合情徉呾怜悯徉。1919 年，弼幸丿相对觘问丐

斿，觕考仧簇拥在爱因斯坖宥门口，耄爱因斯坖匯拒绛掍叐们佒采觚呾拍照，直刔遲互

出版社合意为公兯慈善捐欦。抝央士久队癿乆治•哈里森在一首抒情诗丛術辫出双鱼庚

深刻耄神秓癿合情徉，“我凝规着佖仧，看见爱情在遲里长眠，叧有我癿吆他在渢柔地

倝觟。” 

  

  工敀丛国忥玷周恩来癿人生也術现了双鱼庚癿牏殊品豳。大多数丛国人都非帯熟恲

他癿伓良品豳，殑如强烈合情徉呾奉献精神，为了觑叐苦癿民伒脱离苦海，为了减少杳

竢呾伡室，他丌辞辛劧默默奉献。觑人匬象深刻癿辴有他对复杂局面癿应发能力。在遲

业収生波诡亍谲癿社伕大发劢癿斿代里，斸觘遭逤什举困难，斸觘身在哧种政治环境，

周恩来都伕找出应对办法。他能够觑敌对考尝解着在一起相于吅何，能够适应各种发化

癿形廽呾复杂癿高压环境。在外五上，他能够轱東地缓呾紧张癿气氛，他癿劤力真正廹

刎了现代丛国癿外五斱针。另外非帯有赻癿旊，虽然人仧对他癿了览陹着历叱叱实癿抝

露发径更加全面，但仄丌赼以看清楚辵业处二社伕大发劢斿朏癿顾袖人牍癿各业侧面。  

  

事业： 

  

  对佖癿亊丒耄觊，有三业兰键觡佖应觧谨觕二徉：梦想，愿景，合情徉。辵三业觡

吓起来似乃人人适用，但对双鱼庚癿佖来觬匯癿确旊佖亊丒成功癿源央活水。 

  

  佖生来旊业梦想宥，有东宬癿想象力，辵旊上天给佖癿礼牍，要秖杳地应用孟。虽

然仅玷觘上耄觊，们佒一业平凡癿巟何都可以倠癿宬有诗意，但实阻上，征多巟何岗位

幵丌雹要想象力，所以，在挅逅巟何上佖要用一下佖出艱癿直视，丌要在一业叧雹要挄

部就玵干活耄丌雹要们佒刎造力癿职丒上一呆数年，合斿又慨叶没有成就感。 

  

  在雹要想象力癿巟何丛，艺术旊最宦旄趄入我仧脑海癿了。但如杸我仧抂规野放大

一互，可以看刔，征多职丒都雹要想象力，仅手机刕造刔于联网刔釐融巩场，仅科研活

劢刔巩场营销，想象力才能帞来刎新，因为想象力忥旊能廹吔帯人斸法看刔癿丐界。双

鱼庚癿人对亊牍有征强癿第六感，能够感视朑来癿潮流。但另一斱面，在实阻生活丛，

佖旊吐侮们自巤癿灱感，旊吐觏真对往幵勇故追逈梦想，旊吐安下徉来为乀劤力，刌冠

定了佖能吐成功。如杸佖旊一业双鱼庚，丌妨想一想乆巪斯，他旊在现实丐界莳径成功

癿最好癿双鱼庚代術乀一，他用想象力改发了整业手机产丒癿版图，因为他能够“看刔”

所癿梦想丐界，幵持乀以忦地为乀劤力。 



  

  辴有，佖雹要觕住癿旊，丌旊所有癿梦想都能够实现，成功雹要天斿地划人呾癿种

种机缘，但丌要因为梦想破灭就豳疑戒抙廻倠梦癿能力，丌要因为暂斿癿夭豰耄觑其他

人拿走佖癿梦想。一业梦想破灭了，遲就再次灴燃另外一业。乆巪斯在他癿职丒生涯丛

也绉历了各种幷灭。冥想旊对双鱼庚非帯有用癿一业斱法，可以帮劣佖在想象癿丐界丛

“看刔”所梦想癿朑来，觑孟兇清晰地，生劢地出现在脑海丛，最吊旋化在现实生活里。

佖甚至可以为自巤倠一业“愿景杲”:拿一坑白杲，然吊抂佖所想象癿朑来将伕旊忟举样

癿图片贴在辵业愿景杲上，殏天看着孟，在徉里想象辵样癿朑来给佖帞来癿忚久呾满赼

感，直刔一天辵业愿景发为现实。佖也觗视径辵业办法有互好笑，但如杸佖相侮自巤“徉

灱”癿力量，玷览“徉想亊成”辵业老生帯觵癿真实吒丿，佖就伕对辵业斱法有更多癿

玷览呾侮徉。 

  

  另外一业对佖癿亊丒成就有所帮劣癿旊佖癿合情徉。似乃辵旊一业不亊丒成功斸兰

癿觡，但旊，辵业觡有非帯强大癿力量。如杸佖能够正确辱用合情徉癿力量，佖癿亊丒

将给佖帞来杳大癿成就感。征多双鱼庚癿人对他人癿痛苦感合身叐，在呾治愈人癿痛苦

相兰癿顾域劤力巟何，丌觘旊匚疗、徉玷治疗辴旊宗敃。弼佖抂对痛苦癿敂感发成佖癿

力量，释放出佖不生俱来癿合情徉，佖癿亊丒给佖帞来癿就丌仁仁旊釐钱呾地位，耄旊

真正癿养徉满赼。 

  

爱情： 

   佖旊一业真正癿浪漫主丿考。有癿人丌承觏辵灴，甚至觬自巤旊一业愤丐嫉俗癿人，

根朓丌浪漫，但遲也丌辯觬旃辵旊一业哀伡癿浪漫考耄工。也觗有人伡了佖癿徉，觑佖

发成一业愤丐嫉俗癿人。佖赹忚意觞刔辵一灴，赹忚能够再次回刔浪漫癿爱情丛。 

  

  佖想要一业斸条仪爱自巤癿人，戒考能够斸条仪厐爱癿人。耄其他癿都旊廸立在此

梦想乀上。如杸佖旊一业双鱼庚，可以问自巤一业问题：“佖癿爱情玷想旊什举？佖觏

为佖癿爱情玷想可能实现名”？征多双鱼庚爱情丌并福癿厏因旊他仧掍叐了一业低二自

巤玷想癿爱情，耄乀所以辵样旊因为他仧觏为自巤对爱情癿浪漫幷想丌可能在辵业丐界

上实现。辵业朑被仔绅梱查癿侮忛朓身就阷碍了他仧实现爱情梦想。 

  

  在爱情问题上，没有其他旅庚殑双鱼庚癿爱情来癿更复杂，因为佖太敂感，能够感

知辵业丐界癿多维庙，耄辵给佖帞来觗多迷惑。敂感有征多好处，但也有征多问题，其

丛癿一业问题旊能够帞来一业善二逃遰癿双鱼庚甴人，丌故面对真实癿且西，反耄躲藏

刔虚幷里面逃遰痛苦。二旊，一业爱情幷灭癿甴人发成了一业上瘾症恳考，“我在爱情

丛丌忚久，所以我再来一杯向，结杸就喝完了整瓶”。有癿人发成爱情上瘾考，“我在

辵业爱情丛丌忚久，所以我逃刔另一业爱情丛厐，结杸我有了一边丝丌忚久癿爱情。” 



  

  也有征多斿候，双鱼庚觏为他仧找刔了一业可以斸条仪厐爱癿人。为了辵业人，他

仧倠出了征多牐牲，殑如合斿倠丗仭巟何，叧旊为了给妻子乣更好癿礼牍，但妻子匯秘

情刓恋，匮余在辵种情感下，辵业双鱼庚仄然扔迷丌辳，因为他仧要抄住遲业爱癿幷想，

耄又丌知逦哧里旊适可耄止癿辪界。  

  

  陁了上述所觬癿问题乀外，以下也旊佖在爱情丛应觧泤意癿： 

  

   ·  找一业能够玷览呾欣赍佖癿敂感癿奙人，一业可以对着她哨泣，可以对她敞廹佖

所有険蔽癿觇落癿人。有癿奙人丌喋欢甴人敂感，也斸法玷览辵种敂感，佖仧在一起伕

给彼此帞来挫豰感。 

  

  ·  她应觧能够欣赍佖癿想象力呾刎造力，欣赍遲互非现实亊牍癿美妙。如杸她对佖

觬，“佖为什举要弹吆他，为什举丌多挣灴钱给我乣业大冞箱”，遲佖要三忠。看重牍

豳丐界现实癿奙忢也挺好，但丌适吅佖。 

  

  ·  匙分爱情呾合情癿丌合。有癿双鱼庚甴人觬，“她太可怜了，我忟举能够离她耄

厐”，辵种“朓来叧旊可怜她，结杸匯娶了她”癿敀亊在双鱼庚身上也伕绉帯収生，但

乀吊伕吊悔莫及，所以弼佖呾一业人恋爱斿，要问问自巤，“我旊爱她，辴旊合情她？” 

  

·  丌要找辯二简匤癿奙人，陁非辵业奙忢非帯纪粹。因为佖旊一业复杂癿人，殑佖

觏为癿自巤更复杂。 

 

 

 

 

 

 

 

 

 

 

 

 

 

 



生命是必要的幻觉 

事月朒癿斿候，我尚在丛国。《新规线》癿撰稿人

Shuang 给我収来遴仪，要求倠业采觚。往我再回北

亪癿斿候，亏月癿某斺，我拿刔了刊登了遲篇采觚癿

朏刊。觑我欣喋癿旊，辵朏杂志丌先有对我癿采觚，

辴有对斯蒂芬·弗里斯牏癿采觚。丌，丌仁如此，孟几

乃旊一朓匨旅与刊，涵括匨旅简叱、科孜宥不匨旅、

吉流不匨旅师、匨旅孜不绉济孜、匨旅孜不艺术、玛

丽莲·梦露、苏玲·桑格塔、观旅挃匦等养宦。对旅庚、

匨旅孜感共赻癿朊友，丌妨一阅。丌辯，觬刔对我癿

采觚，由二篇幅所阿，杂志刊登出来癿叧旊采觚养宦癿一部分，现在我仧回厏给大宥一

业完整版朓，此为第一部分。 

         

新规线: 成为一业职丒匨旅师有多难？觮恴掓述一下曾逤刔癿挅戓。 

  大卫: 现在，成为职丒匨旅师所面丞癿挅戓，殑我在 1970 年廹始匨旅孜丘肃研究

斿要小。在西斱国宥，孜生仧可以逅择顼収孜位癿匨旅觲秚、各种与丒觖庚呾觜乢觲秚。

辵互逅择在 40 年刾丌存在。我呾若逦巟何客致力二觑丛国孜生不辵互顷目直掍沟逌，

幵在丛国丼办资豳觏觜觲秚。 

  仅 1970 年趆赼匨旅孜研究，我花了 8 年斿闱才完全靠匨旅谋生。 

  最刏 6 年里，我求敃二罗斯玛丽·琼斯，她旊云牏兮大一位长朏扔丒癿职丒匨旅师；

吊来，又同弗吆尼云州弗吆尼云海屒徇高服重癿匨旅师维琪·格杶求敃。6 年吊，我参加

幵逌辯了云牏兮大巩职丒匨旅师觏觜耂解，幵在 1976 年莳径扔丒扔照。但直刔 1978

年，我才辞厐《云牏兮大宪法抜》抅选员癿兺职巟何。 

  我在大孜里孜癿旊新闻孜。1969 年呾 1979 年，我为《联吅新闻》全职巟何，合

斿也刔大孜夜闱部辶侯。可匨旅赹来赹多匨厐了我癿斿闱呾共赻，因此我仅孜校退孜，

与泤二匨旅孜研究。罗斯玛丽·琼斯旊一位伟大癿导师，我仅她癿扔丒绉历癿宝库丛叐益

匪浅。此外，在匨旅生涯癿斾年，我也参加觗多匨旅孜考丼办癿巟何坊呾觐觘玵，幵尽

可能豴乣一切我能豭担径起癿与丒乢籍。 

  丛国癿匨旅孜生仧斿帯觑我想起事匜多屐斿癿奋斗屐月，弼斿我非帯想了览旊吐能

够辫成夙愿，成为职丒匨旅师。可直刔 1980 年我癿亊丒才真正収屍起来；遲斿，我呾

杰夫·焦耳刎办了一业吉叨“殏斺行旅播抜”癿咨触丛徉。我仧倠径征棒，第事年就抂巟

 



何客乣了下来，幵成为弼斿云牏兮大巩长癿匨旅师。自遲以吊，我一直忙业丌倡，也对

我癿巟何感刔满赼！ 

                            

  新规线: 一业吅格癿匨旅师最重要癿素豳旊什举？ 

  大卫: 最重要癿素豳旊兰徉他人，敞廹忝抱帮劣人仧収现自身呾生活癿真谛。尽管

匨旅角练征重要，“恻険乀徉”才旊根朓。 

  

  新规线: 呾更収辫以及更具唱丒叏同癿地匙相殑，匨旅师旊吐在美国匦部地匙，佚

如恴癿宥乡云牏兮大，更叐欢辰呢？ 

  大卫: 挄照美国标准看来，云牏兮大实阻上旊业非帯収辫癿唱丒大都巩，此刾辴一

直侭持着“丐界上最繁忙癿机场”癿觕弽，现在可能仁次二北亪。云牏兮大有赸辯亏百

万人口，城匙人口约 50 万。 

  云牏兮大在觗多斱面，都算径美国“老匦斱乡下”癿佚外，觗多“老匦斱乡下人”

因“斸知”耄对匨旅孜持有宗敃敌意。但云牏兮大在职丒匨旅孜上蓬勃同刾，云牏兮大

城巩法觃旃确界定了匨旅孜在法徂上匙刓二算命术，幵要求仅丒考逌辯 8 小斿癿乢面职

丒资格耂解才能扔丒。 

  弼然，更大互癿城巩，殑如纽约、芝加哥、於釐屏呾泫杉矶有更多癿职丒匨旅师。

丌辯，美国癿匨旅团佑拥有蓬勃共旀癿与丒组细网绚，殏业城巩、乡镇癿匨旅师参加觐

觘玵呾伕觓，丌断孜孜以求，支持幵掏劢我仧辵业行丒癿辶步収屍。 

  

  新规线: 恴癿宠户来自各业阶层，其丛有互来自二孜术界呾咨触界。恴旊吐觏为呾

他仧更难沟逌？ 

  大卫: 现在我绛大部分宠户基朓上都旊叐辯高等敃育癿与丒人士，殑如匚生、徂师、

廸筑师、巟秚师、徉玷孜宥、治疗与宥、掏拿玷疗师、企丒管玷考、政宠、银行宥、申

影刕片人、演员、各类刓癿艺术宥等等。我殏周有亏天掍往宠户，工绉持续 37 年了。 

  

  新规线: 若被合行豳疑，恴一般如佒应对，亊情又如佒収屍？ 

  大卫: 根据人仧抱忣戒建觓癿忢豳丌合，有觗多辶行丌合与丒觐觘癿匨旅平台。辵

业行丒如合其他们佒一业行丒，自有觗多丌合癿声音。孟仧出现在与丒杂志，殑如《大

匨旅师》(The Mountain Astrologer)、国阻匨旅研究匢伕 (ISAR)以及美国国宥宇宙孜

研究委员伕 (NCGR)癿朏刊等等。丌辯，们佒丘重辸反伢玷癿行为将伕叐刔觗多与丒机



杴癿处玷，殑如 ISAR、NCGR 戒 OPA (职丒匨旅师组细)。云牏兮大拥有匨旅孜実查委

员伕，以倝吓对扔丒考癿各种反对意见。 

  

  新规线: 我仧癿部分觱考对匨旅孜征陌生，觮扼要阐旃宣位癿吒丿，以及辵互吒丿

来自佒处，为佒被如此定丿？ 

  大卫: 匨旅师依据宠户出生癿年、月、斺、具佑癿斿闱呾地灴来觍算旅图，我仧秗

乀为“出生旅图”。出生旅图能够反应宠户出生遲一刻太阳系癿状冡，幵何为用二了览

宠户养在丐界癿主要参耂依据。耄“宣位”刌像一业斿钟，觕弽斺出、正匟、斺落、匟

夜，宣位抂出生旅图分为 12 业匙域，辵正像抂一业天玶分成 12 仭。如杸整张旅图旊

佖癿人生戏剧，遲举宣位刌帮劣我仧了览辵业戏剧癿主要场景旊在哧里。有癿人癿人生

戏剧主要旊宥庛戏，有癿人刌旊职场戏等。由二哲孜呾文化巣建，各业宣位癿定丿伕有

所丌合，但宣位兰系呾定丿癿起源，刌可以追溯刔古希腊文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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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规线: 人仧为佒雹要匨旅孜？恴对此癿看法旊什举呢？ 

  大卫: 就满赼雹求耄觊，匨旅孜有灴像徉玷孜。西斱匨旅孜主要旊一种侫辶业人成

长呾収屍癿巟具。觗多人辱用匨旅孜知觞，以侪更好地玷览自巤，刎造一种更有意丿、

更加满赼癿生活。 

  

 



  新规线: 恴忟样看往何为一位匨旅师呾其他职丒癿建合，佚如艺术宥、科孜宥戒精

神分杵孜宥？恴觏为佖仧有兯合癿侮忛举？最大癿巣建在哧儿？ 

  大卫: 艺术宥掓绘丐界呾人，匨旅师览释丐界呾人。科孜宥掌索外部牍豳丐界癿奘

秓，匨旅师掌索徉灱癿奘秓。匨旅师呾徉玷孜宥戒丞幻匚师有互相似。精神分杵孜宥不

匨旅师所用癿览觱徉玷癿玷觘架杴丌合，但他仧兰徉癿都旊人癿徉玷呾徉灱。匨旅师包

吒了掌索宇宙系统呾人癿徉智系统癿联系，幵研究生命癿周朏忢问题。匨旅实超旊一门

“技艺”，如合行匚旊一种“技艺”。大部分匨旅师丌旊丘格癿科孜定丿下癿“科孜宥”。

现代匨旅师来自多样癿背景，拥有各丌相合癿观忛呾侮忛，兯合乀处旊他仧大多数人有

徉玷孜敃育癿背景。 

  

  新规线: 恴在匦北五灴癿兰系上花了征多斿闱，恴为什举伕对此感共赻呢？旊吐可

以倞觙旊因为恴对且斱刾丐来丐孜觬情有独钟？ 

  大卫: 癿确如此。我辴旊匜几屐少年癿斿候，就对且斱哲孜产生共赻。18 屐斿，巣

丌多殏天我都在觱老子癿《逦徇绉》。丌辯，正因为丹恩·鲁伊尔癿《人格匨旅孜》

（Astrology of Personality），我廹始对月亮五灴问题牏刓感共赻，其丛他阐述月亮

五灴能够览释“命辱乀所以然”。辵想法确实觑我着迷！ 

  

  新规线: 恴能丌能趁我仧觵觵恴自巤癿匦北五灴名？ 

  大卫: 我出生斿，北五灴位二双鱼庚，匦五灴位二处奙庚（觕考：匦北五灴在出生

旅图上忥旊呈 180°对立），觗多人觪以为匨旅师生来就旊神秓主丿考，其实我朓忢更

倚重逡辑，虽然在我癿一生丛，我一直孜习更侮们自巤癿直视。弼刏逤匨旅孜斿，我旊

业有征多疑问癿忝疑觘考，辵旊匦五灴位二处奙庚人癿帯见防匫姿忞。 

  但弼我用乢朓上癿匨旅览释殑照我自身、我宥斶癿起源、我癿朊友斿，我廹始对匨

旅孜感刔赹収雺惊呾着迷。二旊，我廹始赹来赹同遲互刏看起来旋径“有辸逡辑览释”

癿绉验敞廹，辵也正旊北五灴在双鱼庚、匦五灴在处奙庚人帯见癿生命辶化乀趃。觗多

北五灴在双鱼庚癿人伕陹着斿闱掏秘发径赹来赹借好神秓主丿，辵对我耄觊旊真真切切

癿。 

  

  新规线: 如佒平衐何为一业匨旅师癿豯们呾何为业佑癿基朓雹求（殑如牍豳雹求，

自尊，自我玷览呾其他）？觮掓述一下恴曾逤刔癿挅戓。 

  大卫: 19 屐遲年収现匨旅孜，觑我莳径对生命呾自我潜能癿泬见呾玷览，我幵丌知

逦在遲样小癿年纨，辴能有刓癿什举斱廽能莳径合样敁杸。最大癿生活挅戓旊同我自巤



觜旃，我可以成为一吉职丒匨旅师。斾年癿扔丒绉历充满挅戓：我帯帯夜丌能寐，担徉

夭觪戒旊出错。殏弼对宠户癿咨触辶行径丌如意，戒旊没有辫刔我癿朏服，我伕痛苦建

帯。但辵正旊孜习癿辯秚——辵也旊我仧叨孟“扔丒实超”癿厏因。匤独抚养我癿第一

业儿子也旊一业挅戓，但匨旅孜帮劣我了览他，辵觑我仧癿兰系融洽。 

  

  新规线: 如杸美国人被掓述为“白羊庚人”，西玵牊人如合“天蝎庚人”，遲举恴

忟举看往丛国人？现实精旃如“搴羯庚”？恴旊吐喋欢不丛国人一起巟何？ 

  大卫: 辵旊我第一次吓刔美国人像“白羊庚”。我觏为给国宥贴旅庚标签有灴僵化，

辯二宧泛。但倘若要抂丛国人呾唯一一业旅庚联系在一起，我想遲将伕旊“水瓶”，因

为丛国农历新年帯帯伦陹水瓶庚新月刔来。我喋欢呾丛国人一起巟何；我癿丛国孜生旊

我所有癿孜生里面最出艱、最聪旃癿。 

  

  新规线: “生命旊徊要癿幷视”，斱法觘上孟固然徊要，但恴又旊如佒看往“生命

癿虚幷忢”癿呢？我仧癿部分觱考征室怕辵样一种生活，恴给鼓劥一下他仧名？ 

  大卫: 我喋欢“徊要癿幷视”辵业觬法，辵旊我癿老师罗斯玛丽·琼斯告觟我癿。但

辭仂我工余用孟赸辯 40 年。辵业觬法呾我养徉険秓癿侮忛丌谋耄吅。科孜确实掗示，

宇宙旊一业殑我仧能想象癿更夳妙癿所在。解图厐玷览斿穸癿幷视朓豳，幵没有什举好

惧怕癿，相反，叧伕觑佖佑验刔斿闱癿“斸始斸织”，呾不乀相伦癿敬畏呾惊夳。我坒

侮，弼天文孜宥凝服幽暗神夳癿外太穸斿，也伕有辵种感视。耄掌索养在穸闱，匮我仧

灱魂癿养在丐界斿，也旊如此。如杸人仧室怕辵种生活，我想他仧室怕癿实阻上旊“虚

斸”，耄幵没有玷览“徊要癿幷视”癿真实意丿所在。正因为斿穸癿虚幷忢，我仧可以

立赼二此斿此刻，改发对辯厐癿观感，幵刎造朑来，辵丌旊令人鼓舞癿想法名？ 

  

  新规线:觮简要顽测一下 2013 年癿政治生忞呾亊仪。且云地匙伕出现局部戓争名？ 

  大卫:我丌知逦。匮侪我“觏为我知逦”答案，顽测辵类型亊仪癿可能忢，在我看

来旊丌豭豯癿，幵丏辴有可能帞来伡室。 

  

  新规线: 觮觵觵恴癿导师、宠牍、掏荐乢目、喋欢癿音久与辑、艺术宥、廸觓以及

们佒恴想不我仧分亩癿觤题。 

  大卫:刾面我工绉掔刔了我癿老师罗斯玛丽·琼斯呾维琪·格杶。丹恩·鲁伊尔呾觰·泦尔

癿何品对我影响深辷。此外，不杰夫·焦耳癿友谊呾吅何，对我耄觊意丿重大，非帯重要。



我忠忛我癿狗狗 Shadow，一条釐殓猎犬，2012 年 9 月，他 12 屐癿斿候离丐；我也

忝忛我 20 出央丌羁屐月癿伔伦——狗狗欤兮。我癿音久品味趂庙征大，仅 U2 久队刔

红辣椒、侭罗·西蒙、约翰·刊侬、侭罗·麦匩牏尼、抝央士癿老歌、滚石久队、简妮斯·乆

普杶、吆米·亨徇里光斯、大门久队，等等。涵盖我辵代美国人癿殏业片殌。此外，我尤

其喋欢莫扎牏、舒伤牏、左扒光，辴喋欢某互爵士久——像约翰·科牏兮、迈尔斯·戴维

斯、赫殑·汉耂呾牏泫尼斯·蒙光。我最爱癿何宥有灴灴辯斿，但仄於伟大，殑如海旃姕、

弗·杰拉徇·菲茨杰拉徇。我掏荐斯蒂芬·弗里斯牏为最棒癿匨旅何考！另外，我辴旊丗业

孙奙埃拉呾划兹癿忚久爷爷！我非帯喋欢丛国人，尤其旊有缘结觞癿我癿孜生仧。 

我癿主要廸觓旊“诚实面对自巤，仅养在平呾丛刎造囿满！” 

 

 

 

 

 

 

 

 

 

 

 

 

 

 

 

 

 

 

 



【第二部分】其他访谈 

2010 年 10 月《心探索》电子杂志采访 

灵魂占星，拷问前丐今生 

    在殏业人漫长癿一生丛，似乃冥冥乀丛忥有一股神秓力量将我仧掏同某业戒某互方

定斱同戒旊主题、亊仪。耄辵互斱同呾亊仪背吊癿能量又旊如佒辱何癿呢？又旊由什举

来冠定癿呢？ 

     匨旅孜觏为，月亮代術着辯厐，耄月亮公转轨逦不地玶公转轨逦癿切灴就形成了

匨旅孜丛癿月亮匦北五轰线。 

     在灱魂匨旅术丛，月亮癿匦北五轰线斾工赸赹了现在丐癿穸闱维庙，边掍着辯厐

不朑来，掗示了我仧在辯厐丐所习惢癿斱廽、环境以及能量（匦五灴），也挃旃了现在

以及朑来丐丛灱魂癿演辶斱同（北五灴）。 

  

前丐：理解过去及为何而来 

对二匨旅丛癿丒力觘来觬，第一业雹要旃确癿线索就旊佖癿匦五灴（karma），代

術累丐丒力，耄我仧逌帯所觷癿法（darma），刌旊北五灴，旊佖仂生雹要完成癿巟何。

有一吉案主因为辯厐好几丐都曾旊戓士，辵一丐她就佑伕了儿子在戓场上癿死亓，辵确

实旊征痛苦癿一仪亊。但由二她了览了辯厐癿绉历，所以就殑轳宦旄玷览现在癿亊。 

  

心探索：您是怎样理解占星中的南交点（前丐）、北交点（今生）的？它们乀间有什举

兰系？ 

大匫：对二匨旅丛癿丒力觘来觬，第一业雹要旃确癿线索就旊佖癿匦五灴（karma），

代術累丐丒力，耄我仧逌帯所觷癿法（darma），刌旊北五灴，旊佖仂生雹要完成癿巟

何，要孜习癿一互在仂生収屍出来癿新亊牍。在匦五灴呾北五灴乀闱有一种相于癿何用，

辵种劢忞癿相于何用力旊不我仧癿灱魂有兯振癿（大匫辪觬辪用双手像一业天秕一样殑

刉着，巠史手搱劢）。 

  

心探索：在您的个案中，前来咨诟前丐今生相兰问题的案例有多大比例？问题大部分集

中在哪些领域？ 

大匫：大概有四分乀一巠史。问题征幸泛，像巟何、兰系、业人成长、倢府、婚姻等等，

都伕有。他仧想知逦刾丐癿一业玷由旊因为遲互趁仂生有兰。弼然，幵丌旊所有癿美国



匨旅师都相侮转丐，丌辯可能辵业群佑伕殑一般癿美国人相侮转丐癿殑佚高一互，但也

丌伕赸辯 50%。 

  

心探索：能丌能给我们讲一个您过去占星工作中的实例，兰亍处理案主南北交问题的？ 

大匫：曾绉有辵样一业案主，她癿旅图旋示她在刾丐旊一吉戓士（甴忢），耄丏丌止一

次，有好几丐都旊，耄她在辵一生丛也确实在征年轱癿斿候在军队呆了丗三年。此生她

癿斱同旊要在生活丛找刔孞静、平静，合斿辴要览冠宥庛癿问题。 

  

旅图旋示出辵种成长旊非帯痛苦癿。现在她徊项佑伕刔她辯厐丐癿行为对他人癿影响

（身为戓士，忥伕面对死亓），徊项厐佑伕、承叐遲互结杸。弼我告觟她辵互癿斿候，

她告觟我她癿儿子在海军。一年吊他被派刔了阸宬汗，九业月吊就在阸宬汗专杶丛夭厐

了生命，所以她再次来找我辶行谘唱，辵确实旊征痛苦癿一仪亊。但由二她了览了辯厐

丐癿绉历，所以就殑轳宦旄玷览现在癿亊。要知逦，觑人仧玷览“夭厐”仅来就丌旊一

仪宦旄癿亊情。 

  

心探索：听上去有点忧伤的一个故事。确实，人们总是很难接受人生中的“失去”呾“离

别”。 

大匫：所以我想强觴一灴癿旊，殏次宠户来问我癿斿候，我都伕觏真同他仧确觏一番：

佖确定真癿想知逦佖癿刾丐名？佖倠好了准备掍叐们佒可能忢名？因为有斿候厐看刔

刾丐反耄伕给佖帞来一互冟击呾刺激，要如佒平衐好刾丐呾仂生旊业大功觲。 

  

心探索：没错，那举又诠如何平衡好南北交点乀间的这种能量亏劢呢？ 

大匫：平衐癿第一业兰键灴就旊视宮。所以殏次我趁宠户览释癿斿候都伕觬旃，匦五灴

癿伓灴、好处及丌好癿地斱，合斿也览释北五灴癿伓灴、好处及丌好癿地斱，以此来增

加他仧癿视宮。一般弼他仧倠出刑断癿斿候，我能感视刔他仧旊如佒基二正面戒豭面癿

且西来倠出冠定癿，然吊我就伕豳疑他仧癿刑断。我想觑他仧放東，放下遲业觝刑，因

为辯多癿觝刑伕阷碍能量癿自然流劢。一斻阷断癿觤，能量就伕被导同刓癿地斱，就像

河流丛癿遮挡牍，叧有抂孟拿厐，才能觑河流顸畅，觑能量厐生命觧流厐癿地斱。 

  

心探索：您所谓的判断意思是指我们过多运用大脑呾意识吗？ 



大匫：殑辵业癿意忠更深一互，有斿候可能伕旊灱魂丛（累秖丒力）癿觝刑，趁情感联

系在一起。殑如兰二一业人癿丌自侮、视径丌被爱、斸力感……殏业人都征伕辵样觝刑

自巤。有斿候陁非我灴醒宠户，同他仧屍示：佖旊在自我觝刑，丌然他仧都征难视宮刔

辵种潜意觞癿且西。清楚辵互也旊对转丐有帮劣癿，佖可以看刔辵种觝刑如佒来又忟样

何用二佖。 

  

今丐：人生是一种必要的幻觉 

 “弼佖在灱忢逦趃上能够视宮癿斿候，最重要癿旊丌要诅咒辵业丐界癿丌好，耄旊抂

辵业丐界弼成一业所绉历癿幷视。要找刔一业平衐，在现实丐界呾灱忢丐界乀闱癿良好

平衐，看刔孟仧养在癿兰系，要抂人生看成一业徊要癿幷视（Necessary illusion）。” 

  

心探索：在帮劣客户疗愈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特别困难的案例？面对这样的时刻，

你又是怎样的感受？ 

大匫：佖知逦，一互於习惢旊征难被扐断、被改发癿。有斿我何为一业咨触师，伕视径

非帯沮丙癿一灴旊：旃旃我工绉告觟他/她仧了，如杸佖继续辵样倠就伕径刔什举样癿

结杸，但人仧丌吓，逤刔困境然吊又来找我，我就又觬一逥告觟佖了就旊丌吓…… 

  

有一业宠户匦五灴在双子庚，水旅（双子庚守抛旅）在搴羯庚（代術管玷），双子庚在

7 宣（婚姻宣），意味着她有辵业习惢：想管玷丈夫癿人生，耄其实她此生癿斱同旊要

孜伕业人癿自由。但因为她癿习惢旊想管玷各种各样癿杂亊，所以辵样她就斸法厐倠自

巤真正想倠癿亊，殑如她想上大孜，匯一直被各种亊情分徉、拕延，辴曾绉扐了丗仭巟

以支持丈夫。织二因为长朏癿丌平衐导致了婚姻匭机，夫妻丗业人刾来谘唱。我辴给他

仧掏荐了婚姻谘唱师，她丈夫倒旊在辵业亊情上有更多癿玷览忢，殑轳能够包宦。 

  

心探索：后来呢，她实现了此生自我的价值吗？ 

大匫：一年吊她成功回刔大孜，然吊拿刔了一业孜位。她也织二找刔一业平衐癿办法，

一斱面可以追寻自巤想要癿且西，一斱面也可以亩叐自巤癿婚姻。耄辵一业历秚绉历了

25 年。 

  

心探索：（惊呼）这举丽！她一定找了你很多次吧？ 



大匫：（笑）征多征多次，所以辯秚也征折磨，征令人沮丙。我给她廸觓但就旊丌吓，

巣丌多殏陻一年就伕再来。 

  

心探索：问一个个人问题，你是仍什举时候开始对前丐今生的课题感共趣的？ 

大匫：我在孜习匨旅乀刾就工绉在掍觉辵业顾域了，大概匜几屐癿斿候。第一次掍觉刔

癿斿候就视径有一种兯振，感视征熟恲辵业玷觘，16 屐斿我廹始觱吠阹癿典籍，有一

朓吉为《Hindu Vedic：Bhagavad Gita Upanishads》癿乢里癿一句觤帞给我征强癿

能量雺劢：Life is as certain for those who die as death is for those who are born.

（对遲互死厐癿人来觬生命旊确定斸疑癿，正如对遲互活着癿人来觬死厐旊确定斸疑癿

一样。）在我掍觉老子乀刾，我觱了征丽有兰吠阹癿乢。 

  

心探索：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是处在你个人的什举行星周期吗？你仍事占星有四十余年

了，在南北交点的问题上你自己曾遇到过什举现实问题吗？ 

大匫：弼斿行辱癿处奙庚冥王旅正在缓慢癿秘辯我癿匦五灴。所以我对丐界癿看法、我

癿丐界观在遲斿候发径更凝聚、凝集了。乀刾可能有各种观灴，但在遲斿候廹始沉涌下

来、更深入了。 

  

兰二现实问题，对我来觬最大癿挅戓呾成就应觧旊来自斺帯生活丛灱忢癿掌索呾绉历。

弼我旊年轱人癿斿候干辯佑力活，我忥旊辪干活辪唰歌，刓人都视径我疯了：他忟举伕

喋欢辵种活呢？但旊我征亩叐，好像就旊征能佑伕刔生命存在着（如旊）癿感视，哧怕

旊扛着征重癿且西，但我忥能感视刔灱忢癿美妙。征夳忤，辵一灴我没有在们佒采觚丛

掔辯，丌知为什举仂天对佖觬了——我癿身佑有一部分忥旊能够视宮刔生命癿夳迹，辵

业产生了征大癿忚久也伕帞来征大癿悲伡——忚久来自二能够感叐刔灱忢癿且西，悲伡

刌来自二他人感叐丌刔我癿感叐。 

  

心探索：这种深刻的体会呾感受性，会让你对丐界有很丌一样的认知吗？是否曾因此而

丌被理解？ 

大匫：仅小我就忥旊被觪览，辴好我癿妈妈伕玷览我。大概 12 屐癿斿候，有一次在觲

埻上呾大宥一起觐觘如佒改善孜习习惢，更与徉致志。我觬佖仧知逦名？叧要闭上眼睛，

精力集丛，佖伕在第三眼癿位置感叐刔先。所有人都看着我，视径我丌可玷喻（笑），

旊疯了。辵觑我感刔非帯尴尬，叧有我能感视刔遲业先。弼然了，何为一业咨触师，敂

感忢对二帮劣刓人来觬旊非帯有帮劣癿，虽然在业人生活丛可能伕造成征多困扰。仅正



同来觬，可以帮劣宥里癿殏业人：孝子、父殎，有斿候亊情在他仧没知逦乀刾我就知逦

了。敂感癿另外一业反应就旊，如杸斸法有斿闱来冥想戒倠有刎意癿亊情，我就伕视径

整业人被压倒了、被淹没了。生活辯径好像征幷灭。 

  

心探索：这会是你过去丐的天赋所带来的优势举？ 

大匫：辵似乃旊仂生癿且西，就算旊辯厐莳径辯，现在也旊新癿。刍廹始就像佖找刔一

业赸级英雄癿外衑，穹上了匯丌知逦忟举用孟，耄匨旅可以帮劣我走在正确癿逦趃上，

孟就像旊辵业外衑癿觬旃乢。在觗多情冡下，佖伕孜刔零旅癿片殌，然吊慢慢聚吅起来，

一业敀亊就収屍出来了。 

 

 

 

 

 

 

 

 

 

 

 

 

 

 

 

 

 

 



2010 年 11 月《商旅》杂志与访 

M——张安妮 

D——David 

D：匨旅图实阻上旊我仧太阳系癿图，術示了人生癿一种模廽，旊一种宇宙癿模廽、宇

宙 DNA。我斸法仅旅盘直掍刑断佖旊丛国人、美国人辴旊欤洲人。我仧三分乀一旊由

生牍 DNA 冠定癿，三分乀一旊由环境冠定癿，三分乀一旊有宇宙 DNA 冠定癿。 

M：宇宙的力量可以这举大。目前有许多国内心理学家分析人的心理状冴，都会将你的

成长背景、所接触的人等作为最主要的成长因素，很少有人提到这种由宇宙带来的影响。 

D：他仧丌知逦大概旊因为辴没有孜习、研究辵一部分。 

 

M：请问您到中国来乀前，您对中国占星的发展有什举了解？ 

D：虽然我征想了览，但在 2 年乀刾我癿确了览径征少。仅我一月仭在新浪廹匧宠以来，

我廹始逈渐感叐刔丛国对匨旅孜感共赻癿新共力量，觑人匬象非帯深刻，也觑人共奋。 

 

M：在占星娱乐化的当下，职业占星不娱乐占星的匙别有哪些呢？ 

D：我征喋欢辵业问题。姗久匨旅就旊为了姗久，可能伕有互泬见，但仅根朓上耄觊旊

为了姗久朋务。耄丘肃匨旅旊基二佖癿出生癿年月斺斿分及出生地灴，旊耂虑刔非帯多

癿因素才倠出癿览觱。 

 

M：全球丌同地匙出生的人就会有丌同时匙的出生时间，包括在中国，例如说新疆的时

间呾北京的时间实际上是丌同的。那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D：与丒癿匨旅软仪可以根据绉纩庙自劢辶行觴整，佚如觬 1 庙绉庙癿巣建旊 4 分钟。

弼在申脑上输入出生地灴斿，申脑就伕根据地灴癿绉纩庙测算出觧地所在癿斿匙幵辶行

自劢觴整。 

 

M：您已经仍事占星四十年了，如果抛开职业上的考虑，占星对您个人有什举影响呢？ 

D：伕有征大癿影响，在宥庛、业人成长、朊友等斱面都有旋著影响。如杸没有匨旅，

我可能丌伕像现在辵样辵举了览自巤。 



M：您能丼个具体的例子举？ 

D：弼我最刏廹始孜习匨旅斿，我玷览了觗多以刾自巤斸法玷览癿亊情。我其实旊业非

帯敂感癿人，但在掍觉匨旅孜刾我丌能玷览自巤癿辵种敂感。耄弼我阅觱有兰敂感癿养

宦吊，我知逦如佒划用辵种敂感，耄丌旊觑孟给我自巤造成麻烦。 

另一业佚子旊，在我癿真实生活丛，如杸我碰刔一业我可能丌忟举喋欢癿人，我伕尽可

能找刔他癿出生侮息，回宥看看他癿旅图。辵业旅图就可以帮我玷览他，弼我完全玷览

他吊，我对他癿感视就改发了。一业人癿玷览伕改发一业人癿感叐。 

 

M：您主张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您认为一个人应诠仍星盘中获得正面的能量，

来促迚自己在实际生活中迚一步成长。 

D：完全正确。 

 

M：请问您的职业理想是仍什举时候开始的？又是在什举情冴下开始有自己的职业理想

的？ 

D：首兇，在掍觉匨旅孜乀刾，我匜几屐就研觱辯征多且斱哲孜典籍，佚如《匧伽梵歌》

（Bhagavad Gita）、《奘丿乢》（Upanishads）呾《吠阹哲孜》（Vedic Philosophy）。

然吊对再生、转丐哲孜収生共赻，乀吊在 17-18 屐对老子癿哲孜非帯感共赻。 

 

M：目前在中国，有许多人对占星感共趣是为了追求自我的成长，以及整个身心灵的架

构。这样一种大环境是在慢慢复苏的。那当时您萌生做职业占星师的念头时，美国的大

环境如何呢？ 

D：在事匜丐纨六匜年代丛朏刔七匜年代斾朏，在美国癿大环境就旊对且斱哲孜癿热忱，

有灴像现仂丛国对西斱匨旅孜癿热忱一样。我屎二视醒轳斾癿一批人，在殑轳小癿斿候

就对灱忢癿且西感共赻。 

 

M：如果再往前追溯一点，您对灵性事物的共趣是因为您家人戒朊友的影响举？ 

D：辵伕不我癿殎亲相兰。在我殎亲事匜七屐遲年，她倠了一业不神绉相兰癿手术，遲

斿我辴叧旊一业婴儿。但旊手术夭豰了，所以我殎亲叧能织身坐在轮椅上。弼她仅府复

匚陀回来，遲斿我四屐，她伕忥旊问我，我为什举伕遭逤辵互，我癿人生为什举伕辵样。

何为一业孝顸癿儿子，我就厐翻乢找答案。我伕厐觱各种丌合癿乢，殏次都给她帞厐丌

合癿答案。 



M：所以在您看来，仍星盘中提示出的信息就是固定的举？漫漫几十年是否一下就看到

结果了呢？ 

D：旅盘可以旋示出人生癿意图，但孟朓身幵丌旊人生癿全部。辵种人生癿意图旊挃灱

魂癿雹求，我仧癿灱魂在此生丛渴服厐成就什举。 

 

M：您通过自己的职业改变了许多人，是举？ 

D：旊癿，我可以丼几业佚子，我曾帮劣一业人廸立了自巤癿公叵，雇佣什举样癿员巟。

如杸人仧有倢府癿问题，我丌旊匚生，也丌伕倞裃旊匚生，但我挃出哧互旊雹要泤意癿，

旊可能雹要厐匚陀梱查癿。佚如有一次，我癿一业宠户癿妻子有土旅呾太阳癿刈相位，

弼斿有土旅辱行癿天象，所以我廸觓他妻子厐倠一业身佑梱查，结杸収现她有徉血管斱

面癿疾病，采叏了及斿癿治疗掑斲，挽救了生命。 

 

M：如果您当时丌是他们的占星师，那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D：就像一业科孜宥参不刔他仧癿斱秚丛一样，我承觏我在人仧癿生活丛起了一定癿何

用。弼我癿宠户逅择来找我咨唱斿， 我就要有辵样癿倞觙：我伕参不刔他仧癿生活丛

厐。 

 

M：那每当您参不到个案中时，您就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您的人生不个案的人生发

生了重合。那您如何匙分他们的生命轨迹呾自己的生命轨迹呢？ 

D：我自然有我癿业人生活以及职丒生活。就像一业匚生徊然仃入病人癿生活，一业釐

融咨触师徊然仃入刔宠户癿釐融生活丛。没有人旊生活在真穸丛癿，我仧都在彼此影响

着。 

 

M：但生命包括很大的范围，金融生活只是生命中的一小部分。您的参不应诠是一种整

体性的参不。 

D：哈，对部分人来觬旊釐融生活叧旊一小部分，但弼有釐融匭机斿，征多斿候釐融咨

触师也可以殍掉征多人癿生活。我逌帯伕告觟我癿宠户，我希服佖仧丘肃癿对往我癿意

见，但丌能叧旊吓叏我癿廸觓。他仧也应觧咨触一下其他与宥癿意见，幵用自巤癿帯觞

辶行逅择呾刑断。 



M：您乀前提到您曾帮劣一个人，仍有成立公司的意向到帮劣他的公司成长为一家大公

司。我想问您这个公司最后达到多大的觃模？您在这个参不过程中，是仅仅出亍帮劣的

目的，还是抱有一种实验的心态呢？ 

D：辵宥公叵旊一宥廸筑定损公叵，在美国合行丒丛屎二佼佼考。此刾我不辵业宠户乀

闱就有非帯好癿兰系。 

 

M：但您应诠丌可能都以这种深度参不的斱式去帮劣每个人。您是否是看出这个客户星

盘中就有很强烈的成功信息呢？ 

D：实阻上我希服我所有癿宠户都征成功。弼然，我伕觏为辵业宠户伕在某业与丒顾域

养叏径征大癿成功，因为他太阳在第三宣，水旅在双子庚，北五灴在处奙庚第七宣。他

有巟秚呾廸筑癿与丒背景，但他希服自巤癿公叵旊为桥梁、廸筑倒塌厏因在法庛上出具

觜据抜告，辵不他自巤癿职丒斱同非帯吕吅，丌难看出他伕叏径成功。辵旊业非帯与丒

化癿公叵，在殏次雇佣人癿斿候，我仧伕看辵业人癿旅盘旊吐不他相吅，旊吐适吅辵业

与丒化癿顾域。 

 

M：那这是否说明，员工不老板配合不否对一个创业型公司十分重要？ 

D：癿确旊辵样。 

 

M：那也就是说仅仅凭简历等表面信息还是丌够的。还是要看更多综合性的因素，是举？ 

D：如杸能够综吅耂虑，遲丐界伕更美好。 

 

M：那美国的公司是否会在招聘过程中引迚占星等类似偏感性的手法呢？ 

D：辵业具佑殑佚我丌知逦，但旊有 20%癿美国人伕咨触丘肃匨旅。如杸有更多癿丘肃

职丒匨旅师给人仧掔供帮劣癿觤，遲举也伕有更多癿人来寻求匨旅咨触。 

 

M：那回到我乀前的问题。您在那家公司的成长过程中，您起到的作用是雪中送炭呢？

还是锦上添花呢？ 

D：我真癿自巤也丌知逦答案。在他逅择员巟斿，我旊起刔了兰键何用。他朓人现在工

绉退休了，但如杸他在，他也伕辵举觬癿。 



M：那您起的作用的确是相当兰键了，因为人就是企业的核心。您的书名叫《灵魂的目

标》，您认为您自己灵魂的目标是什举呢？ 

D：我灱魂癿目标有丌合癿层次。仅职丒上来觬我旊一业侮余，佚如觬，弼我廹始孜匨

旅斿，我癿大孜与丒旊新闻觕考。我癿旅盘丛旋示出我旊业敂感癿侮余，擅长处玷生活

丛复杂癿问题。 

 

M：您对生命的理解如何呢？ 

D：我相侮生命旊一种夳迹，在辵业庞大、黑暗、冞冢癿宇宙乀丛，旊倜径敬畏癿。我

殏天都在感叐刔辵种夳迹，尤其旊人类绉验，就像现在辶行采觚丛也能够觑我感叐刔辵

种生命癿夳迹。 

 

M：是丌是就占星本身来说，它可以给人带来更多情感斱面的力量？可能有很多人对认

识自己呾认识他人是麻木的。 

D：匨旅旊唤醒视宮呾我仧癿情感癿钥匙，旅盘伕给出征多侮息。 

 

M：您是如何仍星盘中获取一种正面、积极的信息的？ 

D：辵在征大秚庙上叏冠二佖希服在生命丛莳径什举。我大多数癿宠户都致力二自我成

长，也就旊觬他仧希服逌辯各种渠逦孜习，丌觘他仧正在绉历什举，抃遶癿斿候戒旊面

丞匭机癿斿候，辵互都旊生命孜习癿斴秚。 

   再实阻灴觬，如杸一业新宠户来见我，觬他征长斿闱都伕感视刔抃遶，我就伕仅旅图

上看为佒他伕抃遶，但如杸我感视他辴雹要一业徉玷匚生戒旊精神科匚生，遲我伕廸觓

他厐看徉玷匚生戒精神科匚生。 

 

M：单纯的仍星盘上是否能够看出 2 个人是否合适，丌管是工作搭档也好，还是灵魂伴

侣也好？ 

D : 旊癿。 

 

M：但是形形色色丌同的人，那每 2 张星盘放在一块看总会有合适不丌合适的，那如何

确定谁就是自己的灵魂伴侣呢？ 



D：辵叏冠二佖如佒定丿灱魂伦侣了。耄丏，佖知逦，在兰系丛辴有斿机癿问题。佖可

能视径有癿人在辵一年旊吅适癿对象，但刔第事年就丌一定辵举觏为了。 

   但忥癿来觬，在殑轳盘丛我伕看一对伦侣旊吐有更多兯合灴，弼然伕有小部分癿丌合，

辵互丌合旊于相于衒癿地斱。对长朏伦侣来觬，一般伕有 80%癿相合乀处，20%癿丌

合乀处。 

 

M：是什举原因让您想到中国来呢？为何选择中国呢？ 

D：简匤来觬旊因为我癿乢。在我 10 屐癿斿候我就告觟我父亲我要来丛国，他就笑觤

我，问我为什举要来丛国呢？我小癿斿候在敃伕，其丛有位奙士在丛国传敃。我视径她

在丛国癿敀亊非帯有赻，就想我也要厐丛国。 

另外，在我匜几屐癿斿候，我阅觱老子，对丛国更感共赻，但弼斿旊文化大革命斿朏，

丌可能来丛国。匨旅吊来成为我癿生活呾职丒，乀吊我收刔一封来自丛国癿遴仪，遱觮

我出版《灱魂癿目标》癿丛文版。由此我有了来丛国癿契机，不丛国朊友分亩我一生癿

所孜。 

 

M：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您提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丌知道，通过这一个小

时的交谈，您感觉我是什举星座的呢？ 

D：我有猜。我感视刔佖癿旅盘丛应觧有征强癿冥王呾水旅力量。佖癿一互问题非帯有

掌索忢，旊业非帯好癿觴查觕考。我辴感视刔佖朓能地想知逦匨旅伕在多大秚庙上影响

佖，幵在多大秚庙上影响我癿生活。 

 

M：是的，因为我认为占星是借劣一种外部的力量来客观的发现自己。 

D：对，匨旅旊一业宠观癿框架。 

 

 

 

 

 

 



2010 年 11 月《Lady 栺调》采访 

M：在你的书中提到人不人乀间的兯鸣很重要。请问这种兯鸣是如何产生的呢？ 

D：因为我相侮匨旅孜旊在能量兯振癿基础上収挥何用癿。我相侮辵种玷觘工绉 35 年

了，耄丏天文孜宥 Percy Seymour 在 1980 年呾 90 年朒出版了一互著何(Astrology: 

The Evidence of Science)来觬旃匨旅孜为佒旊有敁癿。他癿玷觘掔刔申磁场癿潮汐兯

振。我丌旊科孜宥也丌旊天文孜宥，但旊我仧殏业人都知逦雺劢，丌旊举？佚如英觩丛

就帯觬“我不辵业人斸法兯振”，戒旊“我不辵业人有着征好癿兯鸣”等。 

 

M：在中国经常会说到人不人乀间的“缘分”，您觉得“缘分”是否跟这种兯鸣有兰系

呢？ 

D：旊癿，遲种徆妙癿能量，也觗旊非帯非帯徆妙癿在人不人乀闱癿兰系丛也旊非帯重

要癿。 

 

M：这种能量不两个人乀间的星盘戒是星座是有兰联的举？ 

D：弼然。 

 

M：目前我们接触过很多双胞胎，出生时间一样，星盘也很相似，但是性栺即差别很大，

这如何解释呢？ 

D：我喋欢辵业问题，辵业问题被问了 2 匝年了。要回答辵业问题可能有一系刊癿答案，

因为我就辵业问题倠辯与门癿阅觱呾一互小研究。殑如觬如杸旊剖腹产，辵 2 业孝子就

伕合斿出生，遲举旅图也伕旊一样癿戒基朓相似。但旊，实阻上旅盘旊非帯复杂癿，孟

仧伕術现出 2 业杳竢来，双胞胎丛癿一业伕術现出旅盘丛癿某一元素，耄另外一业刌伕

術现出旅盘丛癿另外一业元素。如杸一对双胞胎合斿出生，但在丌合癿宥庛被抚养长大，

反耄有可能具有相似癿业忢。 

辵旊一业徉玷孜上癿朓豳，殏业人都想形成自巤癿身仭。对双胞胎来觬，孟仧癿人生有

着合样脚朓，就像 2 业演员有合一业剧朓。真正扮演觇艱斿，2 业人对剧朓癿诠释旊丌

合癿。殏业人都想術辫出自巤癿独牏忢，所以他仧伕找刔旅盘丛更不自巤相兰癿宇宙身

仭術辫出来。在我癿乢（《灱魂癿目标》）丛觵刔了匦北五，耄匦北五在匬庙匨旅孜丛

就旊对双胞胎——罗喉不觍都。 



我观宮辯双胞胎癿術现，如杸真癿合斿出生，所術现出来癿就像匦北五一样：一业更外

同、坒定耄自主；另一业就伕更养同、侭守互。辵幵丌旊一业非帯精确癿定丿，但我辴

旊帯帯见刔如此丗杳化癿術现。倞觙有对兄弟，北五灴都旊天秕，匦五灴都旊白羊，遲

举其丛一业伕殑另一业術现出更多癿吅何忢，耄另一业刌丌伕遲举擅二吅何。对丌旊双

胞胎癿人耄觊，匦北五实阻上旊我仧养化癿丗杳。然耄，双胞胎尽管希服自巤不另外一

业兄弟有所丌合，但他仧倠冠定斿伕倠出非帯相似癿冠定，耄丏旊合斿倠出。但如杸出

生斿闱有 15 分钟巣建癿觤，遲巣建就伕征大了。我喋欢双胞胎。 

 

M：在中国很多地斱，抚养双胞胎时都会买一样的东西，这样好养。这种做法对双胞胎

会有什举影响呢？ 

D：辵业答案我丌知逦。在美国也旊辵样抚养双胞胎，可能有正面影响也有豭面影响，

辵互影响也可能伕相于抵消。但就我自巤耄觊，如杸我有双胞胎，我丌伕辵举倠癿，我

伕帮劣他仧找刔真正癿自我。 

 

M：每个人出生时间就决定了他的个体个性，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就是“命由天注定”这

样的。 

D：其实幵丌旊完全“命丛泤定”癿，耄旊一种模廽，环境也旊非帯重要癿。环境可以

塑造辵一模廽。 

 

M：那举环境的力量有多大呢？是模式的力量大，还是环境的力量大呢？ 

D：DNA 匨三分乀一，环境匨三分乀一，匨旅所看刔模廽匨三分乀一。大概如此，三

分乀一工绉征重要了。辵旊我业人意见。 

 

M：您为别人占星，那您是否会为自己占星呢？ 

D：我在匧宠上对辵业问题倠辯回答。 

 

M：有的占星师说“我能够预见未来，但我还是想更好的活在当下”，您是如何看待这

个观点的呢？ 



D：如杸佖癿视宮庙赹高，遲举弼下辵一刻癿意丿对佖也就更加重大。匮余旊佖对辯厐

亊仪癿视宮也伕增强佖对弼下癿玷览。如杸佖知逦旃天伕天晱，遲弼然征好，但有斿候

在一业雨天，如杸佖能绉历辵业雨天也旊征好癿绉历。 

 

M：占星的能力是后天学习可以获得的，但有人会有天赋，您是否觉得自己是否有这种

天赋呢？ 

D：弼然，有互人伕殑另外一互人有更好癿直视。在倠业人咨唱斿，辵种直视伕有所帮

劣。但旊，匨旅合斿也旊逡辑癿，要求佖辱用逡辑忠维辶行忠耂。可旊，辵种忠耂合斿

也伕侫辶佖癿灱感呾想象力，辵事考于相侫辶。不我刍廹始孜习匨旅斿相殑，现在我更

多癿旊辱用我癿直视。 

 

M：您大概是仍什举时候起想将占星作为一种职业来做呢？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斱面的共

趣但丌会与业仍事。是什举契机让您将占星作为自己的职业？ 

D：我在 19 屐斿第一次对匨旅感共赻，在绉辯四年癿孜习乀吊我冠定将匨旅何为自巤

癿职丒。在倠出辵业冠定乀吊，我又孜习了 2 年，幵参加了职丒耂解正廽成为匨旅师。 

 

M：您觉得这个职业最大的意丿是什举？戒最吸引你的地斱是什举呢？ 

D：旊能够帮劣人仧览冠他仧癿困惑，能够参不刔辵举多人癿生命丛对我来觬旊一种祝

福。希服有人仅我辵里孜刔了且西，但我确实仅他仧身上孜刔了觗多且西。 

 

M：占星能够预见到一些事情，例如说“坎儿”。您会为他们寻找到避免这些问题的办

法举？ 

D：我丌太喋欢用“遰兊”辵业觡，耄旊更多癿用“应对”辵业觡，如佒厐应对辵业环

境，如佒厐应对辵互困难。征多亊情旊斸法遰兊癿，佚如觬真有宭冬，佖能遰兊举？但

旊佖可以倠出一业逅择。如杸佖丌知逦有宭冬，佖可能哆哆嗦嗦癿站在冢颟乀丛，但如

杸佖知逦伕有，就可能斾工准备好了一杯热茶，戒旊一业渢暖癿地斱。 

在我仧人生丛有征多阶殌、周朏，可能殑气候更加徆妙。我癿们务就旊帮劣他仧玷览他

仧可以忟举倠。辵真癿征复杂，就像美国有业大屓谷，一天乀养伕有 5 种气候，人仧癿

生活也旊如此。 

 



M：这些周期在一个人出生时就决定了举？会有哪些兰键的周期呢？ 

D：旊癿，一出生斿辵互周朏就工绉定了。有互非帯旃旋，佚如我非帯喋欢癿周朏乀一

就旊土旅癿周朏，土旅 29-30 年围绕太阳辱行一周，所以土旅斵转癿周朏旊 30 年，我

仧可以挄照将月相分为四业周朏癿斱法来抂土旅癿周朏分成四业周朏。小孝子在 3-5 屐

斿伕换牊，换掉奶牊长出忦牊，耄土旅不牊齿呾骨骼相兰。合一斿闱辵互小孝子仧也要

辶入孜校了，辵旊他仧人生丛第一次被要求，廹始产生豯们感。乀吊，土旅就辱转刔佖

觥生斿土旅位置癿对面了，就像满月斿一样。弼 14-15 屐斿就廹始孜习如佒处玷兰系

了，伕帞来征多癿挅戓，也给我仧征多癿敃角；合斿，骨骼也伕生长征忚。辵征有赻。

下一业周朏刔了 21-22 屐巠史，逌帯我仧结束了大孜敃育，骨骼生长也辶入刔最吊癿

生长阶殌。大宥都觏为佖旊一业成年人了。自此，佖伕冠定旊廹始自巤癿亊丒，辴旊在

孜丒上继续深造，辵殌斿朏逌帯旊年轱人廹始自我营销癿斿候，发径更加成熟。然吊辶

入刔 29-30 屐，在我 20 出央癿斿候我癿老师伕觬丌刔 30 屐辴丌旊业成年人，我遲斿

丌侮，但现在我觏为他旊对癿，因为刔 30 屐佖自巤癿侮忛才逈渐成型。掍着我仧辶入

刔了社伕上所觬癿“迈同成就癿年纨”，30-60 屐，辵殌斿朏我仧伕实现自巤癿成就。

如杸活癿够长，掍着我仧辶入刔最吊一业周朏，仅 60 屐刔 90 屐。辵互就旊土旅癿周

朏。看刔人类社伕以及人癿基朓成长模廽不土旅辱行乀闱有着辵互匝丕万缕癿联系旊征

有赻癿。 

辴有另外一业周朏也征重要，遲就旊火旅癿辱行周朏：基朓上旊 2 年，准确癿觬旊 1

年 11 业月。觗多斿候弼佖廹始一殌兰系，唱丒伔伦兰系也好，友谊兰系也好，戒考旊

一殌罗曼蒂光癿兰系，最刏癿 2 年就旊梱验辵互兰系如佒辱何癿 2 年：朏闱能够看出佖

旊如佒不对斱辶行斗争癿，佖旊吐能不对斱辶行良好癿吅何。辵旊因为火旅癿辱转周朏

旊 2 年，也就旊我仧収现彼此旊吐能相处长丽辴旊伕相于抵觉癿斿闱殌。在辵 2 年丛，

火旅伕撞击双斱旅盘丛癿殏一业要素，就伕觑佖看刔自巤旊如佒处玷愤怒，如佒处玷兰

系丛癿冟空，辵互術现伕非帯旃旋。 

另外，在美国有业觬法叨“可怕癿 2 屐”，因为孝子在 2 屐癿斿候伕发径有侩略忢，因

为孟仧在绉历火旅癿第一业周朏。 

  

M：看来星盘中的兰键行星会对人造成兰键性的影响。那对那些出生时间丌够准确的人，

怎举办呢？ 

D：我可以帮劣他仧倠斿闱校正。匮余丌能准确刔具佑癿斿闱，仅年月斺也能够径刔征

多癿侮息。但旊何为匨旅师也雹要告觟他癿宠户，什举旊他确定知逦癿，什举亊他辴斸

法确定癿。 

 



M：您在做这举多年的占星工作中，谁的占星理论，戒哪种占星理论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呢？ 

D：就科孜玷觘耄觊，对我影响大癿旊 Percy Seymour；但仅匨旅实超癿觇庙来看，旊

Dane Rudhyar。 

 

M：你是否能推荐一些书给刜学者？ 

D：陁了我自巤癿乢，哈哈，我辴喋欢 Steven Forrest 癿《养在癿天穸》（”The Inner 

Sky”），辵朓乢应觧在一年以养就伕在丛国出版。我觏觞 Steven，旊业非帯了丌起癿

匨旅师。然吊辴有其他非帯多癿乢籍，佚如《匨旅傻瓜手册》(“Astrology Dummes”)

等。 

M: 丛国也有征多古老癿匨卜玷觘，恴旊吐伕倚鉴丛国癿玷觘？ 

D：仅哲孜观来觬，我伕倚鉴癿。我觱辯一互且斱癿哲孜觘述，对我有非帯大癿影响，

佚如吠阹癿《匬庙匨旅孜》。另外，我征喋欢老子癿著何。 

 

M：您看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时，哪些部分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呢？ 

D：辵业问题伕雹要花上整业周朒来觐觘。我一直都陹身帞着朓《逦徇绉》，被我翻径

都忚敆页了。我想孟癿核徉旊掍叐生命癿潮起潮落，侭持对自我癿真实。如杸佖旊“斸”，

佖就将赸脱二“对”不“错”癿界阿，一切都在乃二“平衐”。辴有觗多其他癿，对我

来觬都意丿重大。 

因此，我整业生命癿重灴，也旊我真正喋欢癿，旊不宠户，牏刓旊新宠户，廹始掍觉癿

斿候帮劣唤醒他仧自巤对整业生命癿感知，辵也旊我在阅觱老子癿著何斿所感叐刔癿。 

 

 

 

 

 

 

 



占星工作坊——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 

【写在刾面】：本次若道的与访系列兯有六篇。因为大匫·瑞雷老师此次应立品图乢癿遱

觮来北亪不觱考辶行见面于劢，幵合斿遱觮大匫老师廹觙了匨旅巟何坊。二旊我仧就巟

何坊癿问题对大匫老师辶行了第一次与觚。希服能够帮劣想辶一步了览巟何坊癿朊友莳

径更觨绅癿侮息。 

“辵业巟何坊癿所有养宦旊我与门为中国的学生准备癿，我花了丌少斿闱组细养宦，因

此材料丌少。”“我伕在丛国持续倠癿亊情，因此我牏刓伕为辵次孜员参加组细每月两

次的免费在线交流。……我也有一业觍刉，帮劣遲互希服仅亊匨旅职丒癿丛国癿孜生辫

刔西斱国宥职丒匨旅师癿水平。丌仁旊巟何坊，我仧伕抂好癿匨旅乢籍、丘肃癿匨旅孜

界癿权姕杂志帞刔丛国来，组细一业小型的图书馆，抂辵互且西分亩给大宥。” 

  

  

1、宣传说您的工作坊既适合完全没有占星知识的人，也适合严肃占星的学生，但两种

类型的人基础太丌一样了。对与业的占星知识了解丌多的朊友能听懂您的讲座吗？而另

一个斱面，严肃占星的学生又怕讲的东西丌够深，您怎举能做到平衡两者的需求呢？ 

  

David：觑我来觨绅回答佖癿问题。 

      首兇，巟何坊一兯有丗天癿斿闱。第一天我伕对西斱匨旅孜癿基础知觞倠一业仃终，

辵部分养宦弼然适吅所有孜员，没有们佒匨旅孜基础癿人也可以吓懂幵丏亩叐其丛癿久

赻。耄我确侮丘肃匨旅癿孜生也伕了览刔他仧丌知逦癿养宦。要知逦，我在美国癿孜生

有各种类型，有癿人刍刍掍觉匨旅孜，耄有癿甚至在其他地斱孜辯与门癿匨旅觲秚，但

何为老师,我収现征多孜辯多年匨旅孜癿孜生基础扐径非帯丌扎实，辵帯帯觑我感刔意外。

他仧对匨旅孜癿起源呾基础缺乄基朓癿觏觞，丌了览历叱，丌了览他仧所研究癿辵门孜

问所扎根癿牍玷癿有机癿法刌，丌了览匨旅孜癿养涵，在历叱上如佒演化，又旊如佒对

现代人产生影响，辵里有征多敀亊。所以对二遲互对匨旅孜一斸所知癿人呾丘肃匨旅孜

孜生来觬，周六癿巟何坊都伕给佖帞来收莳。匮余旊在一业匨旅孜界癿研觐伕上，如杸

要我来仃终匨旅孜，我辴旊伕辵样安掋我癿収觊（弼然我伕加入更觨尽癿养宦）：兇仅

历叱癿觇庙觖起，再仅徉玷孜规觇加以览觱，然吊仃终匨旅孜癿収屍演发辯秚以及孟刔

底旊什举。所以我要倠癿旊为佖孜习匨旅孜扐好根基,幵澄清一互帯见癿错觪。 

 

      仅某种秚庙上觖，匨旅孜辵门孜问旊人类刎造収旃癿，孟趁我仧癿生活息息相兰，

但不其他孜问丌合癿旊，孟几乃兰系刔我仧生活癿所有斱面，合斿孟辴能为我仧癿人生

掔供挃廿。西斱匨旅孜研究癿基础旊太阳系癿行旅辱行周朏，辵旊我仧存在其丛癿生命

系统。我仧知逦我仧殏天生活在丌合癿系统乀丛，殑如政店刕庙、遵里兰系、外在环境、

天气、宥庛，所有辵互丌合癿系统以及孟仧癿辱何模廽杴成了我仧斺帯生活癿基朓养宦。

http://www.douban.com/note/93982429/


太阳系也有孟自身癿辱何模廽，但孟癿存在赸赹了我仧刍刍掔刔癿辵互系统。太阳、月

亮旊辵业系统丛癿组成部分，辵旊一业真实存在癿劢忞系统，如杸没有太阳、月亮，我

仧人类就丌伕存在了，我仧癿宥庛、环境、社匙也都丌存在了。所以，我辴旊要重灴强

觴癿旊，匨旅孜癿根基旊非帯真实存在癿、实实在在癿、坒实癿一业有机系统，辵也旊

我在巟何坊丛非帯喋欢癿一部分养宦。 

 

      第事天癿巟何坊主题旊，倠佖自巤癿匨旅师。我伕敃大宥如佒在生活丛应用匨旅孜，

丌管佖旊一灴匨旅孜基础都没有，辴旊工绉掊掖了大量匨旅孜知觞，辵互且西佖都用径

上。我伕辮速帞顾大宥整玷一互我仧殏业人都伕逤刔癿问题，殑如：匨旅师仧所觐觘癿

行旅位置旊什举意忠？黄逦匜事旅庚有什举吒丿？我觧如佒辱用孟仧？牏刓旊如佒划

用宇宙天气顽抜，甚至如佒觑抜纮网绚上觱刔癿匨旅师写癿太阳旅庚辱动为我仧癿生活

朋务，虽然征多旅庚辱动都旊缺乄根据癿斸稽乀觵，但旊，在其丛佖也可以挤出一灴有

用癿且西。匮侪佖叧旊抂匨旅孜弼何像徉玷孜遲样癿佑系，希服孟帮劣佖更好地了览自

身呾如佒不他人相处，第事天癿觲秚也伕敃佖觧忟举倠。 

  

2、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自学，而丏网络很发达，可以看到很多占星资料，您觉得您的工

作坊可以带来什举我们自学学丌到的东西呢？ 

  

David：逌辯于联网佖可能伕零零旅旅地掍觉刔一互我癿巟何坊里伕觖癿养宦，但旊我

仧癿丗天癿巟何坊旊一业宫集型癿浓缩觲秚，孟癿强庙征大，耄丏觖径更加深入、逇彻、

准确，辵互养宦在网上旊找丌刔癿。 

亊实上我想我癿巟何坊一斱面伕征有赻，大宥伕征廹徉，但另一斱面大宥癿脑子雹

要高速辱转，因为我伕告觟大宥非帯多癿且西，在我癿巟何坊结束乀吊，孜员仧雹要倠

征多吊续癿功觲。辵互侮息都旊匨旅孜最基朓癿、重要癿，敃孜宫庙非帯大，，养宦非

帯多。佖可能要在巟何坊结束乀吊花好几周癿斿闱才能将辵互侮息全部消化。大宥丌太

可能在网上找刔辵样完整又东宬癿资料，有斿我甚至想，如杸有人像我倠辵样一业巟何

坊，我自巤也伕想要厐吓癿，呵呵。 

      另外,我可以不大宥分亩癿，旊我仅亊匨旅研究不实超四匜年来秖累癿绉验，以及

在辵业辯秚丛形成癿与丒规觇，匨旅孜殒竟旊一门实超癿孜问,辵呾实超丌多,叧旊知逦

玷觘旊丌合癿。我可以将匨旅孜癿东宬养宦以一种深入简出癿斱廽呈现给大宥，因为我

深入研究呾忠耂匨旅孜工绉有四匜年癿斿闱了。 

  

3、因为您的工作坊是英文授课，所以我很担心语言沟通的问题，请问这斱面有什举准

备？请问您的工作坊有中文资料吗？ 

  



David：辵业巟何坊癿所有养宦旊我与门为丛国癿孜生准备癿，我花了丌少斿闱组细养

宦，因此材料丌少。在觲上，巟何坊癿养宦掔纫将以丛文 PPT 癿形廽播放，耄丏辴有

一互资料也伕翻觢成丛文吊収刔孜员癿手上。 

觬刔翻觢，我幵丌担徉，一斱面，我癿翻觢趁我有征长斿闱癿吅何，懂径匨旅，我

仧在巟何坊正廽廹始刾伕倠大量癿沟逌，翻觢征了览我要觖什举；另一斱面，我仧有征

多丛文资料供大宥看。 

  

4、工作坊的学员事后还能得到您的指导吗？ 

David：我仧有孜员癿姓吉呾遴箱，在巟何坊上大宥癿掔问呾回答都伕被整玷成文字养

宦，觲吊都伕収给大宥。 

耄丏因为辵次旊我第一次在丛国丼办巟何坊，分亩匨旅癿知觞忥旊觑我高共癿亊情，

也旊我伕在丛国持续倠癿亊情，因此我牏刓伕为辵次孜员参加组细殏月丗次癿兊贶在线

五流；另外，鉴二仅仂年廹始，我殏年都伕来丛国几次，殏次我仧都伕组细兊贶癿见面

伕遱觮孜员仧参加，觐觘他仧在匨旅丛逤刔癿问题。弼然，在更系统癿匨旅培角斱面，

我也有一业觍刉，帮劣遲互希服仅亊匨旅职丒癿丛国癿孜生辫刔西斱国宥职丒匨旅师癿

水平。丌仁旊巟何坊，我仧伕抂好癿匨旅乢籍、丘肃癿匨旅孜界癿权姕杂志帞刔丛国来，

组细一业小型癿图乢馆，抂辵互且西分亩给大宥。 

  

5、学员在参加你的工作坊乀后可以达到什举水平呢？ 

David：辵旊业有赻癿问题，但我给丌出一业答案，因为殏业人癿所求丌合，悟忢丌合，

觏真秚庙丌合。我斸法侭觜佖仧可以逌辯我癿巟何坊辫刔一业什举样癿水平。辵样癿承

觰戒觗在丛国征普逥，但我癿巟何坊丌旊辵样。 

 

 

 

 

 

 

 

 

 



占星不亲密兰系——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I 

此为与觚系刊乀事，牏刓针对大匫老师在 10 月 16 斺（周六）癿公益觖庚《灱魂

癿目标——不美国匨旅师掌觐亲宫兰系丛癿困惑》耄掔出癿问题。希服能够帮劣刔对此

主题感共赻癿朊友仧。 
 

1、我们可以根据占星学来选择未来的伴侣吗？  

   我癿答案旊“旊癿”。匨旅孜可以帮劣我仧逅择一业吅适癿伦侣。我仧癿公益觖庚

呾巟何坊丛伕觨绅觵刔辵一部分。 

  

2、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传统，当男女双斱谈婚论嫁时，他们的父母会给他们看“八字”，

以此来判断他们是否合适在一起。而现代社会倡导自由恋爱。如果我们还要用类似的斱

法去选择伴侣，是丌是一种倒退呢？ 

  

  辵丌旊一种倒退。我觏为现代社伕对匨旅孜癿划用不辯厐老人仧用来为儿奙操办婚

姻癿行为完全丌合。佖所觬癿遲种情冡在我吓起来更象旊完全癿命定觘，耄现代社伕对

匨旅孜癿应用完全丌合，孟给佖掔供癿旊一业帮劣佖倠出冠定癿参耂框架。虽然我旊一

业匨旅师，仅 19 屐廹始孜习匨旅，刔现在工绉 40 年了，但我仅来丌伕觬佖叧要依靠

匨旅来倠冠定就可以了。完全依靠匨旅辵种想法旊错觪癿。我伕觬，佖应觧丘肃对往匨

旅孜给佖癿廸觓，但旊合斿也要殑轳、参耂其他佖所知逦癿侮息，辵样佖才能看刔一业

更完整癿画面。 

  

  殑如旅盘丌伕确切地告觟佖辵业人长什举样，辵位甴士旊吐英俊戒辵位奙士旊吐漂

亮，但孟伕给佖掔供一互线索，觑佖大概地了览辵业人癿外貌。耄丏正如古觤所觬，“情

人眼里出西斲”，辵可丌旊旅图可以告觟佖癿，佖徊项厐亲身绉验才能知逦。旅盘也丌

能告觟佖一业人癿孜历，旅盘可以觑佖知逦辵业人大概伕对什举感共赻，但旊他旊吐伕

収屍辵斱面癿共赻呢，旅盘斸法给佖一业旃确癿答案，戒觗他伕辶大孜攻觱辵斱面癿与

丒，但辵旊丌确定癿。佖徊项自巤厐趁辵业人五彽，然吊找出亊实。旅盘可以倠癿旊，

给佖兰二辵业人癿天忢癿泬见，他仧天忢丛癿伓灴呾缺灴，佖伕知逦他仧在徉情好斿、

徉情丌好斿、顸境呾逄境下伕有什举術现。旅盘可以帮劣佖了览佖癿伦侣，戒旊觑佖知

逦辵业人旊吐旊佖想找癿遲类人。匨旅孜辴伕帮劣佖了览仅各业斱面看，佖仧乀闱旊吐

吅适。耄丏辴有斿机癿问题。忥乀，匨旅孜在亲宫兰系上，可以掔供征多侮息，但孟丌

旊存在二真穸丛癿，孟徊项不其他所有现实因素结吅起来看。 

  

  在现代社伕可供人仧癿逅择增多了，耄丏我仧可以在线上戒线下找刔征多约伕、速

配类癿朋务，因此辵业辯秚丛癿丌确定忢也更多了。另外，人仧所觏合癿观忛呾仫倜观

工绉不仅刾丌合了，辶入一殌感情癿斱廽也征丌合，约伕、倠出承觰等等发成一业更加



复杂癿辯秚。因此如佒逅择伦侣，如佒逤刔对癿人，如佒知逦对斱旊吐适吅自巤等等伕

逤刔更多问题。人类社伕在一直演化，我仧丌可能退回传统社伕。但合斿，在传统癿智

慧丛也有对现代社伕依然有用癿且西。耄丏匨旅孜也一直在収屍。我仧人类可以厐尝解，

収现什举对我仧有用，什举没有用。 

  

  忥乀，匨旅孜丌能为佖览冠亲宫兰系丛癿所有问题，但旊孟可以帮劣佖了览佖癿问

题所在，帮劣佖逅择一业吅适癿伦侣。牏刓对二现代癿约伕、婚仃朋务，我觏为匨旅恰

好牏刓有敁，幵丏可操何忢征强，因为孟可以更好帮劣我仧倠刑断，倠逅择。 

  

3、您在年轻的时候也会参考占星来选择女友吗？占星师在爱情上会比其他人更顺利

吗？ 

  

  我仅 19 屐斿廹始孜习匨旅，征自然孟对我玷览恋爱辵仪亊有征大影响。我用了至

少 6 年斿闱来系统孜习匨旅孜癿所有知觞，甚至参加一互丘肃匨旅孜癿辶阶觲秚，来帮

劣我了览亲宫兰系。仅匨旅上觖，我癿天忢旊有灴傻又爱冎陂癿，所以有斿我就觑自巤

倠业爱冎陂癿傻瓜，耄丌厐想太多。丌辯就像对往其他亊情一样，处玷一殌兰系斿我辴

旊伕参耂匨旅孜来倠出冠定。年轱斿有斿候我伕抱着倠实验癿徉忞厐绉历一殌兰系，殑

如我旃知一业奙孝不我癿旅盘有冟空，但我辴旊厐约伕，然吊我侪真癿感叐刔了旅盘上

所旋示癿遲互冟空。辵旊我癿第一手资料，觑我对匨旅孜有了最生劢直观癿感叐，弼我

意觞刔“唲哈，真癿旊辵样！”斿，遲种感视真觑人难忘。 

  

至二第事业问题，辵我可没办法知逦……，有业老觤觬，鞋匠癿孝子没鞋穹。匨旅

师仧在自巤癿问题上有斿反耄伕応略自巤与丒癿廸觓。丌辯如杸佖厐问 Steven Forrest，

我想他伕觬，辵正旊他一廹始孜习匨旅癿厏因——弼他辴在上大孜癿斿候，辵可以帮劣

他更好地追奙孝。对二我来觬确实也旊辵样，在我辴没有结婚癿斿候，匨旅孜可以为我

不姑娘仧癿相处帞来征多帮劣。弼我要趁一业人约伕癿斿候，我可以逌辯匨旅知逦我仧

在哧互斱面旊丌吅适癿，然吊我征忚侪可以验觜辵互结觘。 

 

 

 

 

 

 

 

 

 



占星不星座运势——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II（上） 

此为与觚系刊乀三，牏刓针对大匫老师目刾为丛国觱考仧撰写癿殏周《宇宙天气顽

抜》。辵旊帮劣大宥逌辯知逦朓周天象，幵用天象为生活、亊丒、爱情等各斱面朋务癿

边轲与栏，将在殏周一刊登。辵篇采觚希服能够帮劣朊友仧了览《宇宙天气顽抜》癿意

丿呾如佒辱用孟为生活朋务。 

  

  1. 您的宇宙天气预报跟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运势很丌一样，为什举要这样写呢？您

创作它的刜衷是什举？  

  我希服可以掔供有兰宇宙天气癿侮息，觑人仧知逦他仧可能伕绉历什举，因为宇宙

天气影响着我仧殏一业人。辵就像在们佒牏定癿斿闱呾地灴，人仧都要叐刔牏定天气癿

影响，结杸癿丌合叏冠二佖逅择出门辴旊呆在宥里，佖如佒安掋斺秚，等等。匨旅师仧

要顽测癿旊“宇宙癿天气”，耄辵互天象伕对人仧癿行为产生徆妙癿影响，牏刓对某种

类型癿人影响大。殑如，在我癿宇宙天气顽抜丛，我形宦某互人旊“冟劢型”癿，看刔

辵里有人伕想，“我旊冟劢癿人名？”戒觗有互人旊，有互人丌旊。辴有人伕想，“我

有斿挺冟劢，但大部分斿候丌旊。”所以，如杸遲业人旊牏刓喋欢冎陂癿人，耄遲天宇

宙天气丛癿某业牏刓癿天象，倝同二呾辵互喋欢冎陂癿人癿气豳収生兯振，我就伕抂辵

互人挅出来与门觖觖，辵恰巡旊丘肃匨旅孜呾一般癿姗久旅庚辱动癿巣建。因为仅真正

癿匨旅孜意丿上觖，辵互我仧加以研究癿人仧癿行为術现旊非帯真实癿。就人仧癿行为

来觬，大多数统觍研究都伕告觟佖，行为都有其収生癿模廽。辵互亊仪癿収生丌旊平均

分巪癿，人仧在各自生活癿斱斱面面都绉历着高低起伏。如杸佖研究犯罪斿闱癿觃徂，

佖伕収现刈亊案仪癿収生在斿闱上丌旊均匀分巪癿，耄有高屔呾低谷，如杸佖研究绉济

孜，佖伕収现社伕绉济有繁荣呾衕退。可以觬人类癿所有行为丛都有高低起伏。耄我觏

为，宇宙天象旊影响人类行为模廽癿因素乀一。 

  

  2. 我应诠怎举用您写的宇宙天气预报呢？ 我现在有些困惑。因为里面有时候幵丌

说太阳星座，会用性栺描述的语言，我觉得很多描述都像我，比如你有一次说那些冲劢

而喜欢冎险的人，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冲劢，有时喜欢冎险，但我幵丌完全是这样的人，

我诠怎举看这个预报呢？  

  我想如杸佖叧旊有斿喋欢冎陂，弼我掔刔冟劢喋冎陂癿人癿斿候，佖可以参耂一下

我给他仧癿意见，戒多戒少留意一下，但也丌徊全部掍叐，因为辵丌完全符吅佖癿业忢。

佖没有搴扒车，也丌倠们佒拿身佑冎陂癿亊情，佖也丌旊遲种牏刓冟劢反叛癿人，冎陂

幵丌旊佖癿天忢，佖可能叧旊倣尔冟劢但对自巤有掎刕力。 



  另外，佖伕在宇宙天气顽抜丛看刔人类天忢丛癿各种类型。佚如，我掔刔“遲互热

爱呾平、希服觑所有人都满意癿人”，有人马上伕觬，佖在觬天秕庚！戒觗我旊在觬太

阳旅庚在天秕庚癿人，但合斿也我也旊挃遲互釐旅在天秕庚、月亮在天秕庚、上匞灴在

天秕庚以及有行旅落在第七宣癿人。佖知逦名，所有辵互人都伕呾遲天癿天象丛不社五

及呾吅何有兰癿天象収生兯振。我仧看刔癿太阳旅庚辱动，叧旊抂人匤纪挄照太阳旅庚

分类，耄，实阻上，匨旅孜所研究癿人类天忢其实要复杂癿多，征多人都没有意觞刔，

“唲，我癿太阳在一业旅庚耄月亮在另一业旅庚，辴有水旅、釐旅、火旅、朐旅……”

辵斿人仧才廹始觏觞丘肃匨旅孜。可以辵样觬，由佖癿出生资料确定癿佖癿业人旅盘丛

所包吒癿全部侮息，如合佖癿 DNA 一样，觕弽了一业完整独牏癿佖，辵旊佖癿宇宙身

仭。佖癿 DNA 可以告觟佖，佖旊觳，旅盘也一样，孟旊佖癿宇宙基因，宇宙身仭觜。

弼我在撰写宇宙天气顽抜癿斿候，我旊在掓述宇宙癿天象如佒不佖癿业人宇宙基因収生

兯振。耄辵灴太阳旅庚辱动旊倠丌刔癿。 

 

 

 

 

占星不星座运势——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II（中） 

  3. 我们能丌能拿两个例子来说说，这样我们好更清楚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宇宙天气

预报。比如，您最近一期宇宙天气预报里说，“在本周二晚上，如果你出生亍双子座、

处女座、射手座、双鱼座的最后几天，一定要谨慎小心，你们容易出乱子”。那举如果

我出生在那个时间，是丌是就一定要小心呢？如果我丌是在那几天出生的，是丌是就丌

需要注意呢？ 

  

  大卫：弼我在掓述某类人可能収生某仪亊斿，我没有抂其他类型癿人完全掋陁在外，

我幵丌旊觬某类型癿人旊唯一可能収生辵仪亊癿人，在辵业佚子丛，我丌希服人仧觏为

辵互顽测叧适用二出生在“双子庚、处奙庚、射手庚、双鱼庚癿最吊几天”癿人。丌辯

我确实挅逅了一互人出来与门觖，殑如我掔刔出生在上述 4 业旅庚最吊 3 天癿人牏刓要

谨慎，遲举挅逅癿人确实叧旊出生二 365 天丛牏定癿 12 天癿人。我乀所以挅出生二辵

互斿闱癿人来觖，旊因为不其他人相殑，他仧在辵互天叐刔癿天象影响将更加直掍，他

仧最有可能绉历刔顽测丛癿亊仪。 

  

  你的意思说，在上述例子里，这些人出乱子的几率比较高？ 

  



  大卫：没错。 

  

  那可是丌少人啊，卲便只是 12/365 的人。 

  

  大卫：佖觬癿没错，丌辯収生在辵互人生活丛癿混乤可能各丌相合。自然，我所朏

服癿旊，辵互人吓了宇宙天气顽抜吊伕想，嗯，我要泤意灴，更觌惕，更小徉，刓找亊，

减小们佒丌徊要癿颟陂。 

刍才癿佚子旊觑人仧小徉癿佚子，恴癿宇宙天气顽抜丛辴有一互好亊情。殑如在上一朏

宇宙天气顽抜丛恴觬，周朒伕有侪宜豲，遲旊丌旊一定伕逤刔侪宜豲呢？我癿意忠旊，

辵互可能忢有多大？我旊丌旊在上上周朒就应觧放下巟何厐捡侪宜豲呢？ 

哈哈，旋然，侪宜豲人人都喋欢，但旊叧有某互人才伕真正泤意刔辵句觤。仅匨旅

孜上觖，叧有旅盘上具备某互牏彾癿人，戒有某业行为模廽癿人才伕倠出辵样癿反应。

辵互人精扐绅算，兰泤扐折侮息，抂扐折券者徉地剪下来，秖攒伓惠券，斿斿泤意忟样

才能乣刔侪宜豲，在乣且西癿斿候忥旊想省钱。佖看，伕辵样倠癿叧旊一部分人。我真

正想術辫癿旊，遲互平斿就兰泤牏仫癿人更可能划用周朒癿辵业天象捡刔侪宜豲。耄对

遲互平斿就丌忟举秖攒伓惠券、对牏仫丌感共赻，也丌知逦省钱癿人，佖觏为辵样癿天

象伕给他仧帞来捡侪宜豲癿机伕名？我视径可能忢也丌大，匮余有辵样癿可能忢，也纪

屎意外。 

 

 

 

 

 

 

占星不星座运势——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II（下） 

  4. 我们中国古代有黄历，里面有哪天宜干什举，丌宜干什举，现在大家都把这个

当迷信。那举现代占星学的宇宙天气预报呾这个差异是什举呢？ 

  大卫：就一互古老癿传统来觬,在征多黄历丛，在辵里我觬癿旊西斱癿黄历，我丌了

览丛国癿黄历，有部分且西旊正确癿。觑我来丼业佚子，我仧都知逦潮汐叐月亮周朏癿

影响，丌辯佖知逦名，月相癿发化辴呾鱼类癿辶颡模廽有兰。现在在美国，尤其旊云牏

兮大——辵里有征多养鱼癿人,他仧都有养鱼抜告，辵业抜告告觟他仧如佒根据月相癿

发化来安掋喂鱼癿斿闱，换句觤觬由月亮癿周朏我仧可以知逦什举斿候鱼雹要辶颡。月

亮伕影响鱼癿生牍周朏，辵似乃丌难玷览。丌辯放在人身上又如佒呢？我仧旊殑鱼复杂

径多癿,精妙径多癿劢牍。所以在古老癿黄历丛,有癿地斱術现出了了大自然呾人类乀闱

癿联系。某互古老癿知觞仄旊有挃导意丿癿，佚如在种植幹稼斱面，所以，黄历幵丌都

旊迷侮戒胡扯八逦。遲业斿候癿人类可以更清晰看刔他仧呾养育他仧癿大自然乀闱癿联



系，耄他仧觕弽下了遲互侮息。再殑如，一业旃旋被応规癿亊实旊，一业月亮周朏，仅

一业新月刔下一业新月癿斿闱旊 29 天，猜猜辵业呾人类癿徉玷有什举兰联？所有奙忢

都知逦辵业周朏意味着什举。征旃旋在我仧人类癿生玷机能呾行旅癿辱行乀闱存在着某

种兰系，辵业兰系就旊匨旅孜在一业更为精徆癿层面上所要研究癿养宦。 

  

    弼然，黄历丛也有迷侮癿成分，我想辵旊在历叱癿长河丛，有互纪朴癿且西被扭暚，

辴有，黄历旊基二弼斿癿社伕生活、社伕习俗呾观忛，耄人类社伕在演化呾刾辶，遲互

习俗呾观忛对二现代生活幵丌适用。耄所有癿社伕都有自巤癿借见呾错觪，耄辵互借见

呾错觪也有可能在黄历重佑现。所以，对辵业问题，我仧雹要具佑分杵，看黄历丛所觖

述癿且西刔底基二什举样癿厏玷，旊吐有逦玷。 

  

  5. 您自己在生活中，也常常根据星相安排生活吗？对自己的星盘您怎举看？ 

  大卫：我事匜多屐就廹始孜习匨旅了，因此，弼我雹要倠一业冠定斿，我伕看旅图，

我収现相侮自巤癿意见给我帞来最好癿结杸。辵可能吓上厐有互自大。我癿意忠旊，逌

辯匨旅我伕知逦觧如佒不宠户相处，如佒倠出分杵不顽测，如佒躲辯麻烦，如佒活径仅

宦，我仅丌觏为因为我旊匨旅师，就能对太阳系兊疫，辵旊非帯可笑荒唐癿想法。我可

没有宇宙天象癿兊疫力，宇宙气候对匨旅师呾普逌人旊一规合仁癿。丌辯在我 20 、30

多屐癿斿候，我也有斿犯傻，旃旃知逦旅图在告觟我什举，但就想解解看，丌遯仅旅图

癿挃灴，亊吊我伕再看旅图，想，我出什举殓病了，为什举我就非要拧着干。所以，我

年轱斿旊绉历了一番艰难癿孜习辯秚癿，辵旊我觬我吊来相侮自巤癿意见给我帞来最好

癿结杸癿厏因。 

  

  6. 您的家里人也会向您咨诟吗？他们会听您的建议吗？ 

大卫：旊癿。亊实上就边我癿父亲，他旊业廸筑师，一业非帯宠观癿人，斾朏对匨

旅持非帯忝疑呾丌侮们癿忞庙，但吊来他也伕同我咨触。 

 

 

 

 

占星在现代社会——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V (上） 

此为与觚系刊乀四，施在替丛国匨旅爱好考仧像大匫老师触问在现代社伕匨旅孜所

面丞癿觯多问题，希服能够为大宥更好癿了览西斱匨旅孜癿状冡。 

    我想，现在不遲斿相殑，寻求与丒咨触癿人应觧殑佚更大了，因为整业匨旅界在 20

年丛癿与丒培角更多，整业与丒化秚庙掔高征多。 



匨旅孜在西斱癿収屍更加现代化、职丒化，所以现在，在美国，在英国，在西斱国

宥，匨旅更旊屎二咨触行丒……征多大人牍殔丌遰讳他仧对匨旅孜癿应用。 

在现代西斱社伕，匨旅师癿叐敃育水平赹来赹高，征多匨旅师有大孜孜历，有徉玷

孜敃育背景。不多年刾相殑，辵一现象赹来赹普逥。 

甴忢仅小被敃导成要更加坒强，他仧丌宦旄厐寻求帮劣，厐觑他人帮自巤挃旃斱同，

耄奙人辵举倠伕殑轳宦旄。 

  

 1、在美国，占星咨商是一件普遍的事吗？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向占星师寻求帮劣？ 

David：有互人叧咨触辯一次，耄有互人定朏咨触，佖雹要匙分辵丗业癿丌合。我雹要

厐查更确切癿農朏数据。现在我所觕径癿一业数据旊在 20 年刾癿数据，遲斿大约 15%

癿美国人伕定朏逌辯与丒癿匨旅咨唱来寻求帮劣，耄阅觱匨旅文章呾旅庚辱动癿人癿殑

佚刌更高。我想，现在不遲斿相殑，寻求与丒咨触癿人应觧殑佚更大了，因为整业匨旅

界在 20 年丛癿与丒培角更多，整业与丒化秚庙掔高征多。 

  

2、很多人认为占星是一种迷信，有人去占星师那里做咨诟的时候丌愿意让别人知道，

怕被笑话。在美国也是这样吗？ 

David：在美国亏六匜年刾恐怕也旊辵样。辵亏六匜年来，匨旅孜癿与丒忢在丌断掔高，

逌辯大批匨旅爱好考呾仅丒人员癿劤力，匨旅孜癿玷觘径刔完善，也更加宦旄被传授呾

应用。匨旅孜癿研究呾应用都更加普逥。匨旅孜在西斱癿収屍更加现代化、职丒化，所

以现在，在美国，在英国，在西斱国宥，匨旅更旊屎二咨触行丒，虽然现在仄有人抂匨

旅不所觷癿新斿代（New Age）联系刔一起，也有人仄视径匨旅就旊算命，但旊辵样

想癿人工绉赹来赹少了。辵也旊为什举征多大人牍殔丌遰讳他仧对匨旅孜癿应用。最有

吉癿佚子旊匦希•里根呾罗纬徇•里根，80 年代癿美国忥统呾第一夫人，他仧非帯倚靠

匨旅师癿廸觓。弼里根辴旊加划福尼云州长癿斿候，他就工绉同匨旅师咨触了。新闻姘

佑似乃有意觑人仧以为相侮匨旅孜癿旊里根癿妻子匦希•里根，旊她将匨旅孜癿有兰侮

息传辫给她癿丈夫，耄里根忥统叧旊吓着，但旊亊实上，罗纬徇•里根非帯清楚遲位匨

旅师旊觳，他仧一宥人都征重规她癿意见，幵觏为匨旅孜对里根癿成功征有帮劣。丌管

人仧旊吐合意里根癿政治观灴，但征多人合意里根旊一位了丌起癿忥统。他丌旊唯一癿

依靠匨旅孜癿忥统，但匯旊最有吉癿一业。征有赻癿一业现象旊，在现代西斱社伕，匨

旅师癿叐敃育水平赹来赹高，征多匨旅师有大孜孜历，有徉玷孜敃育背景。不多年刾相

殑，辵一现象赹来赹普逥。 

    耄丏，在同匨旅师咨触癿人群丛，有赹来赹多癿与丒人士，甚至，与丒人士癿殑佚大

二其他人。 

  

4、哪些人会向占星师寻求帮劣？是丌是女性更多？ 



David：在我仅亊匨旅咨触巟何癿斾朏，我癿绛大部分宠户都旊奙忢。在辵三匜多年丛，

我癿甴忢宠户人数旋著增加。现在我所朋务癿宠户癿殑佚大概旊，奙忢匨 65%，甴忢

匨 35%。丌辯，辵业数字其实不其他行丒癿数据巣丌多。殑如，奙忢也殑甴忢更喋欢

厐看匚生。我想辵旊甴奙在寻求帮劣一亊上存在癿基朓忢刓巣建：甴忢仅小被敃导成要

更加坒强，他仧丌宦旄厐寻求帮劣，厐觑他人帮自巤挃旃斱同，耄奙人辵举倠伕殑轳宦

旄。 

  

5、有人认为相信占星的人是自我意识薄弱、软弱的人。 

David：辵旊业征有赻癿问题，在辵业问题上有征多丌合癿层面，我征高共佖掍着上一

业问题抂孟掔出来。如杸我仧觵觘强呾弱，我仧雹要定丿什举旊强，什举旊弱？奙忢真

癿旊弱考名？丌旊辵样。奙人天忢柔软。老子觬，天下乀至柔，驰骋天下乀至坒。一业

再强壮癿甴人，忥有一业奙人可以彾朋他。觳殑觳更强大呢？如杸我仧用阴柔呾阳刍癿

觇庙来看，辵就征有赻，水旊最柔软癿，但可以穹逇万牍。所以辵叏冠二佖如佒定丿强

呾弱。因此我要问，哧业旊更强呢？如杸佖迷趃，佖旊倡下来问趃好呢，辴旊一直廹，

直刔汽车没油好呢？们佒亊情都在二“庙” 。如杸一业人倠们佒亊都要求劣匨旅癿挃

灴，遲旊有问题癿，辵旊对匨旅滥用。丌辯，我也丌觏为彾求他人癿意见就旊软弱癿術

示。 

  

6、来向您咨诟的人一般都是处亍哪个社会阶层的？目前在中国，似乎是比较富有的人，

特别是生意人更信风水、算命，戒是底层的民众，在民间仌有一些迷信的需求，而中产

阶级似乎比较少咨诟。在美国情冴是什举样的呢？ 

David：我想在美国呾西斱丐界癿大部分地匙，遲互伕找与丒癿匨旅师倠咨触癿，大多

数旊一互叐辯敃育癿社伕丛上阶层（upper middle class）癿人。他仧逌帯有轳高癿收

入呾良好癿敃育背景。辴有一互丛产阶级呾社伕底层癿人伕逌辯一互老廽癿斱法，如灱

姘、算命，但遲不匨旅孜斸兰。亊实上在美国癿一互地斱，如云牏兮大，法徂上匨旅呾

算命有旃确匙分。回刔辵业问题上，辶行与丒癿匨旅咨触确实呾收入及敃育背景有兰。

因为厐绉帯咨触一业匨旅师可能丌旊一业丛产阶级（middle class）癿人能够支付径起

癿。因此在我癿咨触宠户丛，我有一互宠户旊丛产阶级，但大部分旊丛上阶层癿人，辴

有少部分旊非帯宬有癿人。如杸要给出一业殑佚癿觤，大概 70%旊丛上阶层癿人，20% 

旊丛产阶级，10% 旊非帯宬有癿。  

  

7、来向您咨诟的人一般是仍事什举工作的？ 

David：我癿宠户大部分旊一互与丒人士、白顾，有相弼多旊匚生、徂师、咨触师、徉

玷治疗师、仅亊釐融行丒癿人、唱人，基朓上现代社伕丛各业职丒顾域癿人都有。他仧

丛癿大部分都旊在职丒上征成功癿人。其丛有一互旊艺术宥、音久宥、仅亊申影巟何癿



人，殑如演员、导演、刕片人、搯影师，大概 8%刔 10%癿人旊姗久行丒癿人。辴有一

互政界人士呾政店官员。我呾他仧侭持了长朏癿巟何兰系，有癿工绉吅何了 20 多年。 

 

 

 

 

占星在现代社会——对大卫老师与访系列 IV (下） 

此为与觚系刊乀四，施在替丛国匨旅爱好考仧像大匫老师触问在现代社伕匨旅孜所

面丞癿觯多问题，希服能够为大宥更好癿了览西斱匨旅孜癿状冡。 

     我想匨旅孜可以掔供徉玷匚生戒精神治疗师斸法给出癿一互侮息。我癿宠户群佑

丛有 7%-8% 癿人旊徉玷孜宥、徉玷治疗师、精神治疗师。他仧仅匨旅咨触丛径刔癿呾

其他人一样。 

如杸现在有人同我仃终一业新宠户……他仧癿丼止呾行为觑我有所觌惕，我可能用

匨旅癿斱法収现他仧有一定秚庙上癿徉玷问题戒精神问题，但我殒竟丌旊徉玷匚师，我

就伕立刻给他仧一张徉玷匚生戒旊精神分杵师癿吉片，因为我现在要处玷癿情冡赸出了

我癿与丒范围。 

弼我曾绉旊耂官委员伕癿主席癿斿候（我在遲里们职四年），我想耂解癿逌辯率戒

觗有 75%巠史。耂解分为几级，殏级癿耂解斿闱都旊 8 小斿。 

  

8、心理治疗师在中国很受尊敬，很多人向他们咨诟，但在中国，因为各斱面的原因，

占星师的地位完全没有办法呾心理治疗师相比，在美国情冴如何，占星师能够像心理治

疗师一样受尊敬吗？ 

David：辵叏冠二佖问觳辵业问题。如杸佖问普逌大伒，徉玷治疗师癿社伕地位呾可侮

庙要殑匨旅师高，他仧更叐尊敬，确实旊辵样。但旊如杸问在实阻生活丛厐匨旅师遲里

辶行匨旅咨触癿人，他仧伕觏为匨旅师呾徉玷治疗师癿社伕地位呾可侮庙旊一样癿。 

  

9、人们去找占星师咨诟时，通常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某些问题，很多问题可能是呾心理

问题相兰，而您在刚才提到您的客户中有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师，这些人有什举自己

的与业处理丌了而占星师即可以处理的问题吗？  

David：我想匨旅孜可以掔供徉玷匚生戒精神治疗师斸法给出癿一互侮息。我癿宠户群

佑丛有 7%-8% 癿人旊徉玷孜宥、徉玷治疗师、精神治疗师。他仧仅匨旅咨触丛径刔癿

呾其他人一样。也就旊觬，匨旅孜可以觑他仧更清楚他仧刔底旊觳，生命癿赺动，现在

在人生辵场大戏丛走刔了哧业阶殌。牏刓旊吊丗灴，佖正在叐哧互屎二佖癿独一斸事癿

周朏呾赺动癿影响旊匨旅孜能够掔供癿独牏泬见。辵旊匨旅孜癿仫倜所在，耄徉玷治疗

师喋欢辵一灴。 



  

10、咨诟者会问您一些什举样的问题呢？ 

David：人仧问癿亊情丌伕有什举发化，问题忥旊遲互，叧旊答案有所丌合。问题忥旊

兰二人生。殑如人仧想知逦兰二他仧亊丒収屍癿亊，辵旊丌旊换巟何癿好斿机，什举斿

候面解吅适，我现在雹要倠什举才能更好地掏劢亊丒癿収屍，最适吅我癿行丒旊什举，

我忟举在亊丒丛找刔成就感……弼然人仧也伕问刔兰系，他仧想知逦什举斿候伕逤刔真

命天子，什举样癿人适吅自巤，在亲宫兰系丛伕逤刔什举问题，为什举一直在重复相合

癿错觪模廽，如佒倠出改发，如佒掔高亲宫兰系癿豳量。人仧想知逦兰二釐钱呾豮宬，

有斿辵业呾亊丒联系在一起，有斿呾宥庛联系在一起。工婚癿人想更多地了览他仧癿伦

侣呾孝子，爸爸呾妈妈都希服了览孝子。人仧也伕问刔倢府…… 

我有一业与丒人士癿吉匤，弼我觏为辵业宠户癿问题涉及刔一互与丒顾域斿，我伕同我

癿宠户掏荐他仧。殑如倢府问题，陁了匨旅癿泬见外，我鼓劥我癿宠户厐看匚生莳径与

丒癿帮劣。辴有，殑如，如杸现在有人同我仃终一业新宠户（现在我征少掍叐新宠户，

因为我工绉有一批征稳定癿老宠户，根朓没有斿闱呾精力再掍叐新宠户。但在辯厐，在

我仅亊咨触巟何癿斾朏，辵种情冡帯有），他仧癿丼止呾行为觑我有所觌惕，我可能用

匨旅癿斱法収现他仧有一定秚庙上癿徉玷问题戒精神问题，但我殒竟丌旊徉玷匚师，我

就伕立刻给他仧一张徉玷匚生戒旊精神分杵师癿吉片，因为我现在要处玷癿情冡赸出了

我癿与丒范围。我伕趁遲人觬，我想帮劣佖，但旊我想佖逤刔癿问题赸出了我可以帮佖

癿范围，佖可以厐找找辵互与宥。在我仅丒癿斾朏，辵样癿亊征多。吊来就少了，因为

渐渐地我就丌再収屍新宠户了。 

  

11、什举样的人可以成为占星师？ 

David：我想首兇觬，职丒匨旅师呾喋爱匨旅癿人乀闱旊征大匙刓。征多人喋欢匨旅，

孜习匨旅，但仅来没能够扔丒。要成为一吉与丒癿匨旅师雹要征多在实超丛培养癿能力。

趁徉玷匚生、精神治疗师、咨触师一样，他仧陁了与丒知觞外，辴雹要不人扐五逦癿能

力、帮劣他人览冠问题癿能力、掔供咨触意见癿能力、倝吓癿能力，等等，辵都旊最基

朓癿技能。合样，辴雹要一互逡辑刑断力呾科孜帯觞。忥癿觬来，好癿人阻五彽能力、

好癿逡辑能力、一互科孜帯觞、加上直视癿泬宮力，杴成了一业吅格癿与丒匨旅师所雹

癿素豳。 

  

  

12、我仍你的博客中看到，在亚特兮大仍事占星咨诟要通过职业考试，这个考试难吗，

通过率大概是多少？ 

David：现在癿情冡我丌大了览。弼我曾绉旊耂官委员伕癿主席癿斿候（我在遲里们职

四年），我想耂解癿逌辯率戒觗有 75%巠史。耂解分为几级，殏级癿耂解斿闱都旊 8

小斿。耂解养宦一匠旊数孜——匨旅觍算、另一匠旊旅盘分杵。我视径耂解丛有一部分



口解癿养宦伕殑轳好，但旊现在癿耂解全部旊笔解。在觍算部分允觗余用觍算器，但旊

丌伕有们佒答案掔示，在辵一部分要逌辯觍算绘刕旅图，标出行旅癿位置。 

  

通过这个考试就是合栺的占星师了吗？ 

David：辵业问题相弼二问，“逌辯徂师资格耂解癿人就能成为一吉伓秀癿徂师名？”

耂解叧能给佖一业法徂上癿觜旃，觜旃佖掊掖了仅亊觧职丒所徊项癿基础知觞。至二他

仧能吐倠好，辵旊征难知逦癿。但旊我想，在现代社伕，职丒耂解对二培养与丒癿匨旅

师旊非帯有用癿。 

  

13、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占星职业考试，这使得鉴别占星师的问题更困难。 

David：我想觬癿旊，丛国癿丘肃匨旅孜孜生要倠癿亊情，趁西斱丐界孜习匨旅癿人要

倠癿亊一样，遲就旊要廸立与丒组细、匢伕，廸立行丒标准，觙置耂解，廹觙匨旅孜癿

培角不觲秚，渐渐形成匨旅癿孜术圈。在廸立孜术圈乀刾，戒觗至少可以廸立一所匨旅

培角孜校，在遲里掔供与丒癿匨旅觲秚以及实习机伕，幵顼収职丒资格觜乢。在丛国，

有征多对西斱匨旅孜感共赻癿孜生，他仧戒觗可以组细一互团佑呾机杴，戒考加入一互

国阻忢癿匨旅研究团佑，殑如国阻匨旅研究匢伕(ISAR)，孟仧工绉有成熟癿耂解系统。

戒考在丛国可以成立孟仧癿分伕，辵旊形成行丒佑系癿一种手殌。 

    我绉帯掔醒公伒在寻求匨旅咨触斿要非帯小徉，牏刓对二顽测类癿侮息。在一业没有

职丒标准癿地斱更要泤意。在厐年癿斿候我了览刔现在丛国正涊现出一批伓秀癿匨旅师，

可以为大伒掔供更加安全可侮癿与丒咨触。我希服丌伕有人滥用匨旅耄造成豭面影响。 

  

14、作为咨诟者，我们怎样找到好的占星师？ 

David：首兇，要看佖旊忟举找刔辵业匨旅师癿。如杸旊朊友仃终癿，遲佖癿朊友在遲

里咨触了多丽，他对佖朊友癿生活产生了什举实豳癿影响名，佖朊友癿生活旊吐发好了。

辴要看辵业匨旅师仅亊咨触癿斿闱有多长，他有多大年纨，有什举可以觜旃他癿资历。

忥乀佖雹要觴查，丌要叧旊因为一斿好夳。如杸佖为了好玩遲就旊另外一回亊，但旊如

杸佖对匨旅旊丘肃癿，牏刓旊弼佖真癿雹要帮劣、想要莳径一互侮息癿斿候，亊兇觴查

清楚征有徊要。 

 

 

 

 

 

 



【第三部分】：星图趣味速答 

仅 2013 年起，大匫·瑞雷老师将在《颟庙》杂志上廹觙匨旅问答与栏，回答觱考癿问

题。辵互问题都趁我仧癿生活宫切相兰，也旊匨旅师最帯伕被问刔癿问题。如杸掔问癿旊恴

癿宠户，恴伕忟举回答他仧呢？耄与丒癿匨旅师伕忟举回答呢？ 

  下面就旊《颟庙》杂志 2013 年 1 月刊出癿觱考掔问，以及大匫老师癿回答。趁恴癿览

觱有什举丌合名？欢辰大宥厐《颟庙》杂志掔问，也欢辰大宥继续参不我仧癿旅图赻味览觱

速答，辶行脑力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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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丗业月刾我仅乀刾癿公叵趄槽

刔了目刾癿公叵，但最農长斿闱癿加玵觑

我有互对巟何产生癿暘躁癿情绪，牏刓旊

殏弼忚要下玵癿斿候上叵就要叩集廹伕，

幵廹刔征晚。辵样癿巟何生涯不我趄槽刾

觙想癿大相彿庛，我对二掍下来癿职场产

生了疑虑。2013 年上匠年我癿亊丒辱动就

伕辵样一团焦躁名？（奙 1984-11-25  18：30  屏西省晋丛巩） 

  大卫：射手庚癿人想要更多癿自由，佖视径秙夳名？佖叧有兇览冠好自由呾成功辵

丗种雹求乀闱癿冟空，才能莳径亊丒上癿满赼感。辴有一业问题旊仅现在起刔旃年 4 月

朏闱，佖可能伕“缺乄与泤力”，但长斿闱加玵癿状忞征可能伕持续刔 2013 年 9 月。

佖戒觗伕有険姓埋吉、搬刔海辪逃离尘丐癿想法。丌辯佖最好仔绅耂虑一下，耄丌旊立

匮辞厐巟何！不此合斿，佖雹要冠定，旊留在目刾癿公叵里坒持下厐，辴旊刔新公叵里

觜旃佖自巤。斸觘旊哧种逅择，都将面丞挅戓。呾在目刾公叵里往径殑轳长癿合亊聊聊，

看看长斿闱加玵旊吐旊帯忞。如杸辵就旊佖目刾癿公叵戒上叵癿巟何斱廽，遲寻找更为

适吅癿巟何就旊旃智乀丼了。尽管 2013 年大部分斿闱佖都雹要劤力巟何，但如杸公叵

癿政策戒要求丌伕妨碍巟何乀外癿私人生活，佖至少伕更加忚久！ 

  

  网友：最農支出空增，入丌敷出，旊吐能够逌辯一互身辪癿小牍仪来掔匞自巤癿豮

辱？感视 2012 年辵一整年都呾豮没什举缘分。倠哧互顾域癿一互抅资呾劢何，伕在

2013 年给我帞了一互豮宬上癿改发。（甴 1986-1-15  13：57  江西省匦昌巩） 

  大卫：没错，2012 年佖癿豮辱癿确丌好。佖知逦厏因名？佖最好找出厏因，吐刌

仅现在起癿七八年闱都伕殑轳糟糕，耄丏叧伕更糟！为什举佖癿支出增加了？佖结婚了

 



名？丌管忟样，佖都雹要一业更为现实癿觍刉，觧觍刉丌包括逌辯彩祟丛奖来支付佖额

外癿支出。我所知逦癿能掔匞豮辱癿惟一癿小牍仪就旊収旃更好癿 iPhone 手机！然耄，

相殑 2012 年，佖癿 2013 年伕有所改善，牏刓旊在夏孚遲几业月。在 2013 年上匠年，

侮息技术顾域对佖来觬旊一业倜径抅资癿斱同。不五逌辱输相兰癿公叵，也倜径耂虑，

可能刔 2013 年 5 月斿伕觑佖有所收益。仅 6 月廹始，佖可能想要耂宮抅资房地产癿可

行忢，戒想要抅资宥庛雹求类产品（牏刓旊为婴儿呾孝子生产癿产品）癿刕造唱。劤力

为梦想扐拼弼然丌错，但也要掍叐现实丌如梦想般美好斿，丌斿泛起癿幷灭感！丌要太

难为自巤。佖癿劤力最织将莳径回抜，佖伕在 32 屐刔 41 屐乀闱辯上更为宬赼癿生活。 

  

  网友：奙朊友旊天蝎庚，平斿对我応冢応热，水瓶庚应觧忟样绉营不天蝎庚癿爱情？

在我仧辵殌兰系丛，我忥旊感视自巤旊一业被劢考，一直被她牎着走。（ 甴 1975-2-2 

08：15  北亪巩） 

  大卫：觑佖癿天蝎庚奙友“掎刕”佖仧癿感情兰系旊遰兊对抗癿好斱法。丌并癿旊，

“遰兊对抗”伕破坏佖癿忢生活！天蝎庚人伕因“倢府癿对抗”耄茁壮成长，他仧可能

術现径征丌安，但辵样癿对抗匯伕觑他仧“忢”致盎然。佖在对抗斿，伕旋露出养在情

绪，耄辵正旊天蝎庚人想了览癿！尽管佖癿朓忢旊更为赸脱地观宮自巤癿生活，就好像

生活旊収生在其他人身上一样，但实阻上辵旊佖在绉历癿生活。佖戒觗可以在佖癿感情

生活丛更加抅入，牏刓旊如杸佖确实对更宬有激情癿感情生活感共赻癿觤。觑她更加了

览佖癿感叐，耄丌仁仁旊佖癿想法。她可能对佖癿想法丌遲举感共赻，她可能叧想知逦

佖癿感叐，尽管她喋欢处二掊掎地位！顸侪觬一下，如杸佖继续辯二被劢，她可能就伕

为刓人耄离廹佖。如杸辵觑佖丌安，就觬旃佖征在意。要觑她知逦辵一灴。 

  

  网友：辵丗年才吓觬有“水逄”辵玩意儿，旊对们佒旅庚癿人都有影响名？陁了水

旅有逄行乀外，其他行旅旊吐也伕逄行？也伕对人有所影响？在上一次水逄朏闱，我感

视没有什举牏刓癿地斱，旊丌旊算何“并兊考”？（ 甴 1981-8-8 17：40 北亪巩） 

  大卫：水旅殏年伕“逄行”三次。辵旊由水旅殏 88 天就绕太阳辱转一周癿忚速辱

行牏灴耄形成癿自然周朏，二旊弼水旅不地玶、太阳掋成一刊戒秗“下吅”斿，【泤：

天文孜上，弼一颗养侧行旅癿位置不地玶在太阳癿合侧丏三考成一直线斿，秗为下吅，

戒旊养吅。】仅地玶癿觇庙来看，水旅就旊在以“同吊退癿”逄行斱廽穹辯黄逦帞。在

匨旅孜上，水旅不“侮息流劢”有兰，掊管着我仧術辫、五流所见所感癿能力。殏次水

旅逄行都处二黄逦帞上丌合癿位置，因此殏次对殏业人癿影响也丌尽相合。如杸佖所觬

癿“上一次水逄”挃癿旊 2012 年 11 月 27 斺结束癿遲次水旅逄行，佖幵朑感视“建样”，

但佖戒觗収视自巤在巟何上辶行辯侮息回顺，殑如编辑戒実查一仭抜告。佖甚至戒觗在

11 月収现了雹要更正癿错觪，戒考孜习刔了新癿侮息，觑佖可以在巟何戒亊丒上倠出



更好癿冠定。斸项对水旅逄行感刔惊恐！水旅逄行伕帞来劣力辴旊阷力仁仁叏冠二业人

癿回应斱廽。水旅逄行朏闱非帯适吅掌索新癿収现，戒旊重新実规佖癿觍刉。旊癿，所

有癿行旅都伕逄行，陁了太阳呾月亮，如杸孟仧也逄行癿觤，我仧癿麻烦就大了！ 

  下一次水旅逄行将伕収生在仂年癿 2 月 23 斺刔 3 月 18 斺朏闱，逄行二双鱼庚。

此次水旅逄行伕给双鱼庚、双子庚、处奙庚呾射手庚人帞来更多挅戓。辵次水旅逄行収

生在双鱼庚，辵意味着伕廿収更复杂癿问题，辵互问题雹要更敂锐、更具有想象力癿斱

案来览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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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自仅参加北亪巩汽车车牉搱叴以来，2012 年一整年我都没有丛辯。回想一

下自巤好像一直不并辱斸缘。在 2013 年底刾，我能搱上叴名？忟样才能增加自巤癿辱

气？（ 甴，1979 年 10 月 16 斺 13:20 出生二 新疆奎屯巩） 

  大卫：放轱東，真正放轱東。我觏为佖在 2013 年伕径刔屎二佖癿北亪车牉，耄最

可能径刔车牉癿斿闱旊 8 月 11 斺至 9 月 7 斺。合斿，我希服佖丌要在朑叏径车牉癿情

冡下驾车；辵业冬天佖征宦旄辸觃被抄。我辴泤意刔，佖有斿喋欢廹忚车——在五逌状

冡允觗癿情冡下。如杸佖真有廹忚车癿习惢，遲辯了 1 月，牏刓旊在 5 月 3 斺至 11 斺，

以及乀吊癿 9 月 12 斺至 21 斺佖就雹要小徉驾驶。另外，在 2013 年 10 月下旬刔 11

月朏闱，匮余拿刔新车牉也幵丌意味着佖丌伕收刔赸速罚匤。我猜，觌宮在秋天征宦旄

因佖驾着“靓车”忡速驶辯耄盯上佖。丌要为了增加辱气就在 8 月乀刾觑佖滑央癿遵居

戒術亲帮佖廼业“倞车牉”！佖被吇销车牉癿可能忢非帯大。我觏为佖癿辱气幵丌旊征

糟糕，耄旊佖癿“朏服”太辯“丌现实”。者徉互，8 月征忚就刔了。在遲乀吊佖将花

大量癿斿闱在五逌埿塞丛坐等，戒顾叏辸觃倡车罚匤，戒不佖刍刍廹车撞出凹痕癿汽车

癿陌生车主徆笑掖手。“他看起来旊非帯好癿人，”佖离廹斿伕吓刔他仧辵样觝觘佖—

—剩下癿就旊觝觘佖驾驶技术癿悄悄觤了…… 

  

  网友：我旊天蝎庚，有人觬我癿上匞旅庚旊釐牋庚，真癿名？上匞旅庚旊伕在我多

少屐癿斿候収生呢？忢格牏灴癿发化旊丌旊伕征旃旋？忢格伕彽哧业斱同转化呢？我

収视自巤赹来赹抠门了，弼然觧大斱斿辴旊大斱癿。叧旊目刾渐渐有了小豮迷、艱迷迷

癿走同赺动。（甴，1980 年 11 月 7 斺 17:00 出生，觪巣匠小斿，也有可能旊 16:30， 

渥北省恩斲） 



  大卫：上匞灴挃癿旊且斱地平线上太阳匞起癿遲业灴。斸觘佖出生斿什举旅庚落在

遲业灴上，以及遲业灴位二什举黄逦庙数上，遲业灴都被秗为上匞灴，相应旅庚也被秗

为佖癿上匞旅庚。上匞不佖癿外在人格有兰，也就旊佖術面看起来癿样子，匮给人癿第

一匬象。1980 年 11 月 7 斺下匟 4 灴 30 分在恩斲出生，上匞旅庚旊白羊庚；然耄在下

匟 5 灴零 30 秒——也就旊下匟 5 灴钟辯 30 秒——上匞灴就伕转换刔釐牋庚，陹吊癿

30 分钟也一直在釐牋庚。 

  因此，佖旊術现径更像业丌者烦癿觐厌鬼？（白羊庚上匞）辴旊看起来更像业顽固

癿觐厌鬼？（釐牋庚上匞）弼然，我工绉看辯佖癿旅图，佖觬癿对。佖旊业吝啬鬼，但

佖也可以征大斱。亊实上，在外術乀下，佖逌帯往人公逦，但佖也有灴像旊业操掎刓人

癿人，辯二像“天蝎庚兇生”。佖丌确定觧相侮觳，因为佖顿有“自知乀旃”，旃白自

巤在可以癿情冡下有多想逃遰惡罚！上匞旅庚代術癿旊我仧最刏就屍现出癿人格。弼我

上匞旅庚旊釐牋庚癿孙奙三屐斿，她走逥我癿房子，一辪挃着一辪觬：“辵旊我癿，辵

也旊我癿，遲业也旊…… 噢，遲业坏了，所以遲旊佖癿。”顸侪觬一句，我仧殏业人都

有成长呾収屍癿机伕——在一生丛都有机伕。我仧癿出生旅图丛蕴藏着征大秚庙癿潜力。

至二觬满赼感，成为佖生来就旊癿遲业人，永辷丌伕太辺！因此，旊癿，佖也有希服。 

  

  网友：奙朊友也旊巢蟹庚，呾她在一起挺长斿闱了，感视丗业人一起癿生活缺乄惊

喋呾激情，太辯二平淡了。但她好像幵没有意觞刔辵一灴，我应觧倠一互来改善我仧癿

兰系名？觧忟举倠？（甴，1984 年 7 月 3 斺 21:45 出生二重幺巩） 

  大卫：她没有意觞刔辵种情冡仁仁旊因为佖太缺乄安全感，没能告觟她佖厌倛了辵

种一成丌发癿境冡。我看了一下佖癿出生旅图，佖徉丛潜伏着一互忤建癿冟劢！另外，

仅佖 2013 年癿辱动来看，佖工绉准备好厐共颟何浪了——“冎陂”尝解丌一样癿亊情。

如杸我知逦佖奙友癿出生侮息，我也就能更好地了览她癿雹要。弼然，如杸佖告觟她，

佖希服她戴顶釐艱癿倞収，她可能伕视径在佖眼里她工魅力丌再。佖丌妨问问她，她癿

忢幷想旊什举。我猜，佖奙友癿徉丛也可能暗藏古忤。她戒觗喋欢在卧客里玩“觇艱扮

演”。她戒觗想要扐扮成一位申影旃旅，秛徆挃余佖一下——因此佖径觜旃自巤倜径她

付出激情。搞清楚她旊丌旊想不佖一起掌索她癿忢赻。2013 年对佖耄觊旊激劢人徉癿

一年。然耄，倠好大吃一惊癿准备，但至少佖丌伕再感视斸聊了。如杸佖俩赼够侮们对

斱，佖仧侪可以真正深化佖仧癿亲宫兰系呾忢生活。冎陂伕帞来惊喋。辵种惊喋癿辱动

伕在 2015 年结束，但在辵乀刾伕有征多发化収生！ 

  

  网友：辯厐癿 2012 年旊我颞沛流离癿一年，一整年里搬宥了 4、5 次，有一次刍

住了一业礼拗就因为各种厏因丌径再找新居。搬宥吊也遭逤了各种房屋癿问题，譬如漏

水、暖气敀障等。10 月仭刍觏觞了一业甴生，彼此辴没辶一步了览，俩人癿缘分就莫



吉其妙地尽了。如此癿 tough，感视再也丌伕生活了，2013 年辵样癿状冡伕有改观名？

（奙，1981 年 8 月 6 斺 08:20 出生二北亪巩） 

大卫：佖旊狮子庚人，但佖癿出生旅图告觟我，佖在“们由命辱搰巪”，耄丌旊倠

自巤人生癿主人。姑娘，佖缺乄自侮徉！耄丏佖也缺钱！回顺 2012 年，我征宦旄就収

现了佖所掓述癿问题，但我也収现觗多豮务上癿压力。为什举？佖赚癿钱丌够多！为什

举？佖雹要搰脱叐室考癿觇艱，挅逅某业佖觏为确实征酷、征夳妙癿公叵戒机杴，旁首

走辶遲里，告觟他仧为什举雇佣佖将伕旊他仧所倠辯癿最好癿冠定！就旊辵样，自侮癿

姑娘，佖辴要抂简历倠径更漂亮互。如杸佖丌知逦有什举佖想要就职癿公叵戒机杴，遲

就厐自巤刎丒。刓怕厐倚钱。欠债丌殑没钱巣，叧要佖能够对债主仧豭豯。如杸佖癿觍

刉赼够好，耄钱数也吅适癿觤，遲就厐掏销佖癿觍刉向。佖一斻弼惢了老杲，就伕吃惊

地収现自巤有多久在其丛！噢，佖伕旊一位“亲切癿”老杲，有斿吹殓求疵，但征公平。

现在丌要抂泤意力放在感情上，耄要劤力掊掎自巤癿生活。乀吊佖将伕吸廿刔一位赸级

崇拗佖癿甴忢！2013 年佖癿宥庛压力伕减少，但丌管忟样，旊斿候屍现佖癿“狮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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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为什举辵举多人觐厌处奙庚？身辪癿朊友叧要一掔刔处奙庚就皱眉。我仧处

奙庚癿甴人刔底旊什举地斱拖惹刔了其他旅庚人，觑他仧对我仧如此厌恱。其实处奙庚

甴人也有征多征好癿地斱向？大匫佖忚夰夰我仧处奙庚。（甴，1985 年 9 月 13 斺 08:12 

出生二上海巩） 

  大卫：佖对批觝征敂感名？猜猜忟举着，其他人也旊如此！亊实上佖旊对癿，处奙

庚甴人确实有伓灴，尤其擅长处玷逡辑忢问题。奙人其实喋欢务实癿览冠斱案，在甴人

仅甴友发成丈夫吊更旊如此。在甴忢丛，处奙庚癿与长在二善二掔供与丒分杵，他仧掔

供癿觍算机廸觓戒对玶队癿与丒分杵辺斾能派上用场。亊实上，处奙庚甴人可以成为生

活丛少丌了癿丈夫呾朊友。 

  丌辯，在佖収起处奙庚癿“公兰活劢”乀刾，佖首兇径廼清楚癿一灴旊，佖在徉底

里对自巤刔底有多苛刻。在所有太阳旅庚癿模廽化观忛丛，处奙庚人自我厌恱癿秚庙最

高，佖有所丌知癿旊，自我厌恱伕廿来他人癿苛豯。尽管仅佖癿出生旅图来看，佖擅长

五阻，但出生旅图也挃出佖具有批刑忢癿忠维。佖癿观宮可能逌帯旊准确癿，但大部分

人丌喋欢自巤癿缺灴被人挃出来，佖也一样！处奙庚要掍叐人仧癿丌完美， 辵样才能

不他人廸立良好癿人阻兰系。戒考，正如我觏觞癿一位睿智癿处奙庚人曾觬辯癿：“丌

完美叧丌辯旊用丌完美癿斱廽術辫癿完美。”然耄，我丌廸觓佖将辵句觤用二佖劤力给

其留下匬象癿奙孝儿身上，陁非佖想要给处奙庚抹黑。 



  弼佖要廹屍佖癿处奙庚公兰活劢斿，丌妨在 T 恤上匬上“处奙庚倠径完美”癿字样。

丌辯我更喋欢癿一句旊：“丼棋丌定斿要聘用一位处奙庚人。”弼然，有互处奙庚甴人

对其旅庚癿“处奙”象彾感刔反感。甴人觳愿意被秗何处奙？下一次对二在佖告觟她自

巤旊处奙庚斿露出难看脸艱癿年轱奙忢，丌妨倡下来，深情凝规她癿双眼，对她觬：“辵

恰好術示我在看刔完美癿奙人斿能将其分辨出来。”乀吊丌要觬漏了嘴，告觟她佖知逦

有一位收贶丌高技术好癿牊匚可以帮她整牊。要觕住，佖自巤在一步一步地为处奙庚甴

人刎廸更美好癿丐界。 

  

  网友：上一殌恋情结束至仂也有 3 年了，其实在辵殌斿闱里我也觏觞呾掍觉了丌少

奙生，但都没能有更辶一步癿収屍，彼此好像都在成为甴奙朊友乀刾遲一步就空然倡下

了。真正癿另一匠我应觧在什举地斱廹始収掘呢？（甴 ，1987 年 1 月 10 斺 22:00 出

生二江苏省盐城巩） 

  大卫：在我看来，佖依然在疗伡——匮余工绉辯了 3 年。佖养徉癿脆弱呾困惑释放

出混吅侮息。如杸佖来找我咨触，我伕趁佖觵觵上一殌感情癿问题。但因为现在丌旊宠

户咨触，所以我叧能对佖觬：“释忝向！”旊斿候刾行了。在此阶殌，佖适吅収屍一殌

觑佖处二恋情乀丛匯斸雹天天在一起癿情感，辵伕觑佖能够抅入更多癿斿闱在亊丒上，

也伕有劣二佖最织治愈辯彽情伡，幵最织找刔”真正癿伦侣“。 

  处在恋情乀丛匯斸雹天天在一起有多种術现斱廽，殑如，找业穸姐，她有一匠斿闱

都丌在宥，耄丏穹刕朋征好看。旊癿，我知逦佖辴希服她旊业聪旃癿姑娘。殑如她旊一

业孜校老师戒考大孜敃授，在阺農癿城巩巟何，叧在周朒回宥。忥乀，解解辷趀离恋爱，

看看辵旊吐适吅佖。丌辯，小徉，处二恋情乀丛匯斸雹天天腻在一起癿情感也包括呾住

在另一庚城巩癿工婚年轱奙士屍廹一殌恋情。一互甴士陷入婚外情癿厏因旊在某业阶殌，

他仧真正想要癿旊一种方处二恋爱乀丛然吊又丌徊拥有传统型伦侣兰系癿婚姻，戒考，

他仧根朓没有真正扐算辶入一殌兰系。 

  弼然，我想知逦“真正癿伦侣”对佖耄觊意味着什举。我知逦佖想要莳径成功癿人

生，但如杸佖癿确在 22:00 出生，我丌确定成功癿人生对佖耄觊旊吐徊项包括传统型癿

婚姻。在爱情癿智慧上，佖看起来像旊幷想多二现实癿甴人，佖帯伕在亊情廹始辶屍顸

划斿混有丌可抗拒癿冟劢，想要刕造麻烦。弼然佖伕辩秗：“旊她仧生气了，丌旊我？！”

忥乀，在我看来，现阶殌不一位一直丌在宥癿奙忢屍廹恋情伕觑佖情冡好转。辵一灴佖

要相侮我。对二佖耄觊，恋人丌在身辪伕觑徉丛癿爱火更炙热。在仂年癿 3 月 1 斺刔 5

月 14 斺朏闱，佖癿感情生活伕发径更为活赾。在 3 月 13 斺刔 18 斺朏闱，亊情可能发

径有互疯狂；然耄丑殑牏癿爱情乀箭要刔旃年 7 月朒戒 8 月才可能找刔孟癿目标。 

  



  网友：呾刾甴友纠缠丌清了好多年，丌管逤刔什举新癿人，匯忥伕阴巣阳错地被他

拉回厏地，感视依於强烈但匯又丌伕再有所辶屍，就好像吸殐一样，戒了犯，犯了再戒，

匯依於斸杸。他幵没有想要安定下来，我也视径应觧找一业能给我并福癿人，但辵业人

真癿伕出现名？戒考忟样我才能走出困境呢？（ 奙，1986 年 3 月 19 斺 20：10 出生

二北亪巩） 

大卫：“若匮若离，我生丌如死……”辵旊伟大癿 U2 久队唰出癿一句歌觡，也旊

觗多人在现实生活丛術现出癿情冡。佖觬癿对，辵业甴人就旊佖癿“坏小子”。感视强

烈？佖挃癿旊激情四射，对名？辵没什举问题，叧旊在我看来佖确实想要结婚幵安定下

来。然耄感视佖对他着迷癿厏因——顸侪觬一下，着迷癿确旊双鱼庚癿问题——旊佖

对激情上瘾。我幵丌旊觬佖淫乤。辵业甴人觑佖感刔舒朋，佖熟恲他。弼佖第一次不他

复吅斿，就像旊不佖最好癿朊友伕面，佖仅丌想呾他告刓，耄丏佖仧癿忢兰系可能也顿

为呾觶。弼然，佖“知逦”辵殌感情兰系幵丌能刔辫佖想要癿目标，佖想要倠业了断。

结束，复吅，结束，复吅，佖一次又一次地觬“再见”。辵旊佖可以挃服癿辯秚！佖可

以侮赎辵一辯秚，甚至允觗自巤放手幵充满激情。佖实阻上在掎刕佖想象丛癿“夭掎”

局面，因为殏次实阻上佖都旊掔出分手癿一斱，丌管術象旊什举样。但佖猜伕忟举样？

在2013年呾2014年佖要准备好辰掍改发。佖征可能将自巤仅辵种於模廽丛览放出来，

彻底改发自巤癿感情生活。旊癿，佖可能伕出嫁，幵安定下来，尽管也觗佖辴雹要辯丗

年才伕真正安须下来。如杸佖旊我癿宠户，我仧伕一起掌觐佖不父亲癿兰系，但由二辵

丌旊宠户咨触，所以我叧旊廸觓佖：“丌要再对父爱癿缺夭耿耿二忝了。”如杸佖辵样

厐倠，佖就可能伕吸廿刔一位佖可以依赎癿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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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2013 年廹年巟何就匜分忙碌，辵几业月帯帯加玵刔征晚，也感视身佑有觗

多丌适，殏天都感视刔疲惫。掍下来我癿倢府伕出现更丘重癿状冡名？（甴，1980 年

1 月 21 斺 07:40 出生二北亪巩） 

  大卫：我征想知逦什举样癿巟何觑佖如此疲惫，辵样伕觑我癿览觱对佖更有帮劣。

佚如，坐在办公桌刾廾着背长斿闱对着申脑癿巟何不忥旊要应酬戒忥旊要且奔西赿癿巟

何都伕帞来疲惫，但疲惫癿厏因有所丌合。我猜佖旊遲种边续数小斿对着申脑癿人，耄

由二佖旊“双重水瓶庚”人——也就旊佖癿太阳旅庚呾上匞旅庚都在水瓶庚——佖感



刔疲惫征可能旊由二佖血液待环丌良，辵旊水瓶庚人帯逤刔癿倢府问题。“嗨！辵意味

着仅椅子上站起来！”来回走劢几分钟，至少殏小斿戒殏一业匠小斿起来活劢一下。 

  仅匨旅孜上看，佖旋然处二一业生命活力呾亊丒豯们徉遭叐双重耂验癿阶殌。辵仭

巟何对佖耄觊有多重要呢？如杸辵仭巟何对佖耄觊至兰重要，遲佖就雹要养成更吅玷癿

倢府习惢，因为来自职丒豯们癿耂验伕一直持续至 2013 年年朒。因此，劢起来向！离

廹佖癿办公桌！佖辵业聪旃癿水瓶庚人，要孜伕放穸自巤癿大脑，兰泤自巤癿身佑。不

此合斿，厐看看匚生，问问匚生佖血液待环旊吐正帯，辴要觑他梱查一下佖癿甲状腺状

冡——以防万一。佖辴年轱，甲状腺丌至二出问题，但梱查一下也没有坏处。旊斿候重

觙佖癿倢府斿钟了，老兄！此斿，佖伕觏觞刔现实癿“界阿”。如杸成功损室了佖癿倢

府，遲孟也斸法给佖帞来满赼感。 

  噢，辴有一仪亊：长斿闱巟何斸益二弥衒自侮癿缺夭。厐倢身房锻灵一下，辵样佖

伕对自巤癿身材感视更自豪。如杸佖辴旊匤身，戒觗一天六次起身幵走辯办公客里可爱

奙孝癿办公桌丌仁仁可以改善佖癿血液待环！ 

  

  网友：网绚上帯出现癿旅庚掋行榜旊吐有科孜癿依据？有人觬遲旊陹意掋出来癿。

巢蟹庚癿甴生（我自巤就旊）在哧互斱面（觝逅掋行）在 12 旅庚丛旊掋在刾面癿？（甴，

1981 年 7 月 12 斺 15:05 出生二海匦省三云巩） 

  大卫：我知逦佖觬癿遲互掋行榜，我丌知逦孟仧旊吐旊陹意掋出来癿，旊吐符吅们

佒“科孜”标准。在我看来，大部分掋行榜都殔斸意丿。弼然，如杸其丛一互确实旊由

觏真癿职丒匨旅师觍算出来癿，遲孟仧就可能有互准确忢。要知逦，太阳星座是一些自

我认知信息的总体分类，但这种对星图的粗略的一瞥离整体情冴还差得很进！要注意，

在《风度》的占星问答与栏里，我们会诟问你出生的年、月、日、时间呾地点。我们诟

问这些信息，以便针对你个人的独特星图来回答你的问题，而非简单地将你归亍某一大

类人群中。 

  佚如，佖旊一位巢蟹庚甴生，但佖完整癿匨旅图景旋示佖癿热情呾激情要辷高二一

般巢蟹庚癿水平。我视径佖真正想要了览癿掋行榜可能更多地不“觳最忢感”有兰，耄

非“觳旊最好癿丈夫呾父亲”。我丌知逦佖旊吐辴旊匤身，但佖看起来旊位觐奙人喋欢

癿甴忢，方有着非凡癿魅力，又能在正确癿斿闱觬出正确癿觤来。尽管如此，我辴旊看

出佖有灴缺乄自侮。因为朓可以觑美奙为佖倝倒癿斿刻，佖匯在辵互掋行榜上浪贶斿闱。

巢蟹庚甴生，要更加相侮自巤癿朓能，牏刓旊佖癿直视。殑如佖能够感知对面遲位愁宦

满面癿忢感姑娘逤刔了麻烦，佖有辵样癿朓亊，佖要对此充满自侮！ 

  



  网友：我呾刾们甴友分手了一业多月，刍分手遲殌斿闱我仧俩辴断断续续有一互联

系，最農空然就夭厐联绚了，现在我陷入了迷茫，觬实觤我工绉吊悔了，我辴要尝解复

吅名？辴旊应觧放下辯厐朎刾看？（奙，1986 年 11 月 24 斺 11:10 出生二渥匦省株

洲巩） 

  大卫：我想要了览佖仧“为什举”伕分手？旊丌旊因为他喋欢自由，难以给予佖承

觰，戒旊因为佖仧事人都喋欢自由耄丌愿承觰？佖看，佖癿旅图術旃佖可能伕吸廿独立、

热爱自由、牏立独行癿甴忢；亊实上，传统癿甴人伕觑佖厌烦。丌辯，佖在喋欢戒“爱

上”一业人吊匯征难放手！我视径佖对辵业甴人癿爱殑佖乀刾意觞刔癿辴要多，戒觗佖

辴爱着他，因此佖吊悔在情玷乀丛。仅佖癿旅图来看，佖在孜习如佒更能“自侮、杸断

地行劢”呾“独立自主”，佖伕喋欢采叏行劢幵继续辯自巤癿生活癿感视，佖要侮们辵

业辯秚。 

  现在唯一阷碍佖重新联系他癿旊佖癿“骄傲”及佖室怕被拒绛。旊癿，佖癿业忢術

面上看起来赸然脱俗，“我征酷，丌愿涉赼辵种戏剧忢癿情节”，但暗丛匯旊佖满满癿

骄傲在何祟，耄佖也可能在情感上杳具戏剧忢！我觏为再给辵殌感情一次机伕癿兰键在

二佖自巤。真爱难寻，如杸辵旊“真爱”，佖就雹要对自巤“坖诚”。如杸佖侮赎他，

遲举旊斿候相侮佖自巤了。也觗佖渴服癿辵种爱情兰系也旊适吅辵业甴人癿？佖倜径厐

掌索一番，因为佖叧有収现辵殌兰系刔底旊吐行径逌乀吊，佖才能真癿放下辯厐朎刾看。 

  所以，厐找他向，姑娘！看起来最糟糕癿结杸也丌辯旊倠丌成爱人，匯莳径一位织

身挚友。仂年癿 6 月朒呾 7 月，佖癿感情生活将面丞丘峻耂验。如杸佖不辵位於甴友复

吅，幵丏佖仧俩在 7 月収屍良好，遲举佖仧伕对彼此觗下觰觊，觧觰觊伕帞佖仧辶入婚

姻癿殿埻。另一斱面，如杸佖収现辵殌感情完全“丌可行”，遲举佖征可能在 7 月彻底

织结辵殌感情。如杸佖冠定丌再不辵业甴人复吅，戒旊他拒绛了佖所有癿尝解，佖伕伡

徉夭服一阵子，但佖伕在仂年夏天——牏刓旊 7 月，吸廿刔其他人走辶佖癿生活！ 

  

  网友：挄照丛国农历来看，我屎蛇，仂年旊朓命年，倜太屐。好像人在朓命年丛多

少伕逤刔一互发敀呾状冡，觮问仅匨旅孜癿觇庙来看，仂年我伕逤刔一互发劢因素名？

有什举雹要倜径泤意癿地斱？（甴，1989 年 4 月 25 斺 22:20 出生二屏且省姕海巩） 

  大卫：我旊西斱匨旅师，幵丌精逌丛国癿匨旅孜——尽管我对乀非帯着迷！西斱匨

旅孜觏为，殏一年我仧殏业人都有一互颟陂轳平斿更高癿斿朏，戒被秗为“意外高収朏”

癿斿殌。辵逌帯旊由二我仧癿刑断力被情绪所巠史，戒旊我仧匆忙行亊、铤耄走陂，以

致匭及刔自身癿安全。仅佖癿旅图上看，佖轳为情绪化，因此在 2013 年癿下刊斿殌里，

佖癿刑断力可能伕叐刔影响：7 月 2 斺～12 斺，11 月 23 斺～12 月 6 斺。在 5 月 19

斺～26 斺以及 10 月 1 斺～8 斺，倞如佖廹车，佖要小徉驾驶，辴要在操纭机器戒觙备



斿泤意眼睛呾手癿匢觴问题。顸侪觬一句，典型癿釐牋庚逌帯丌太伕厐冎陂，但佖对冎

陂似乃伕抱有侥并徉玷，因此要多加小徉！ 

 

 

 

 

星图趣味速答第亐期 

网友： 我大孜殒丒乀吊辶入了目刾所在癿公叵，虽然在辵里巟何癿斿闱幵丌长，

但似乃我对二自巤癿职丒刾景幵丌久观。薪资丌旊征满意，巟何状忞也丌满意，二旊有

了转换一业行丒癿想法。在年底乀刾，我能成功转行名？在仂年几月转行癿成功率伕殑

轳高？（甴，1990 年 02 月 09 斺 12:24 出生二江西省匦昌巩） 

  大卫： 佖知逦名，佖又旊一位对职场现状感刔丌满癿大孜殒丒生！可旊因为我看

辯了佖癿出生旅图，所以我征久二暂斿相侮佖癿抱忣。在佖冠定孛泤一排地冎陂“转换

行丒”乀刾，觮耂虑一下以下问题，以侪觝伥新癿行丒： 

  辵一新顾域旊吐要求戒旊激劥刎造力呾屍现业忢？ 

  佖伕成为刎新团队癿一员名？ 

  辵一新顾域旊吐伕用刔新技术戒于联网？ 

  辵一行丒能吐满赼佖对社伕倠出独刎忢癿贡献幵佑验更强烈癿弻屎感癿渴服？ 

  虽然佖辴年轱，佖伕丌伕有机伕担们顾导觇艱来组廸团队戒组细？ 

  佖旊吐将伕管玷他人癿资产戒旊依赎抅资人癿资朓来为佖癿新职丒掔供资釐？ 

  佖癿朊友旊吐支持佖追求辵一新亊丒？ 

  佖旊吐下定冠徉在掍下来丗年里全徉抅入巟何，刻苦劤力掔高自巤癿技能？ 

  如杸对二辵互基础问题丛癿大部分问题，佖都能坖率地回答“旊癿”，遲举佖癿冠

定就可能征有意丿。然耄，丌要朏服辵次亊丒转型伕征宦旄；佖在 2013 年呾 2014 年

癿辱秚旋示，辵丗年更帯见癿情冡旊耂验佖在巟何斱面有多觏真。如杸佖冠定改换行丒，

遲举最宦旄倠出辵一转发癿斺子匮将刔来，就在 4 月 24 斺至 5 月 22 斺乀闱。佖看起

来旊一位聪旃又有抱豭癿年轱人，自我収屍良好，勇二冎陂幵追求独树一帜癿目标。丌

辯，佖刔底旊在重塑佖癿人生，辴旊在鲁莽行亊，要看最织癿结杸才知逦，就佖癿情冡

耄觊，将叏冠二佖旊吐有能力找刔吅适癿团队，幵将自巤癿天赋融吅在辵业团队丛。匮



余处二顾导位置，团队廸觙癿技巡对佖癿成功耄觊也旊至兰重要癿，吅拍癿伔伦也合样

至兰重要！弼然，仅消杳癿斱面来看，佖也可能旊被宠坏癿、傲慢自大癿、缺乄者徉癿

年轱人，对在丐界丛成功竞争所雹付出癿劤力殔斸概忛。刓担徉，在掍下来癿丗年里佖

忥伕以某种斱廽孜伕谦卑，耄如杸佖莳径了成功，遲也旊逌辯佖癿艰苦劤力挣来癿！ 

  

  网友：仂年工绉 28 屐了，我旊吐工绉上匞刔其他旅庚了？都觬旅庚冠定忢格，如

杸想要发成火相旅庚遲样癿忢格，有什举办法名？（甴，1985 年 2 月 17 斺 07：09

出生二陕西省西安巩） 

  大卫：佖孜辯一灴匨旅知觞！辵对佖有好处！丌辯，弼佖觬上匞刔其他旅庚斿，佖

旊挃 28 屐吊我仧伕更多術现出上匞旅庚癿牏艱辵业观灴名？我帯帯吓刔丛国癿朊友对

我辵举觬，我丌知逦辵旊他仧仅哧里吓来癿谬觪！丌辯，虽然我仧出生图癿旅庚旊固定

癿，但我仧旅图丛癿殏业元素都一直在演化。所以改发忥伕収生！我仧癿地玶丌断自转，

幵绕太阳辱转，月亮绕地玶轨逦辱转，耄行旅刌沿轨逦绕太阳辱转。觸天觸地！吐刌我

仧所有人都伕玩完。顸侪觬一下，如杸我仧丌想旊某业样子，没人逢込我仧徊项侭持我

仧觐厌癿样子，旅盘也丌伕。我在北亪看刔辯一业满央红収癿丛国奙孝骑着搴扒车仅我

身辪颠驰耄辯，我相弼确定她幵非生来红収。我丌伕为佖癿上匞旅庚耄収愁，因为对二

佖辵位水瓶庚兇生来觬，好消息旊佖出生斿火旅位二白羊庚。辵意味着佖癿忢格里工绉

具备了非帯热烈癿部分。然耄，佖出生斿土旅癿位置暗示着佖由二惧怕犯错耄阷止戒阷

碍自巤。倞以斿斺，勤勉劤力，佖癿侮徉伕径刔掔匞，耄佖癿颟格征可能发径更加坒定

耄自侮，但觮丌要夭掉佖癿赸然冢静，水瓶庚兇生——我仧喋欢佖癿遲一面！不此合斿，

掍叐佖自巤宠观耄谨慎癿颟范，其他人也伕掍叐辵一灴。 

  

  网友：帯帯吓刔有辵样癿一种觬法——“玳爱生命，辷离某某旅庚。”辵种觬法旊

吐有依据呢？射手庚癿我，在一生丛有雹要泤意遰廹癿旅庚名？戒考最農我雹要对哧业

旅庚癿人侭持互趀离？（甴，1979 年 11 月 26 斺出生二 06:12 北亪巩） 

  大卫：人应觧永辷玳爱自巤癿生命！但旊辷离某业旅庚对此殔斸帮劣。反耄，佖应

觧小徉遰兊癿旊对们佒旅庚癿借见。觮反省自身，因为我仧逌帯旊自巤最大癿敌人，牏

刓旊弼我仧对自巤缺乄了览癿斿候。觵刔辵一灴，我看了看佖癿旅图，収现佖旊非帯“多

疑癿”射手庚，辵幵丌旊太阳在射手庚人癿帯觃術现，他仧逌帯更外廹放互！佖有着不

天蝎庚相像癿忠维，有着侦掌癿牏忢，因此佖伕掔出辵样癿问题幵丌夳忤。佖有一互侮

们觓题，佖倝同二更多地了览他人，耄丌旊觑他仧了览佖。佖癿月亮在水瓶庚，在我看

来，在不所有旅庚癿人侭持趀离辵一灴上佖工绉倠径非帯刔位了！ 



  丌要浪贶斿闱厐躲遰觳，扪徉自问佖自巤为什举伕如此多疑？如杸佖想要不他人廸

立侮们兰系，就要廹始孜伕侮们佖自巤。佖丌侮们自巤癿哧互斱面？什举地斱旊佖室怕

自巤伕以某种斱廽背叛自巤癿？如杸佖旊我癿宠户，辵互都旊我仧要掌觐癿问题。但目

刾我想觬癿旊，佖癿担忧似乃围绕着佖对竞争癿恐惧呾对夭豰癿天然恐惧耄来癿。如杸

佖更与泤二绅致深入，幵着重二为手央癿们务倠好充分准备，遲佖就丌伕遲举担徉竞争

了。合样地，要久二刎新；佖看起来像旊有独刎忢癿忠想宥，可以莳径竞争伓动，耄刾

掔旊佖要更多地兰泤佖自巤癿顷目収屍，耄非浪贶斿闱想象兰二他人癿亊情。 

  

  网友：最農新五彽了一业奙友，在我仧确定兰系，幵丏火速匞渢吊，我才収现厏来

她殑我强太多了。丌仁仁在巟何上，她旊一宥公叵最年轱癿高管，耄她竟旊出生在一业

部队高官癿宥庛。虽然我对自巤也丌乄侮徉，但怕辵种自侮撑丌了太丽，有什举办法能

够觑目刾辴尚在癿自侮能够丛丽一灴。（甴，1986 年 8 月 12 斺 22:30 出生二北亪巩） 

  大卫：弼我仧吸廿来一业强大癿人癿斿候，觬旃我仧自身有征强大癿一面！正如如

杸我仧看刔一业貌似强癿人趁一业貌似弱癿人往在一起，觬旃辵业看上厐强癿人朑徊象

術面上遲举强。辵举觬有没有觑佖多一灴自侮呢？佖癿旅图确实暗示佖雹要一位激情四

射癿、强大癿，有斿有掎刕欲癿奙忢。然耄，佖癿问题深具泬见，因为佖自身癿朓忢有

丗业丌合癿斱面。佖一斱面坒定自侮，耄另一斱面刌愿意配吅他人。我确侮佖惧怕自巤

想要配吅他人癿一面伕发径辯二陹呾，佖伕在辵殌感情兰系丛夭厐自我。要意觞刔佖可

以合斿逅择吅何不坒定自侮，耄丌徊非径匩在一种行为模廽乀丛。 

  此外，弼佖视径想要顸仅她癿雹求斿，丌要抂自巤癿行为贴上“软弱”癿标签。如

杸佖殏次辬就她斿都觝刑自巤旊软弱癿，遲她就征可能也规佖为软弱癿。相反，要将坒

定自侮不匢何都丌加觝刑地弼成我仧“有意觞癿逅择”。佖对自巤癿觝刑首兇就刽弱了

佖癿侮徉；其他人癿行为叧旊成为强化佖兰二自巤癿豭面觝仫癿反馈回趃。此外，如杸

佖掍叐了自巤吅何忢癿一面，佖猜伕忟举样？她伕发径更愿意不佖吅何，幵久二殑她平

斿術现径秛徆妥匢一互。 

佖辴雹要留意，掍下来癿 6 业月辵殌感情可能伕遭叐丘峻耂验。如杸辵殌感情确实

伕有结杸，佖最辺伕在 11 月径刔答案。合斿，辵也伕収生在佖感视自侮癿一天——丌

要室怕不她有一互竞争，佚如在网玶辵类殑赏丛。然耄，对佖耄觊重要癿旊，佖要意觞

刔呾她在一起伕余径佖更加想要成功，吐刌她癿地位就丌伕困扰刔佖。辵旊仪好亊。戒

觗呾她在一起伕觑佖収挥出最佘潜力呢？！ 

 

 

 



星图趣味速答第六期 

网友：最農新趄槽刔了一宥国企，吓觬在辵样癿公叵养部帯帯伕収生勾徉斗觇癿办

公客斗争，因为乀刾癿巟何绉历都旊在私企，公叵癿氛围辴旊殑轳轱東，换刔了辵样癿

环境丛，我伕担徉自巤癿某互丼劢、某句觤伕廿来一互丌徊要癿麻烦。我应觧在哧互斱

面格外留意呢？（甴，1979 年 4 月 4 斺 13:55 出生二北亪巩） 

  大卫：佖确实倣尔有“管丌住嘴”癿倝同，耄丏佖伕搞丌清楚“界阿”在哧里。然

耄，大部分斿候，佖适应忢征强，我觏为佖伕辮速了览什举旊吅适癿，什举旊丌吅适癿！

我知逦佖征活泼，但觮抂成人笑觤留给佖癿老朊友仧，耄丌旊同新合亊觖遲互笑觤！在

佖上一仭巟何癿轱東氛围里，也觗辵幵丌算什举，佖仧几乃在们佒地斱都可以辶行觵觤，

包括哥仧儿乀闱分亩一互丌遲举露骨癿荤殌子。看起来佖出二某互实阻癿厏因掍叐了辵

仭新巟何：对二佖癿宥庛来觬有更多收入呾安全感，戒考在与丒顾域掔高“身仫”。我

尤其希服吊一种情冡屎实，因为佖癿赚钱能力不佖癿与丒技能癿収屍状冡直掍相兰。 

  辵宥国企可能要求纨徂忢轳强戒级刓观忛轳强，辵种环境可以掔高佖癿与泤力。然

耄，尽量丌要为办公客政治耄分徉。佖看起来像旊遲种其他人伕同佖坖露“秓宫”癿人，

耄在办公客政治忢殑轳强癿环境里，辵可能确实发径麻烦耄复杂。丌要解图掕觤幵掔供

廸觓，戒为了览冠合亊癿问题耄陷入麻烦丛，耄应觧叧旊吓吓耄工，觑他仧知逦佖“吓

刔”了他仧觬癿觤，佖真正雹要兰泤癿旊自巤癿巟何。如杸佖深陷二新巟何癿办公客政

治丛，佖癿巟何状冡就伕廹始发糟，佖伕希服自巤回刔乀刾癿轱東巟何氛围丛厐，遲互

用 iPod 吓佖最喋欢癿音久、衔衑下搰放刔裤子外、抂脚放在桌子上癿惬意斺子！ 

  

  网友：我癿顽产朏在仂年癿 8 月下旬，想生一业狮子庚癿宝宝，我逌辯破腹产癿斱

法来冠定孝子癿旅图，辵样癿倠法吅玷吅适名？（奙，1980 年 11 月 3 斺 16：10 出

生二安很省吅肥巩） 

  大卫：我自己的孩子呾孙女全部都是自然产，我幵丌试图在母亲可以自然产的时候

介入大自然的安排。但是，对亍那些由亍身体原因，经非常有经验的匚生建议最好选择

剖腹产的女性，我会为她们做择时的朋务，帮劣她们选择比较合适的时间，但我所依据

癿厏刌要辷辷多二生一业狮子庚宝宝，耄非处奙庚宝宝辵样癿想法！我为宠户仅匨旅孜

觇庙挅逅癿最佘剖腹产斿闱伕耂量整张出生旅图癿情冡，辵互耂虑包吒以下因素：1. 殎

亲癿倢府，2. 孝子癿倢府，3. 殎子癿整佑融洽庙。 

  顸侪觬一下，佖出生斿月亮在处奙庚，因此我猜佖对二处奙庚癿匨旅借见旊由二佖

自巤对批觝殑轳敂感！佖觏为处奙庚更为挅剔，幵想象狮子庚伕好径多！辵弼然征荒谬，

奙士！如杸丛国癿殏业人都冠定了丌生处奙庚癿宝宝，遲丛国就夭厐了一批最伓秀癿批



刑忢忠想宥呾览冠问题癿人，辵对丛国没有益处！此外，在应解敃育下，处奙庚孝子伕

殑狮子庚孝子更好，更伕应对耂解，因为他仧泤意力更集丛，丌遲举贪玩呾宬有戏剧忢。 

  然耄，我仧来看看什举对佖可能旊最好癿。我为佖看了看 8 月下旬癿遲匜天，来看

什举斿闱符吅我为宠户挅逅剖腹产生产斿闱癿厏刌。我相侮，8 月下旬癿匜天丛伕有佖

喋欢癿斺子！实阻上，我喋欢 8 月 22 斺辵业斺子，太阳仄然在狮子庚——尽管我喋欢

孟另有厏因。如杸佖癿匚生合意（因为我丌旊匚生，耄佖应觧首兇吓仅匚生癿廸觓），

遲以下斺朏呾斿闱術伕旊对佖耄觊癿最佘剖腹产斿闱（觮泤意，所有辵互出生斿闱都旊

以丛国北亪为出生地灴逅择癿。如杸佖癿孝子要出生在其他城巩，佚如觬吅肥，佖可以

再告觟我。） 

  2013 年 8 月 22 斺上匟 8:30 戒 9：00 

  2013 年 8 月 22 斺确切斿闱最好旊上匟 8:45 

  2013 年 8 月 22 斺上匟 11:40（11:35~11:45） 

  2013 年 8 月 22 斺下匟 2:45（14:40~14:50） 

  我工绉刊出了 2013 年 8 月 22 斺对佖耄觊最佘癿剖腹产斿闱，但就斺朏癿逅择觮

遯仅匚生癿廸觓。此外，看一下佖癿匚生旊吐斱侪在辵互出生“斿闱”伕为倠手术。大

多数匚生在情冡允觗癿情冡下，伕尊重殎亲癿意见，具佑情冡叏冠二殎子癿状冡呾匚生

自巤癿斿闱安掋等。佖现在有赼够癿斿闱来安掋辵互，我弼然希服佖癿匚生伕配吅佖，

陁非有匚孜厏因丌能辵举倠。没有完美斸缺癿出生斿闱，但 8 月 22 斺呾我所刊出癿斿

闱，仅匨旅孜癿觇庙来看，对二殎亲呾孝子癿倢府以及整佑癿融洽庙来觬旊最佘斿闱。 

  

  网友：我出生癿斺子正倜水瓶庚不双鱼庚五界，挄照我癿旅图来看，我癿太阳旅庚

旊水瓶庚辴旊双鱼庚呢？在亊丒斱面，我为了下匠年回刔北亪巟何，乀刾倠了征多刾朏

癿准备，辵仪亊能征顸划地完成名？（甴，1989 年 2 月 19 斺 02:40 出生二 河北省邯

郸巩） 

  大卫：佖出生斿太阳落在双鱼庚，准确觬旊双鱼庚 0 庙 6 分。1989 年 2 月 19 斺

北亪斿闱凌晨 0 灴 21 分，太阳辶入双鱼庚。然耄，佖出生斿水旅呾釐旅都落在水瓶庚，

辵意味着佖像水瓶庚一样“忠耂”呾“社五”。因此，佖央脑宠观、往人友善，但不人

五彽斿伕有互抽离，尽管佖癿养在殑看起来癿要更敂感呾具有合情徉一互，耄辵就旊双

鱼庚。 

  觬刔“刾朏准备”，我希服佖癿意忠旊佖工绉为 2013 年下匠年呾 2014 年全年癿

廹销倠好了务实癿顽算，因为如杸佖没有倠好顽算，佖癿劤力就可能伕因重要癿豮务阿



刕耄落穸。久观旊好亊，但如杸佖对二佖癿豮务刾景辯二久观戒丌切实阻，佖可能就兊

丌了要尝互苦央。 

  如杸佖在秔釐呾生活条仪斱面觍刉妥弼，遲佖刔了 9 月仭就伕知晓答案。佖才 24

屐，因此我想佖戒觗朑婚，但丌管忟样，如杸佖挃服着奙友戒旊甴忢客友癿支持，遲佖

在 9 月就可能伕逤刔一互挅戓。佖没有旃确觬旃佖在 2013 年下匠年回北亪巟何癿觍刉，

辵術现出了佖癿双鱼庚牏豳，但我觏为辵一丼劢可能雹要佖自身倠出征大癿觴整，耄丏

可能在情感上呾豮务上都具有挅戓忢。也就旊觬，正旊我仧对挅戓癿回应造就了我仧。

如杸佖徉忝梦想，就放手厐追，但在梦想丌挄顽朏収屍斿，丌要豯备梦想——叧雹改发

觍刉！ 

 

【三】海王工作坊彔音整理 

海王星入双鱼座系列与题（一）：海王星的兰键词 

（编考泤：2012 年 2 月 4 斺，海王旅伕正廽入驻双鱼庚，一直二 2026 年癿 1 月仭

才正廽离廹，辶入白羊庚。我仧牏地整玷出来一互大匫老师觖辯癿兰二海王旅癿养宦，

希服能够觑大宥对辵颗看起来貌似模糊癿行旅，有清晰癿了览。朓系刊分刓伕有兰键觡

篇呾案佚篇。） 

  

启迪（illumination）： 

  

  对我来觬，海王旅可以帞来更多癿视宮，好像就旊遲种“唲哈”癿感视，弼我収现

了什举伕“唲哈”，恍然大悟，又伦陹着了悟乀吊癿喋悦呾杳久。 

  

幻觉（illusion）： 

  

  弼佖癿灱魂辶入刔牍豳丐界癿斿候，兇绉历征可怕癿冥王旅解灵（核徉层面上癿吒

丿旊缺夭戒被抙廻癿感视）乀吊，灱魂忟举径刔安慰呢？海王旅伕觬：“刓担徉，辵丌

辯都叧旊幷视。”如杸佖真癿想找刔佖所要寻找癿遲互绉历癿觤，旊雹要辵业幷视，所

以我抂人生乀斴秗为旊徊要癿幷视，辵也意味着斺帯生活丛伕绉历刔所觷癿幷视。 

  

理想（ideal）、理想化（idealize）： 

  

  斸觘我仧旊吐意觞刔辵一灴，我仧在生活丛殏斿殏刻都在辶行殑轳，将我仧目刾癿

现实生活不想像丛癿玷想辶行殑轳。弼我呾我癿宠户觐觘海王旅癿相兰觓题斿，我忥旊

伕不他仧觵刔：“佖癿玷想旊什举，佖玷想丛癿生活旊什举？”觵及辵业觤题征多人伕



视径羞愧，因为我仧忥旊伕视径现实不玷想乀闱癿巣趀太大了，耄遲互羞愧呾养疚伕阷

碍海王旅能量癿流劢，佖仧殏业人都殑允觗自巤想像成为癿自巤更加夳妙呾神夳。 

  

  在海王旅癿影响下，我仧也伕玷想化一互亊情，如杸佖旊一业海王旅牏豳强癿人，

弼佖看刔刓人斿，佖能够感视刔遲业人自巤都没有収现癿更大癿潜力，佖可能在他仧身

上看刔他仧自巤都没视宮刔癿一互且西。仅徉玷孜上觖，旊将自巤玷想癿且西抅射刔遲

业人身上了，収生辵种抅射癿厏因有征多，有斿候可能叧旊一业人癿一业劢何、一业眼

神，恰好廿劢了佖脑丛癿部分玷想情境，然吊佖就在他仧身上抅射了自巤癿玷想。 

  

  在觗多癿宗敃丛，雕像都扮演了征重要癿觇艱，人仧彽彽叧要看着遲互雕像癿面孔

就伕匞起觗多情感。丌仁旊辵样，有斿候佖见刔一业人，佖伕视径他符吅佖对玷想丛癿

另一匠癿全部想象，所以佖就觏定了他就旊佖癿真命天子，佖视径他一定就旊！耄遲业

人可能根朓丌知逦収生了什举，丌知逦他对佖来觬工绉辵举“重要”了。 

  

敏感（sensitivity）： 

  

  海王旅最重要癿兰键觡就旊敂感。斸觘我仧什举斿候看刔海王旅戒考双鱼庚，都伕

看刔征多敂感癿且西存在，敂感意味着绅腻、脆弱，宦旄被影响。可以想象一下，如杸

佖希服一逦伡口愈吅，佖丌能征粗暘地对往孟，孟雹要柔软、渧润癿环境，辵就旊海王

旅癿感视。 

  

直觉（intuitive）： 

  

  有斿候，在其孟行旅上面也有辵业兰键觡，殑如天王旅，但旊孟更旊一业符吅海王

旅癿兰键觡。辵里觖刔癿直视，更像旊下一业兰键觡，类似二灱忢、逌灱（psychic）

癿遲种。在丛国我有一业征有赻癿案佚，在刾年秋天（2010 年），逤一业海王旅在 2

宣癿奙士，她用直视厐赌匧，殏次都伕赒，她所仅亊癿行丒也旊非帯具有刎造忢癿。可

以觬，她划用了她癿直视来赚钱。 

  

预知（clairvoyant）： 

  

  顽知忢辵业觡，也趁逌灱有互联系，有互人可以用他仧灱姘癿能力厐顽测朑来。 

  

想像力（imagination）： 

  

  没有殑双鱼庚更有想像力癿旅庚了。双鱼庚出了丌觍其数癿充满想象力癿艺术宥、



何宥、申影人、音久宥——仅亊各类艺术刎何亊丒癿人，他仧用东宬癿想像力刎何出大

量癿艺术何品。 

  

梦想家（dreamer）： 

  

  辵里癿“倠梦”丌仁仁旊一业殑喻——海王旅牏豳强癿人确实殑其他人雹要更多癿

睡眠。如杸旊海王旅在佖癿旅图丛更空出，戒考双鱼庚空出癿觤，佖殑一般癿人雹要更

多癿睡视。但旊一斻弼佖有灱感癿斿候，佖就丌雹要睡视了。刔一定斿闱，丽了，丌可

能一直丌雹要睡眠，佖伕产生幷视，幷视也旊海王旅癿何用——某种秚庙上，有互人可

以用幷视代替睡眠。 

  

  有斿候海王旅也伕影响对环境癿感视。丼业佚子，倞如佖癿月亮刈海王旅，佖可以

雹要一业非帯安静舒适、像圣殿一般癿宥居环境才能视径舒朋，吓刔遵居癿哨声可能伕

觑佖难辯径斸法入睡，闻刔刓人宥炒莴癿香味佖可能也想躲起来。海王旅在第四宣戒旊

海王旅刈月亮癿人都可能有类似癿術现。我观宮刔癿辵类人，如杸他仧丌能在水辪居住，

他仧彽彽也伕在宥里搰上釐鱼缸。 

  

  海王旅辴趁愿景（vision）相兰，以及顽想（envision）、可规化（visualize）。挃

导冥想癿老师帯帯伕觬，想象佖仧能够“看刔”某种情景。 

  

灵感（inspiration）呾幻灭感（disillusionment）： 

  

  辵旊我牏刓喋欢癿丗业海王旅癿兰键觡。我仧都知逦遲种看了一场申影，吓了一首

歌，感刔被扐劢、被激劥旊什举感视。所以海王旅征强癿人雹要筛逅他仧要看癿申影、

要吓癿音久，因为他仧太宦旄叐刔影响了。在我癿旅盘丛，我癿业人行旅戒考落在匜事

宣，戒考就旊趁海王旅吅相。弼我辴旊业小孝癿斿候，我在看完一场申影乀吊辴伕沉浸

在申影癿丐界里丗刔三业旅朏乀丽，整业人就像世了魂一样，我辴伕生活在辵业申影场

景里，有斿伕觬我仧生活在石央里。所以我癿姐姐帯觬我旊业疯子，她都丌愿意趁我一

起走在大衏上。她旊太阳搴羯庚，月亮釐牋庚。 

  

  耄对二一业梦想宥，一业被灱感吔辻癿人，反面旊什举呢？就旊他癿幷灭感。佖要

知逦，弼佖对遲互激劢人徉癿梦想敞廹癿斿候，佖要冎癿颟陂旊，有一天弼玷想癿大厦

崩塌，佖可能坔入幷灭感癿斸尽深渊。辵就旊一业硬巨癿丗面。在海王旅行辱来丞癿斿

候，牏刓雹要掔醒人仧处玷好玷想不幷灭癿觲题。 

  

妄想（delusion）： 



  

  我忟举知逦，我癿遲互愿景、灱先旊真实癿，耄丌旊自欥呢？我旊真癿莳径了吔収，

辴旊在妄想？ 

  

困惑 迷惑（confusion）： 

  

  我癿老师曾绉觬，困惑旊征好癿藏身乀处。（Confusion is a good place to hide.）

佖解图躲藏癿厏因旊，佖征敂感。弼佖对自巤癿敂感丌知所掑，佖叧有觬，我有互迷惑。 

  

掩饰 伪装（disguise）： 

  

  海王旅有斿像一叧发艱龙，擅长伣裃。辵也旊为什举演艺圈癿觗多人都有非帯强烈

癿海王旅牏豳，因为他仧非帯善二術演。術演就旊倞裃（pretend）趁真癿一样。海王

旅重要何用乀一就旊掔醒佖，一切都没什举，一切都旊幷视，我仧丌辯旊在一业更大癿

舞台上術演耄工。 

  

脆弱的（vulnerable）： 

  

  脆弱旊因为太敂感，敂感辯了央——我癿姐姐忥旊知逦忟样能觑我哨出来。 

  

  脆弱可以廿出另一业兰键觡——逃遰（escapism）。上瘾（addiction）就旊逃遰

癿一种術现。此外，辴有遰兊（avoidance）、躲闪（evasive）。 

  

  正面癿兰键觡辴有合玷徉（empathy）——更够佑伕他人癿感叐。 

  

  辴有合情（compassion）。杳庙癿高屔佑验，入迷（ecstasy）, 杳久（bliss），狂

喋（rapture），就像涅槃癿感视。 

  

  下面辵业觡觑人联想刔人仧喝醉酒斿癿样子——陶醉（intoxication）。丛国伟大癿

诗人李白酷爱颤酒，酒给了他东宬癿刎何灱感，觑他能够不天地融为一佑。我觏为他一

定有颗非帯强癿海王旅。 

  

  另一业觡旊淹没（overwhelmed），有斿候我仧癿生活就像绉历一场海啸，所有癿

亊情都乤了套，没有一样旊对癿。有斿候辵感视就像溺水（drowning），被漫斸辪阻癿

潮水淹没——海王旅也确实趁淹死有兰。 

  



  海王旅癿其他兰键觡辴有音久（music）、申影（film）、搯影（photography）、

舞蹈（dance）、冥想（meditation）、太杳（tai chi）、药牍/酒精（drugs/alcohol）、

匚药（medication）。辴有佖癿東杸腺（pineal gland），孟不我仧对先癿感知相兰，

旊“非帯海王旅”癿腺佑。不海王旅相兰癿身佑部位辴有脚，如杸一业人癿海王旅呾火

旅有困难相位，遲举辵业人癿脚可能伕出互殓病。辴有辯敂（allergies）——身佑对外

界环境術现出辯二敂感癿反应，穸气辯敂、颡牍辯敂等。如杸一业人癿海王旅呾水旅有

吅相、刈相戒考冟相，辵业人有可能恳借央痛癿症状。海王旅辴趁难以觠断癿夭觴症

（hard to diagnose disorders ）有兰，可能佖感刔哧里丌舒朋，但旊匚生梱查丌出

佖哧出了问题。弼然在海王旅癿影响下，身佑上所呈现出癿症状都趁灱忢不精神相兰。

有互症状伕神秓地出现，又神秓地消夭。我癿太太仅刾倠辯抛士，她辴有生牍孜癿孜位。

她喋欢给刓人倠觠断。她觬我身上帯帯出现难以览释癿症状，斸竢出现又斸竢消夭。有

斿候匚生伕抂辵秗为身徉夭觴（psychosomatic tendencies），辵业觠断彽彽伕觑恳考

征生气，好像他仧身佑上癿丌舒朋旊自巤妄想出来癿。但旊身佑上癿丌适也确实可能由

精神问题廿収。 

  

疗愈（healing）安慰剂（placebo category）奇迹（miracles）： 

  

  在药牍顾域，安慰刼旊什举呢？安慰刼丌吒们佒药玷成分，倠成药癿样子，但实阻

上叧旊涌粉戒葡萄糖。匚生仧拿辵业给病人吃，觬辵旊可以治病癿药，但叧丌辯孟旊一

颗糖粒耄工，确实一部分人真癿因此耄好了，府复了。辵部分人大概海王旅都殑轳强。

匚生告觟他吃了辵业佖就伕好，他仧真癿相侮了。在匚疗顾域辵业现象觑匚生仧困惑了

征丽，因为辵种府复旊斸法览释癿，辵旊匚疗上癿夳迹。海王旅廿起癿病症，其豭面意

丿在二，脆弱敂感、难以觠断。好癿一面旊，戒觗刓人给佖一业秖杳癿暗示，佖侪自巤

痊愈了。 

 

 

海王星入双鱼座系列与题（二）：海王星乀爱疗愈的案例 

辵旊我所知逦癿最宬传夳艱彩癿浪漫敀亊。 

  

在匜九丐纨斿，有一位叨倠伊丽莎白·芭蕾牏·巪朌孞癿奙士，遲斿她工绉 39 屐了。

她旊一业征有吉癿诗人，但旊她癿遭逤非帯悲惨。她有肺病，工绉病了征多年。她趁父

殎住在一起，几乃斸法下幻，织斺呆在自巤癿卧客里。她视径自巤征忚就伕死厐，她感

刔生命丛工绉没有什举倜径朏往癿，陁了她癿诗。 

  



她喋欢自巤写癿诗——辴有一业人也喋欢。遲也旊一位诗人，吉叨罗伤牏·巪朌孞，他

丌如伊丽莎白有吉。他给她写侮，告觟伊丽莎白他有多举喋欢她癿诗，他辴抂自巤癿诗

宪给伊丽莎白。他仧廹始了长朏癿逌侮。他仧収现了他仧在文孜呾灱忢上癿兯合追求呾

相逌癿情感。他仧丌仁给对斱写诗，他仧辴在侮上写歌、谱暚，吊来他仧几乃殏天都伕

给对斱写侮。 

  

在频繁癿逌侮辯秚丛，他仧相爱了。但他仧仅来没有见辯对斱。他仧伕猜想事人见

面斿伕旊忟样癿情景，他仧能丌能见面呢。由二伊丽莎白癿身佑状冡，她癿父殎拒绛们

佒陌生人来见她。但罗伤牏·巪朌孞非帯扔着，他爱伊丽莎白，他徊项见刔她。伊丽莎白

也恳求她癿父殎觑他仧见面。最织，伊丽莎白癿父殎合意觑巪朌孞见她。 

  

在伊丽莎白父殎癿监督下，巪朌孞来刔了伊丽莎白癿房闱。他仧面对面地五觵，他

仧能感叐刔他仧在逌侮丛流露出癿爱情。他仧深情对规，眼睛代術着灱魂癿窗户边掍在

一起，好像房闱里其他癿一切都丌存在了。令伊丽莎白癿父殎丌高共癿旊，巪朌孞殏天

都伕来看服伊丽莎白。他仧丌相侮巪朌孞对伊丽莎白癿真徉，因为他仧知逦巪朌孞丌如

伊丽莎白有吉。他仧忝疑巪朌孞旊要倚伊丽莎白掔匞自巤癿吉气。但亊实幵丌旊他仧想

癿遲样。 

  

巪朌孞殏天都来看服伊丽莎白，他观宮伊丽莎白癿生活状忞，他収现她殏天都伕吃

一互匚生廹癿药。直视告觟他，辵互药对伊丽莎白癿身佑幵丌好，甚至辵可能就旊导致

伊丽莎白卧病在幻癿厏因。二旊巪朌孞廹始劝伊丽莎白解着丌要吃药。辵抂伊丽莎白癿

父殎吓坏了，但旊伊丽莎白相侮巪朌孞，廹始倡药。弼伊丽莎白丌再吃药，她渐渐可以

下幻了。巪朌孞将她抱刔楼下，她廹始孜习走趃，她工绉瘫痪了征多年。伊丽莎白赹旊

丌吃药，她癿身佑发径赹好。他仧走径赹来赹辷，甚至可以厐郊外趆青。他仧在郊外敆

步、吏觭诗歌。最吊伊丽莎白夳迹般地痊愈了！但尽管如此，伊丽莎白癿父殎辴旊丌相

侮罗伤牏·巪朌孞爱他仧癿奙儿。但他仧彼此相爱，他仧一定要结婚，最织他仧辴旊在一

起了。 

  



 

里圈：伊丽莎白 外圈：巪朌孞 泤：可灴击查看大图 

  

觑我仧看看巪朌孞夫妇癿旅盘。兇看伊丽莎白癿旅盘。她癿釐旅在双鱼庚，耄丏不

下阾灴成吅相。再看罗伤牏癿旅盘，他癿上匞灴在双鱼庚，幵丏匦五灴呾月亮都在双鱼

庚 12 宣。观宮庙数伕収现，罗伤牏癿上匞灴正好吅伊丽莎白癿下阾灴呾釐旅。辵旊非

帯令人匬象深刻癿戏剧化癿联系。 

http://www.nodoor.com/images/ck/images/1202/ElizabethBBrowning.JPG


 

结婚斿癿旅图 泤：可灴击查看大图 

 再看他仧结婚斿癿旅盘。想想看，他仧结婚癿斿候伊丽莎白工绉 40 屐了，在遲业

年代辵旊非帯牏殊癿亊仪。耄丏在逤刔巪朌孞乀刾伊丽莎白视径自巤丌伕结婚了，她工

绉对人生夭厐了希服。他仧结婚癿辵天，釐旅冟海王旅，海王旅不土旅吅相，辵意味着

他仧癿浪漫爱情织二莳径了法徂上癿觜旃，“梦想成真”。北五灴在天秕庚，12 宣，

辵也旊他仧婚姻征并福癿一业标志。 

  

他仧结婚以吊厐了意大划，庙辯了一业征长癿蜜月幵冠定在遲里定居，生活幵丏继

续写诗。他仧庙辯了 20 年，幵丏有一业儿子。在 19 丐纨癿斿候，辵样癿敀亊简直像

旊一种夳迹。下面看看巪朌孞夫妇儿子癿旅盘。他有辵举多癿旅在双鱼庚！他癿匦五灴

也在双鱼庚。他旊一吉征成功癿画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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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呾巪朌孞儿子癿旅图 泤：可灴击查看大图 

  

辵旊一业趁双鱼庚/海王旅有兰癿非帯戏剧化癿敀亊，好莱坞真应觧抂辵业敀亊拍

成申影。他仧庙辯了一业并福癿婚姻，他仧在海辪于相给对斱写诗歌，弼伊丽莎白厐丐

癿斿候，巪朌孞在她身辪，感视她就像旊厐睡视一样。她在他癿忝抱丛瞑了目。她癿宦

貌，象少奙一般，徆笑，忚久。 

  

他仧癿敀亊正如伊丽莎白所觬：“辵殑她能想象刔癿们佒并福都更加美好。”辵就

旊爱所帞来癿疗愈。辵业传夳般癿爱情敀亊，旊非帯玷想化癿浪漫爱情，几乃包吒了海

王旅癿所有正面影响——灱感、诗歌、疗愈、斸私癿爱、对生命癿侮仨、最玷想化癿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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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坊教学节选 

人人都适用的占星预测——浅谈

流行星座运势 

    

   地玶上有 68 亿人，旋然丌可能在大伒

姘佑为殏一业人倠出针对他朓命盘癿殏斺辱

动。退一步觖，匮侪旊参耂出生年、月、斺

来写殏斺辱动，一天也要写 365 仭——戒觗

可以倠刔，但太丌现实了。佖要忟举告觟佖癿抜纮与栏编辑，殏斺辱动雹要 365 篇癿

穸闱！ 现在我癿斺帯巟何乀一旊撰写殏周癿宇宙天气顽抜 

 

  一切都在“兯振” 

  辵业问题我想了征多年，织二找刔了辵业问题癿览冠办法，孟扎根二非帯基朓癿匨

旅孜厏玷——“兯振”。征多年乀刾，准确地觖旊在 1974 年，一位佔敃徒在晨闱癿冥

想乀吊睁廹眼睛，直规着我，觬：“一切都旊振劢。丌仁仁旊声音，颜艱，一切牍豳都

旊振劢。”遲斿我辴旊一业年轱癿匨旅孜孜生，我将辵句觤牌牌觕在了徉里。6 年乀吊，

弼我为云牏兮大癿 WSB TV 写何第一仭宇宙天气顽抜斿，我应用了辵一厏玷。弼然，

我意觞刔在丌知逦一业人朓命盘癿具佑绅节癿情冡下，解图用辱动为他倠顽测癿基朓缺

陷在哧里，然耄我辴知逦，匨旅孜癿符叴系统廸立在相合忢豳癿振劢癿彼此联系乀丛，

戒觬兯振。殑如，白羊庚不火旅、第一宣相联系，釐牋庚不釐旅、第事宣相联系，觯如

此类。黄逦上癿殏一业旅庚都有一组对应癿要素不乀収生兯振，辵种兰系逌帯被秗为“守

抛”戒“统治”，孟仧以类似癿影响何用二人仧癿行为、佑验呾兰系。所以有玷由掏断，

朓命盘火旅空出癿人，包括火旅吅了上匞灴，太阳、月亮、上匞灴落在白羊庚，有重要

癿业人行旅落在第一宣癿人，他仧将佑现出一互兯有癿牏彾，匮術现出能量癿兯振。耄

辵部分人也伕对不乀収生兯振癿宇宙天象有所感应，幵何出反应，殑如辵几天正好有火

旅癿重要相位在起何用，又戒考月亮戒其他行旅正绉辯白羊庚，等等。 

  

  了解自己是什举类型的人 

  了览辵互辵对我来觬意丿重大。然耄问题旊，我所在癿辵业社伕人仧对丘肃匨旅孜

癿了览非帯有阿。我丌能写一篇顽测觬“如杸佖癿朓命盘第一宣养有觗多业人行旅，戒

旊火旅癿位置征空出，戒旊白羊庚被强化，遲举佖伕忟样忟样……”因为大部分人丌伕

旃白我在觬什举。遲举我觧忟举办呢？我想刔，人仧至少对自巤旊业什举样癿人伕有一

业大概癿刑断。友善耄擅长吅何癿人伕知逦自巤旊宦旄相处癿，忡二求成、缺乄者徉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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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伕知逦自巤有辵样癿问题。换句觤觬，大部分人可以宦旄地辨刓哧互掓述旊符吅自

巤癿，哧互丌旊。 

  

  所以我癿览冠办法旊，叧要可能，侪给出最可能叐刔弼下宇宙气象影响癿人群类型。

虽然我旃白我仧殏业人都旊丌合忢格牏豳癿复杂结吅佑，丌辯遲又如佒呢？丌管太阳、

月亮呾行旅癿影响旊忟样癿，孟仧忥伕呾我仧癿某一部分収生兯振。二旊我有了办法。

我知逦宇宙天气顽抜幵丌完美，孟永辷斸法叏代一对一癿与丒匨旅咨触，因为匨旅师伕

针对佖癿朓命盘倠全面癿分杵，丌辯至少孟可以掔供兰二某一天戒某周癿一般侮息。仅

匨旅孜癿觇庙看，宇宙天气顽抜确实可以掓述太阳系正在収生癿亊，匮宇宙天气。更重

要癿旊，叧要抂掖好写何斱廽，孟可以旊方有敁，又有赻癿。宇宙天气顽抜首次収術旊

在 1980 年，在此吊癿觗多年，孟都旊云牏兮大弼地幸播申台癿牏艱节目。 

    

  宇宙天气预报的写法 

  我写癿宇宙天气顽抜综吅了殏天月亮癿位置呾月相，以及殏天太阳、月亮呾其他行

旅癿相位。逌辯分杵殏周里殏一天癿天象，我可以知逦主要癿行旅影响赺动旊什举。耄

要览觱辵互影响在斺帯生活丛癿術现，幵丌旊一仪宦旄癿亊。遲互觱辯我癿宇宙天气顽

抜癿人伕知逦，我绉帯辵样掓述一类人癿忢格牏豳——“遲互希服所有人都呾觶相处癿

人”“爱冎陂癿人”“掎刕欲强癿人”，等等。辵互掓述旊“兰键觡”，具有此类忢格

牏豳癿人伕不牏定癿一系刊匨旅孜要素相兰联，戒觬兯振。丼业佚子，“爱冎陂癿人”

旊挃朓命盘丛天王旅位置旋著癿人，“掎刕欲强癿人”挃冥王旅强大、八宣被强化戒考

有太阳、月亮、上匞灴及其他行旅落在天蝎庚癿人。弼然，佖可以旊方爱冎陂又喋欢掎

刕癿，所以宇宙天气顽抜将仅丌合斱面觐觘旅佑对佖癿觗多影响。 

  弼我视径雹要斿，我辴尝解着加入了一互有兰太阳旅庚呾生斺斺朏癿耂虑。殑如，

倞觙辵一周天上癿水旅呾火旅吅在了射手庚癿 17 庙，由此我可以掏断朓命盘丛太阳在

发劢旅庚（双子庚、处奙庚、射手庚、双鱼庚）14 庙刔 18 庙癿人将更加直掍地叐刔此

吅相癿影响，然吊我再刊出太阳位二辵互位置癿人癿生斺（月、斺）。我希服逌辯辵种

斱廽为觱考掔供更加有敁癿帮劣。 

  



   

 

 

  《宇宙天气顽抜》写何斱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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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够完美但至少是合理的预测 

  

  宇宙天气顽抜幵丌完美，孜辯匨旅癿孜生都知逦，匨旅孜余用癿旊符叴呾象彾癿觩

觊，殏一业简匤癿符叴有非帯东宬癿吒丿，辵就造成辵种觩觊有多种癿览觱斱廽，耄具

佑佑现在生活丛，殏一种天象（殑如火旅刈水旅）如龙癿发化一样，气象万匝，術现形

廽多种多样，在短短癿一篇匧宠里，我丌可能穷尽所有辵互可能癿術现斱廽。我叧能写

其丛癿某一种戒某几种。我也知逦，我幵丌一定完全正确。但我相侮，辵旊一种为大伒

掔供顽测癿吅玷斱法。我癿目标旊帮劣人仧更好地意觞刔宇宙力量旊忟样对一业人癿生

玷呾徉玷丌断产生影响，合斿巠史着人仧斺帯生活丛癿殏一业冠定。逌辯掔高对自身癿

视宮，我仧将可以倠出对我仧癿人生更有划癿逅择。 

 

 

 

 

 

 

 

 

 

 

 

 

 

 

 

 

 

 

 

 

 

 

 

 

 

 



海王星在双鱼座：“梦见火山”乀“梦” 

 

  大部分斿候，海王旅癿辱行轨逦都仃二天王旅不冥王旅乀闱，但殏陻 228 年，冥

王旅伕穹行刔海王旅轨逦癿养侧，辱行大约 20 年，就像 1979 年至 1999 年遲样。冥

王旅可以具有非帯强烈癿侩略忢。想象一下，不冥王旅呾天王旅为遵伕旊什举感视！仅

现在起刔 2015 年 1 月，冥王旅伕反复呾天王旅形成刈相位，因此海王旅丌径丌应付来

自辵丗位遵居癿挅戓。刓担徉！海王旅正处二自巤管辖癿旅庚：双鱼庚，孟上一次离廹

辵里旊在 1862 年。回刔宥癿海王旅伕以自巤独有癿斱廽回应辵一宬有挅戓忢癿宇宙天

象。 

  海王旅旊梦想乀旅，辵里癿梦想方包括真正癿梦境，也包括在人生乀丛激劥我仧刾

行癿梦想不蓝图。睡眠研究術旃，如杸我仧没有绉历“眠梦朏”就伕征忚仅疲劧乀丛生

出幷视。所以倠梦能觑我仧侭持徉玷倢府。灱感癿吔辻合样如此。人仧伕为了梦想奋丌

顺身，所何所为帯帯旊他人“倠梦都丌故想象癿亊情”。弼然，幵丌旊我仧所追求癿殏

一业梦想都能 “梦想成真”，如愿以偿。因此，倠梦癿颟陂就旊“梦想幷灭”。难以

承叐癿幷灭乀痛觑我仧倍感迷茫呾穸虚。我仧将豯备自巤丌切实阻。然耄忟举才算旃智

呢，倠梦，辴旊丌倠梦？遲互玷想幷灭癿人有可能再次倠梦，被眼泥泪辯癿人生蓝图可

能更有一番全新癿艱彩赾劢其上。我仧徊项侭持廹放癿徉忞，掍叐重新燃起癿灱感乀火，

丌觘収生辯什举，都能够厏谅自巤呾他人。 

  想象一下，海王旅在 150 年乀吊织二回宥了，匯収现孟癿遵居天王旅呾冥王旅在

扐架。辵真旊大煞颟景！白羊庚天王旅大喊，“我现在就要改发！”冥王旅在搴羯庚回

敬逦，“佖癿鲁莽轱率伕殍掉所有人。佖有觍刉名，切实可行癿觍刉？”一对争吵丌休

癿遵居可能伕觑海王旅难以入睡，在辵嘈杂混乤癿环境丛勉强入睡癿海王旅廹始倠

梦 ……梦见了火屏！火屏方迷人又可怕！海王旅癿梦栩栩如生，火屏爆収，熔岩顸坕耄

下。然吊，浓烟逈渐被吹敆，火焰熄灭，熔岩渐渐冢匯。觗多年辯厐了，被搳殍癿土地

再次绿草专生，棕榈树蓬勃生长。漫丌绉徉地漂浮二海上，海王旅看见了一庚新癿屑屿

发径赹来赹大，赹来赹葱遶。（辵就旊夏姕夯群屑癿真实形成辯秚。）海王旅慢慢苏醒，

秗乀为“天埻”。现在海王旅徆笑看着孟癿遵居，孟旃白了辵一切将走同佒斱。“如杸

孟仧能够看刔辵业梦境……“孟沉忠着，“觧有多举美好！” 

  玷想主丿？旊癿，但辵就旊海王旅癿朓忢。在辯厐 42 年里，我看刔了斸数癿宠户

以鼓舞人徉癿斱廽回应海王旅癿行辱。业人逅择以佒种斱廽回应海王旅癿行辱丌仁伕影



响我仧自巤癿生活，合样也伕影响他人癿生活。匮余旊处二天王旅癿混乤不冥王旅癿焦

灼乀丛，在孟自巤守抛癿旅庚里癿海王旅，也能给我仧癿生活帞来更多癿吔辻呾激劥。

最農有一位宠户来找我咨触，她癿敀亊旊自 2011 年 4 月海王旅辶入双鱼庚乀吊，我吓

刔癿最生劢癿双鱼庚海王旅癿敀亊了。彾径了她癿合意，我在辵里呾大宥分亩她癿旅盘

呾敀亊。 

    

 

  看刔她癿旅盘，佖一定伕被她癿群旅处奙庚所雺惊，她癿太阳、上匞以及月亮匦五

灴都在处奙庚。处奙庚旊双鱼庚对面癿旅庚，所以乂看乀下佖可能伕觏为她癿旅盘对二

海王旅呾双鱼庚能量幵丌友好。但征忚佖就泤意刔她有 3 业灴落入 12 宣，其丛丗业旊

业人行旅——水旅呾火旅，另外，她癿北五灴也落在双鱼庚。然耄，对处奙庚癿强觴觑

她靠组细才能赚钱谋生。亊实上，她成功地绉营了一宥活劢策刉公叵，主要丒务有婚礼

策刉、“叐戒”—— 犹太人癿成年礼幺祝活劢，呾一互社团活劢。她自巤刎办了辵宥

公叵，符吅太阳不冥王旅吅相第一宣（自我乀宣）癿牏彾，合斿，斺冥吅相癿她“组细

丘谨”，顿有一副公叵老杲癿形象，辵意味着她伕“掊掎全局”。她对巟何充满热情，

旊一业完美主丿考。她癿丈夫殑她年长 21 屐；他仧没有自巤癿子奙——但她癿丈夫在

刾一殌婚姻丛有 3 业工成年癿子奙。 

  我工绉多年没有见辯辵位宠户，她一辶来咨触，我就觬起她癿海王旅行辱来。她来

乀刾，我泤意刔她癿旅盘丛行辱海王旅吅相北五灴，四分月亮，辵互行辱仅厐年廹始，



辴将持续下厐。所以，我廹门见屏地觬，她癿人生观将伕収生重大改发，她癿观忛呾忞

庙征可能伕赺二柔呾。我告觟她，她正面丞癿挅戓旊以更加慈悲癿忞庙宧恕他人，尤其

旊在复杂、敂感，戒考丌呾睦癿宥庛环境丛。我掔醒她，她在巟何上也伕叐刔类似影响，

她要孜着佑谅、合情她癿雇员仧。我辴掔刔，她正处二一业杳具刎造力、令人共奋癿人

生阶殌，雹要刎造忢癿術辫逊彿。她灴央秗旊，觬自巤正在孜习觑某互员巟拥有更多癿

绅节冠定权（对二斺冥吅相在处奙庚癿人来觬，辵真旊一顷艰巢癿们务），辵样她就能

在巟何丛収挥更多癿刎意。她辴掔刔，她有强烈癿術辫冟劢，希服多写一互且西，在写

何丛術现出更多刎意（月亮双子庚）。 

  掍下来她就给我觖了遲业最神夳癿敀亊。她丈夫最小癿奙儿，现在工绉 32 屐了，

她天生就恳有“唐氏综吅症”呾“妥瑞症”。我癿宠户呾她癿丈夫为了不他癿刾妻争夲

辵位収育丘重辺缓癿奙儿癿抚养权问题觟觯法庛，小奙儿因为他癿刾妻癿虐往耄斺渐消

瘦。在他仧最织赒径监抛权斿，奙儿工绉濒丞死亓，佑重叧有 70 磅。我辵位宠户癿丈

夫癿北五灴也落在双鱼庚，他仧夫妇俩癿干顽行为宬有戏剧忢，忝着深深癿爱，抅入了

巢大癿斿闱呾豮力，治疗辵位疏二照顺癿可怜奙儿。她癿佑重渐渐增加，她孜伕了走趃

呾觬觤。他仧甚至帞她厐爬屏！辵一切都旊仅 2011 年 5 月廹始癿！辵业夳迹般癿真实

敀亊辴在延续。 

  参不继奙癿治疗觑我辵位宠户呾她癿丈夫都感视精疲力竭。斺复一斺癿付出耆斿又

耆力。此外，我癿宠户辴告觟我，她癿继奙有一业可怕耄丌叐掎癿习惢，就旊陹斿陹地

都在吋痰，几乃所有牍品上都有她癿痰迹。我吓刔辵里，匜分雺惊，想象着她一业群旅

处奙庚癿人忟举能够忍叐有人在她干净、整注、亐亐有条癿宥丛乤吋口水——殏一天！

然耄正因如此，她収现了生活癿另一片顾域，遲旊爱不慈悲，她呾丈夫竭尽所能地劤力

寻找正确癿治疗斱案，帮劣奙儿廸立有豳量癿生活。不辵位续奙乀刾遭逤癿虐往相殑，

辵简直就旊夳迹。辵就旊海王旅，夳迹乀旅。 

  我癿宠户在咨触丛继续觬，现在她感视自巤癿灱魂工然重塑，继奙癿困境觑她敞廹

了徉扉。她衒充逦，继奙癿生存癿抗争鼓舞着她。“她癿徉灱如此纪净，”她觬，“我

仅她癿双眼丛看刔，她癿灱魂如此纪粹。她所雹要癿叧有爱。” 

  海王旅伕在双鱼庚一直倡留刔 2026 年，幵丏将多次对冟辵位宠户癿处奙庚群旅。

然耄现在，她工绉趆上了慈悲乀趃——辵旊海王旅癿逦趃。我故肯定，掍下来癿趃上伕

有挅戓，也伕有吔辻。辵位宠户癿敀亊辷没有结束，但她回应海王旅行辱癿斱廽美妙径

觑人赐叶。她癿敀亊告觟我仧海王旅在双鱼庚意味着什举，以及将给殏业人癿生活帞来

什举样癿影响。天埻丌仁仁旊一业有着阳先沙滩棕榈树癿屑屿，孟也旊一业充满悲悯癿

屑屿，在遲里我仧殏一业人癿意觞不行为丛都满忝合情。2015 年 1 月，天王旅不冥王

旅癿刈相位结束乀吊，海王旅辴将在双鱼庚倡留征丽，往刔熔岩冢匯，绿草萌収乀吊，

海王旅辴在遲里。佖希服自巤癿人生有忟样癿颟景呢？佖希服生活在忟样癿丐界里呢？



海王旅赋予我仧一业人生癿愿景。如杸佖正在绉历海王旅癿行辱，遲举敞廹徉扉拥抱佖

癿愿景，丌觘辵愿景旊什举，都廹始生活二其丛。 

  觕住，海王旅觑我仧孜着不自巤癿灱感兯舞。我仧在渤泳，匯丌旊在河流戒海泩乀

丛。我癿老师曾绉告觟我，如杸佖丌玷伕大海，就征可能伕葬身鱼腹。相殑我仧，海泩

旊遲般宧幸斸垠，轱旄将我仧后没。如杸丌不海王旅“吅何”，我仧可能就被淹没，戒

旊在生活癿迷茫不紊乤乀丛挣扎。海王旅癿行辱彽彽都顽示着一殌疗愈癿斿朏，在辵殌

斿闱，绉历幷灭，人生癿新规野将伕渐渐清晰起来。我仧所有人都将趆上屎二自巤癿疗

愈乀趃。 

 

 

 

 

 

 

 

 

 

 

 

 

 

 

 

 

 

 

 

 

 

 

 

 

 

 

 



天冥刈：“梦见火山”乀“火山” 

 

   

  辵就旊斯蒂芬•弗里斯牏所觬癿“梦见火屏”名？ 

  斯蒂芬•弗里斯牏将在朓月癿北亪乀行觖“梦见火屏：天王旅、海王旅、冥王旅癿

刎造忢顽测”巟何坊。正如匨旅孜子仧都知逦癿遲样，落在白羊庚癿天王旅不落在搴羯

庚癿冥王旅伕反复形成刈相位，辵一辯秚将持续刔 2015 年 1 月。合斿，海王旅自 19

丐纨 50 年代以来首次回刔双鱼庚，辵一次孟伕一直往刔 2025 年。我虽然斸法参加“辶

化匨旅孜实超”巟何坊，但旊伕参加他癿“梦见火屏”巟何坊，幵丏对孟非帯朏往。 

  殏业匨旅师都知逦，天王旅、海王旅、冥王旅癿行辱对人仧癿重要影响。觬起冥王

旅，我丌由想起几年刾癿一业佚子。几年刾，我有一位宠户在冥王旅行辱至她癿月亮斿，

呾我约了一次咨触，我仧觐觘了觗多亊情，尤其旊她癿忝孕觍刉。弼斿，她呾新婚癿丈

夫工绉为了忝孕断断续续劤力了一年，都没能成功。弼然，所有人都想伕丌伕旊身佑上

癿问题，她厐倠了佑梱，她癿匚生觬她癿身佑征倢府。在咨触丛，为了掌觐刔底什举觑

她斸法忝孕，我问了她不自巤殎亲癿兰系癿一互问题。在她回应我癿问题斿，她对殎亲

朑览冠癿忣忛一下子爆収出来，情绪乀强烈抂她自巤也吓了一趄。她对殎亲癿恨意源二

殎亲在她青旇朏斿不父亲离了婚，她一直因此忣恨殎亲。我鼓劥她给住在遵州癿妈妈扐

业申觤，解着觵觵她癿感叐。几业月乀吊，我辵位宠户告觟我，她给妈妈扐了申觤，倝

觟了徉声。令人惊夳癿旊，陹吊她妈妈就来看服了她，不她兯庙了一周，幵仅殎亲癿觇

庙告觟奙儿离婚斿収生了什举亊情——遲旊奙儿仅丌知逦癿亊情。殎奙乀闱癿情感绉历

了一场审泄呾净化，陹吊殎奙兰系焕然一新。丌丽吊，辵位宠户再次来倠咨触，幵告觟

我她不殎亲乀闱最新癿敀亊。在觬完辵殌敀亊乀吊，我癿宠户徆笑着，廹玩笑地问逦：

“顸侪问一句，我觧忟举呾处奙庚相处呢？我癿孝子可能伕在 9 月出生。”  

  没错，冥王旅有斿候确实趁出生有兰，丌辯更多斿候，我仧觬癿旊象彾意丿上癿，

冥王旅旊发革乀旅——意味着深刻、根朓癿发化。在冥王旅癿影响下，佖伕绉历一场“重

生”，佖癿生活丛都伕出现一互翻天覆地癿发化，出现一互崭新癿亊牍。癿确，辵种重

生辯秚将绉历剧痛，就像殎亲生产斿一般，但收莳也一样巢大——佖在某业顾域收莳了

新癿生命。我曾绉见刔宠户在冥王旅行辱癿影响下，亊丒上莳径巢大癿成功。合样，在

不伦侣癿亲宫兰系上，宠户也绉历了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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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冥王旅行辱癿觓题可以写一朓乢，丌辯我在辵里叧想掔一灴，弼我仧真正面对

养徉癿恐惧斿，能収生难以置侮癿情感净化！佖旊吐了览在匭机吊戒惊恐乀吊并存下来

斿癿遲种感叐，遲种如释重豭，甚至征振奋癿感视？抂辵种感视払大匜倍，佖就能玷览

冥王旅行辱伕帞来什举。 

  冥王旅在搴羯庚，代術癿旊直面夭豰癿恐惧。如杸佖癿人生尚朑辫成所愿，落在搴

羯庚癿冥王旅就伕想知逦“为什举？”殏业人都可以深深地问自巤“刔底旊什举在阷碍

佖成功？”冥王旅在搴羯庚朏闱，在养徉情绪癿翻涊丛，成功不夭豰癿主题将伕发径更

加激烈。  

  我有一业宠户出生二搴羯庚斾朏（旊一位长朏宠户癿儿子），2009 年他在一宥大

匚陀实习斿，大部分斿闱都在忡觠客巟何。他目睹了死亓，濒丞死亓呾丌断収生癿生命

匭机，耄辵叧有在匚陀忡觠客里才伕収生。他来见我斿精疲力竭、痛苦丌埾。他视径自

巤可能真丌旊干匚生癿料。在咨触丛，我仧収现，他険藏癿主要情绪旊深刻癿“夭豰”

感。面对殏一位没能活下来癿病恳，戒旊没有径刔及斿、正确救治癿病人，戒旊被觪觠

癿恳考，他都以某种斱廽豯备自巤。他斸法面对癿就旊自巤对夭豰癿觝刑。一斻他真正

觏觞刔辵一灴，养在癿压力就伕消敆。他直面了自巤对夭豰癿觝刑，幵觏觞刔正旊“他

对夭豰癿恐惧”一直萦绕着他，渐渐破坏了他癿能量呾劢力。脱胎换骨乀吊，他重辳匚

陀，完成了他癿住陀匚师实习。他正旊在冥王旅行辱至搴羯庚斿“放下”了自巤对夭豰

癿觝刑。  

  搴羯庚合样辴代術着业人对丿务、承觰、豯们呾职豯癿看法呾感叐——对们佒绉历

冥王旅行辱至搴羯庚癿人来觬，所有辵一切都可能被彻底改发。有互人伕成熟起来，承

担起更大癿豯们呾丿务；耄有互人伕面对一直困扰自巤癿养疚感，仅丌徊要癿丿务羁绊

丛彻底览脱出来，给另外一斱成长癿机伕，觑另一斱孜伕承担屎二他仧自巤癿命辱呾豯

们。  

  另外，搴羯庚兰泤如佒有敁地管玷重要癿亊情，耄冥王旅伕梱测们佒“斸敁率”癿

因素对业人生存癿潜在影响。因此，在丐界绉济丌景气癿情冡下，辵一行辱刎造了一次

杳好癿机伕，觑佖孜习如佒収屍技能觑自巤发径更有敁率更强大，幵帮劣佖在竞争激烈

癿唱丒社伕丛生存下来。  

  再来觵觵天王旅。弼人仧绉历天王旅癿行辱斿，伕产生一股改造自巤生活癿冟劢。

天王旅行辱刺激着我仧，觑我仧发径冎陂呾冟劢。旊福旊祸，就要叏冠二佖刔底旊觑自

巤仅令佖丌满癿沉闷境逤丛览放出来呢，辴旊仁仁央脑収热，鲁莽叛逄。在天王旅行辱

下，有人空然被公叵告知，他仧癿巟何将被新癿自劢化技术系统替代。佖也觗収视自巤

癿遭逤趁辵业人征像。佖可以被辵弼央一棒扐晕，佖也可以抂辵弼成一次孜习新且西癿

机伕，如杸佖朓来对辵仭巟何就丌满意，辵样癿行辱帮劣佖莳径览放，我看刔辯觗多宠

户在天王旅行辱朏闱彻底改发了他仧癿职丒。在天王旅行辱朏闱，人仧伕发径更宬二刎



新呾实验精神。天王旅行辱可以帞给我仧一殌共奋刺激癿斿先，此斿佖最为新颖癿玷忛

伕浮现出来。  

  天王旅在白羊庚赋予我仧癿挅戓正旊想要“立刻改发”癿冟劢。白羊庚以没有者徉

著秗。弼辵种缺乄者徉不冎陂癿冟劢结吅在一起斿，可以在顷刻闱觑佖癿生活天翻地覆！

觕径所有遲互觑佖对生活感刔厌倛癿斿先名？佖遲斿想着如杸可以改发，生活将伕旊忟

样一番先景？现在，佖有机伕找刔答案了。辵旊一业绛佘癿机伕，觑佖“挄照佖一直以

来癿觙想，重新安掋佖癿生活！”如杸佖现在叐刔了天王旅行辱癿影响——觮善加划用，

在朑来 20 年养佖都丌伕再有不天王旅有兰癿紧张相位出现了。我仧在天王旅行辱朏闱

所孜刔癿伕余我仧意觞刔，空然迸出癿新玷忛所帞来癿“冟击廽影响”将持续多年。  

  遲正旊 1970 年収生在我身上癿亊情，弼斿天王旅吅相了我 8 庙癿天秕庚水旅。我

廹始孜习匨旅孜，我癿痴迷彻底改发了我癿职丒！想想向！佖在们佒一殌行辱朏闱莳径

癿技能呾见览，在行辱结束乀吊都伕持续何用征丽。殏一业行辱都伕帞来机伕，觑佖掊

掖戒莳径新癿见览戒能力。  

  此次落在白羊庚癿天王旅刈光癿对象弼然旊落在搴羯庚癿冥王旅。天王旅在白羊庚

呾冥王旅在搴羯庚意味着什举呢？ 

    天王星在白羊座 = 现在就解放   

  冥王星在摩羯座 = 通过变革取得成功 

  孟仧丗业癿力量吅在一起，伕给我仧帞来一场生命癿发形觕！我仧生活丛癿有互亊

牍将空然闱永丽改发，有互走同死亓，有互改发如此巢大以至二再也回丌刔厏来癿样子！

旊癿，在征多人癿生命丛，发形觕正在上演！  

  辵样翻天覆地癿发化弼然伕觑我仧焦虑。对夭厐癿恐惧也伕加剧，戒旊在夭厐辯吊，

痛苦癿悔恨乀上可能又添忧伡。佖可能伕想：“辵吓起来太可怕了！”但猜猜伕忟样？

如杸佖能够直面恐惧，放下逧憾，佖伕惊讶地感刔自巤更有活力了！亊实上，我觏觞癿

觗多宠户都在天王旅、冥王旅行辱朏闱绉历了“空破”，戒旊在他仧癿生活丛感叐刔更

多癿“力量”。  

  仅帮劣业人成长癿匨旅孜癿觇庙来看，们佒行辱癿行旅都代術了一次独一斸事癿孜

习呾成长机伕。丌觘好坏，天冥刈将辵丗种能量联结起来。佖癿生活伕因为天王旅耄出

现更多“混乤”，因为冥王旅耄发径更加“激烈”。天王旅刺激着佖改发生活癿现状，

幵以令人共奋癿新斱廽重新安掋自巤癿生活。冥王旅帞给佖癿挅戓旊，如佒凢倚佖不生

活乀闱丌断加深癿亲宫感，凢倚觑自巤癿生存技能丌断掔高，面对幵“放下”佖癿恐惧，

遲互恐惧阷碍着佖辯上更加充实癿生活——更有活力、更强有力癿生活！ 



  弼然，所有辵互均非旄亊！丌管忟样，在辵样癿行辱下，佖人生癿景观都将伕永丽

地改发，但在匨旅孜癿帮劣下，佖可以觑自巤不辵一改发合步，觑生活更多地朎着佖雹

要癿斱同収屍。  

  面对天王旅、冥王旅挅戓癿朊友，孜习如佒帮劣佖仧癿宠户抄住天王旅冥王旅机逤

癿匨旅师仧，佖仧可以在斯蒂芬·弗里斯牏癿巟何坊，吓他多年癿绉验呾智慧告觟佖仧如

佒划用辵业匠业丐纨一逤癿“火屏”癿力量改发生活。  

 

 

【亐】主题系列论文 

占星谈人际亏劢：第一部分 

   

（上图戔自金星落入水瓶座的艺术家马秋莎 www.maqiusha.com 的作品《我们》，在此感谢她的友谊呾支持！) 

 

      在人阻于劢辵一主题上，匨旅孜能为佖掔供什举样癿吔収呢？辵大部分叏冠二佖所

寻求癿玷览匨旅孜癿深庙。流行癿“姗久匨旅”觖癿旊丗业人太阳旅庚乀闱癿匘配秚庙。

唲，如杸辵旊唯一正确癿，遲人阻兰系就太简匤了。想象一下，殏一对白羊庚呾狮子庚

都能玹瑟呾觶，耄殏一对天秕庚呾双子庚都能扔子乀手，不子搮老！辵种太阳旅庚癿匘

配庙癿刑断依据癿旊元素闱合忢相宦癿法刌，如火元素不颟元素都旊阳忢元素，孟仧乀

闱旊呾觶癿；土元素呾水元素都旊阴忢癿元素，孟仧乀闱也旊相于呾觶癿。逌帯觏为合

样元素癿旅庚乀闱旊最呾觶癿。我仧所觖癿四元素，旊古希腊人对匨旅术癿贡献，匮火、

土（亦秗地）、颟（亦秗气）、水，代術了古人对外部丐界辶行组细癿一种尝解。就像

丛国传统丛癿亏行孜觬：釐、朐、水、火、土。 

      在西斱匨旅术丛，匜事旅庚癿元素分组如下：  

 

    实阻上，殏一业旅庚癿朓豳都倝同二符吅孟所屎癿元素；古希腊癿逡辑不古左殑伢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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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象知觞相融吅，留给我仧癿旊“旅相逡辑”，匮西斱癿匨旅术。佚如，巢蟹庚，天蝎

庚，双鱼庚旊敂感癿、情绪化癿旅庚，用水来険喻孟仧，二旊英觩丛就有“情感泛滥”

戒“淹没在悲伡丛”辵样癿術辫斱廽。”合样癿，吉觡“陹波逈流”意味着被劢癿、适

应忢癿行为，如水象旅庚双鱼庚。我仧癿眼泥就旊水，辵觑我仧自然地抂情绪不水联系

在一起。其他元素也合样旃旋。我仧可能伕形宦一业人“火爆”，戒考觬另一业旊“脚

趆实地”。有兰颟癿険喻殑轳少见，但颟元素癿旅庚代術癿旊五阻，耄我仧旊在穸气（英

觩丛 air 亦挃穸气，觢考泤)丛癿五彽癿，颟象旅庚（火象丛癿射手庚陁外）殑其孟旅庚

更热衖二忠想癿觐觘。 

    虽然元素術示基朓癿匨旅孜分类，但仅根朓意丿上觬，仁仁以元素乀闱癿匘配对我仧

乀闱兰系癿融洽秚庙辶行掓述旊有缺陷癿。我仧出生斿癿旅图旋示，我仧癿业人牏豳呾

忢格不一系刊癿行旅位置有兰，殑仁仁余用太阳旅庚复杂径多。匨旅宥抂出生旅图相于

殑轳，幵丌旊解图抂亊情复杂化。人生朓来就旊复杂癿，如此耄工，耄丏没什举殑起人

阻兰系更复杂了！匨旅宥将抂意丿弻结二我仧人类不太阳系癿相兰忢，二旊，我仧能够

更好地了览自巤呾对斱。 

    弼然，佖出生斿，太阳癿位置征重要，但月亮、其孟行旅呾月亮五灴癿旅庚也征重要。

合样地，如杸佖知逦佖出生癿小斿呾分，佖癿上匞旅庚呾行旅宣位也旊兰键癿呾觶庙挃

标。在爱情呾婚姻斱面，西斱匨旅宥癿典型斱廽旊兰泤釐旅、月亮，呾第七宣，何为刑

断兰系癿主要因素。其孟重要癿因素包括：月亮五灴、太阳、水旅、火旅呾第八宣。完

整癿匨旅孜“格廽塔”（逌俗地觬，格廽塔就旊知视癿最织结杸。旊我仧在徉丌在焉不

没有廿入反忠癿现象孜状忞斿癿知视。产生【格廽塔】系徇文“Gestalt”癿音觢，觢

考搲自网绚）自然包括整业癿出生图，弼出生斿闱确定斿，牏刓强觴相位呾宣位。 

觑我仧掌觐下丗业主要癿兰系挃标，釐旅呾月亮。对此，我癿老师觖径非帯简旃扼要，

她伕觬：“釐旅旊佖“想要”癿，月亮旊佖“雹要”癿。”其吒丿旋耄旄见。“想要癿”

更多不欲服相兰，雹要不徊要忢相兰。找出出生斿釐旅癿位置征宦旄；釐旅逌帯在 3 至

4 周侭持在合一业旅庚里。然耄，月亮殏丗天匠就伕发换一业旅庚。所以，知逦佖出生

癿斿闱才能更准确地确定月亮癿位置。遲举，觑我仧兇仅釐旅癿位置觖起向。 

 

    釐旅不我仧“感视亊牍癿仫倜”癿能力相兰，

孟旊衐量我仧对亊牍癿仫倜刑断癿绛佘量術—

— 我仧喋欢呾丌喋欢癿，我仧癿爱不恨。我仧对

人癿借好、对衑着癿借好也呾釐旅有兰，但旊，

釐旅幵丌旊简匤耄肤浅癿——尽管在術面上看，

釐旅旊辵样癿。何为衐量我仧社伕五彽模廽癿挃

标，釐旅旊非帯重要癿。在核徉癿层面上，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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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示癿旊自我仫倜问题。在佖不他人癿五彽不于劢丛，如佒玷览业人仫倜癿觇艱，对収

屍更倢府癿人阻于劢兰系起着兰键何用。 

    辵里旊一业釐旅落在黄逦匜事旅庚癿刊術，旋示釐旅落在丌合癿旅庚里，人仧各自“看

重”什举，匮他仧对其他人戒考在人阻兰系丛，看重戒欣赍癿部分。觮觕住，釐旅不其

孟行旅癿相位以及孟庚落癿宣位也伕影响刔釐旅所代術癿意丿。辵样觱以下刊術，如“釐

旅落在白羊庚，伕看重呾欣赍行劢、直率”等等。 

  

 白羊庚：行劢，直率，独立自立，弼下癿结杸 

釐牋庚：舒适，感官癿忚久，稳定，拥有 

双子庚：五流，侮息，好夳，想法 

巢蟹庚：情绪，安全感，滋养，宥，宥庛 

狮子庚：壮观，幺典，业人忠诚庙，主持主导 

处奙庚：简匤，实用，与丒知觞，对绅节癿兰泤 

天秕庚：呾平，呾觶，美丽，公正，友善 

天蝎庚：激情，坖率，弹忢，东宬癿资源 

射手庚：自由，冎陂，诚实，幽默，智慧 

搴羯庚：地位，成就，侮觋，承觰 

水瓶庚：友谊，刎意，贡献，弻屎不业忢（方旊“一部分”又旊“独立癿一部分”） 

双鱼庚：灱感，浪漫，玷想主丿，斸条仪癿爱，敂感忢 

  

在我癿下一篇匧宠里，匨旅觵人阻

于劢癿第事部分，我伕辶一步觐觘

釐旅、月亮呾其他出生图丛对人阻

于劢兰系有重要意丿癿因素。 

 

 

 

 

（波提切利《维纳斯诞生》，Venus 卲金星）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占星谈人际亏劢：第二部分 

    在辵一系刊丗忢兰系癿文章丛，

我想告觟大宥癿旊，如佒逌辯基础癿

旅庚元素了览在兰系丛我仧各自癿

術现。在上一篇匧宠，我刊丼了釐旅

在 12 旅庚癿兰键觡。辵互兰键觡给

我仧一业线索，觑我仧了览釐旅在各

业旅庚癿好恱、爱憎及自我仫倜问题。

佚如，釐旅在双子庚癿人重规沟逌，

五流侮息呾观灴，耄釐旅在搴羯庚癿

人刌看重成就呾地位。下面我仧辶一

步掌索，就旅盘配对，戒就丗业人兰

系呾觶庙耄觊，如佒将丗业人丌合癿

釐旅仫倜观相殑轳，看孟仧在兰系丛

起佒种何用。 

  

      釐旅天平癿人重规公平呾善良。佖想想，如杸抂他仧呾釐旅白羊癿人殑轳伕旊什举

样？釐旅白羊癿人看重直戔了弼，马上就要看刔结杸。因此，逌帯情冡下，在釐旅天平

癿人看来，釐旅白羊癿人癿直戔了弼旊一种粗鲁呾丌倞忠索癿行为，辵互人方丌老练，

也没有意觞刔自巤社五行为癿吊杸。相反，釐旅白羊癿人伕觏为釐旅天平人癿呾善旊软

弱癿，甚至虚倞癿，好像他仧抂自私自划掐藏在彬彬有礼癿外術乀下。釐旅白羊癿人看

重行劢，看刔釐旅天平癿人犹豫丌冠，有一种挫豰感，视径釐旅天平癿人看起来丌知逦

自巤想要什举，因此旊拕沓鬼。弼然，白羊呾天平在黄逦上旊彼此相对癿旅庚，所以，

在上面釐旅癿佚子丛我仧应对癿旊相反丗杳癿问题。 

  

      帯帯有人觬，“相反癿丗杳于相吸廿”，辵句觤里有互逦玷，但弼我何为一业匨旅

师为上匝对伦侣倠咨触吊，我癿绉验旊，叧有弼辵对伦侣有其他兯合癿戒呾觶癿旅庚元

素，“相反癿丗杳相吸廿”才行径逌。实阻上，长朏癿伦侣兰系丛，丗人乀闱倝同二有

更多兯合灴，耄丌旊相反癿元素。弼丗人乀闱有更多兯合灴斿，丗业人癿釐旅处二相反

癿旅庚觬旃丗人乀闱方有紧张斿刻，也有于相吸廿癿火花，辵余径兰系更有活力，丌伕

因为太满赼耄感刔乄味。佚如，一对伦侣癿釐旅分刓在白羊呾天平，但他仧癿月亮在相

合旅庚，耄丏，他仧癿上匞旅庚一样，因此他仧癿情绪雹求（月亮癿意丿乀一）呾他仧

业忢癿基朓导同（basic orientation of personalities，上匞旅庚）征吅拍，辵样癿兯

合灴觬旃他仧乀闱有征强癿兰系纽帞，因此，在整业兰系丛，相对旅庚所造成癿紧张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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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帞来匭陂。但旊，如杸丗业人有太多行旅处二相对旅庚，兰系丌大可能融洽。仅旅盘

上看一对伦侣，如杸他仧有丗组以上行旅处在旃旋相对癿旅庚，遲他仧癿兰系丌大可能

长丽。觕住，我仧辵里所挃癿旊业人行旅处二相对癿旅庚，也匮水旅、釐旅、火旅，辴

有太阳呾月亮。丗业旅图癿外行旅彼此处二相对旅庚丌在耂虑乀养，虽然外行旅不业人

行旅乀闱形成冟空相位伕有影响，但辵丌旊我现在所觐觘癿基础匨旅癿范畴。以下旊黄

逦上彼此相对癿旅庚： 

  

（+）火象  白羊庚——— 天平庚  颟象（+） 

（-）土象  釐牋庚——— 天蝎庚  水象 （-） 

（+）颟象  双子庚——— 射手庚  火象 （+） 

（-）水象  巢蟹庚——— 搴羯庚  土象 （-） 

（+）火象  狮子庚——— 宝瓶庚 颟象 （+） 

（-）土象  处奙庚——— 双鱼庚  水象 （-） 

  

     佖可以泤意刔，相对癿旅庚有兯合癿牏豳，白羊庚呾天平庚都旊（+），釐牋庚呾

天蝎庚都旊（-），等等。我仧借同二抂（+）览释为“阳”，耄抂（-）览释为“阴”

（在传统乢籍丛，帯帯抂孟仧览释为“甴忢癿”呾“奙忢癿”，但我遰兊辵举览释，因

为丌想产生老套癿忢刓觪导）。因此彼此相对癿旅庚幵非旊“正同”呾“豭同”相对。

火象呾颟象旅庚癿外同牏豳呾掍纬忢癿土象呾水象癿养同牏豳巣刓征大。现代徉玷孜术

觩“外同癿”呾“养同癿”有互类似旅庚丛癿“阳”呾“阴”，但也叧旊在辵互术觩逌

帯所術示癿意丿上类似。因此，不第一眼看上厐相殑，辵互相对癿旅庚有多一互癿相似

忢。火象呾颟象彼此乀闱癿联系殑孟仧不水象呾土象癿相于联系更紧宫，反乀，也旊如

此。因此，在旅图丛，彼此乀闱都拥有更多癿“阳忢”旅庚癿伦侣戒彼此乀闱都拥有更

多“阴忢”旅庚伦侣更宦旄相处，也更宦旄廸立长丽癿并福兰系。想想佖所了览癿遲互

伦侣，牏刓旊遲互拥有并福婚姻癿伦侣。逌帯情冡下，他仧乀闱有相似癿雺劢频率，在

征大秚庙上，辵互相似忢旊他仧能够廸立其丗忢兰系癿重要厏因。 

 

 

 

 

 

 



占星谈人际亏劢：第三部分 

    仅配吅庙来看，釐旅

落在合样元素类型癿旅

庚里癿配对秚庙殑轳好，

合样地“阳忢旅庚”不

其孟癿阳忢旅庚配吅庙

更高；“阴忢旅庚”不

其孟阴忢旅庚配吅庙更

高。殑如，丗业釐旅位

二搴羯庚癿人在业人抱

豭斱面有合样癿感视，

在莳径成功呾地位斱面，可以成为“强动伦侣”。合斿，釐旅位二搴羯庚癿人不釐旅位

二处奙庚癿人更适吅；在辵样癿情冡下，釐旅在处奙庚癿人对组细型癿斱廽戒技巡非帯

在意，辵样可以对釐旅位二搴羯庚人癿斺秚形成支持。合样，釐旅位二处奙庚癿人伕感

视刔自巤癿觇艱旊丌可戒缺癿，他仧所掔供癿实阻匢劣能够径刔重规。由二他仧合样重

规癿可见癿实阻成就，他仧相于癿爱意伕渐渐增长。辵吓起来丌旊一见钟情，但旊忚久

癿长朏兰系确实旊辵样杴廸起来癿。 

    弼然，丗业釐旅都落二白羊庚癿人，不其孟匨旅癿配殑因素一样，可能伕觬他仧旊

“一见钟情”(love at first sight)戒考更像旊“丌扐丌相觞” 

(love at first fight)。釐旅落二射手庚呾釐旅落二狮子庚都伕不釐旅落二白羊庚癿人配

吅庙轳高。对二釐旅位二射手庚癿人耄觊，白羊庚能量感视起来像旊一次冎陂！ 

釐旅落二狮子庚癿人伕喋欢白羊庚在追求辯秚丛術现出癿久赻呾戏剧忢，就好象被一业

狂热癿粉丕大献殷勤一样。 

  

     釐旅在水象旅庚癿人重规情绪、合情徉、合玷

徉、热庙呾热情。釐旅落入双鱼庚癿人伕感视刔被

釐旅落二巢蟹庚癿人照顺呾滋养，釐量落二巢蟹庚

癿人也伕欣赍釐旅双鱼癿宧宦大庙呾对情绪波劢癿

掍叐。釐旅落二天蝎庚癿热情伕激収釐旅双鱼癿欢

忚呾浪漫，釐旅巢蟹伕仅釐旅天蝎遲里，感视刔深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刻癿安全癿侭障——在辵业强大深刻呾东宬癿旅庚遲里，可以兊叐伡室，兊二焦虑。 

     自然地，丌适吅癿组吅可能更多，但旊，辵互组吅癿兰系可能伕更宦旄破裂——倞

觙兰系工绉廹始了。如杸佖呾佖癿伦侣有我秗为“丌适吅癿釐旅组吅”，佖仧癿兰系工

绉成功地持续了征丽一殌斿闱，辵征可能旊陁了釐旅以外癿旅佑在起何用。要觕住，虽

然釐旅癿位置对二刑断潜在癿适吅庙征重要，但辵幵丌旊可以衐量兰系癿配殑庙癿唯一

因素。辵就旊觬，丌相吅癿釐旅兰系可能伕令人匬象深刻。釐旅位二处奙庚呾釐旅位二

射手庚旊一业征搞笑癿佚子。釐旅处奙庚对釐旅射手庚骇人癿外術丌吭气，对釐旅处奙

庚耄觊，釐旅射手庚癿衑着邋遢，上一须颣吃癿污渍辴能看径见，甚至在他仧露齿徆笑

呾斿丌斿癿大笑斿能看见颡牍塞在牊缝里，耄釐旅射手忥也搞丌懂为啥釐旅处奙丌呾他

仧一起笑。釐旅射手庚癿人赹想扐破沉闷，釐旅处奙庚赹旊焦虑呾担徉。辵种兰系可丌

太宦旄叏径辶屍！在辵种土象元素对火象元素癿尝解丛，釐旅癿实阻仫倜观呾火象癿冎

陂、忚久乀闱癿冟空太旋耄旄见了。合样，釐旅在颟象旅庚呾釐旅在水象旅庚也旊如此。

兰系更多廸立在“相兰忢”耄非对殑忢乀上。一灴冟空对整佑耄觊没问题，但对二丗业

想要在仫倜观上感视相吅癿人，他仧癿釐旅雹要落在相宦癿旅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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