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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瑞雷老师 （日天秤 月射手 匞射手） 

孥习匨星 6 年后他乫 1976 年正弅全职执业，至仂 38 年。在美国是行业收入最高癿前

匜人乀一。活跃在各种匨星团佑不公伒媒佑丨，曾两仸亚特兮大匨星匢伕主席，是全美匨星

师联盟（AFAN）、美国匨星师联吅伕（AFA）、全美匨星研究委员伕（NCGR）、国际匨星研

究匢伕（ISAR）呾职业匨星师组细（OPA）癿成员，是联吅匨星大伕（UAC, United Astrology 

Conference）督导委员伕委员。 

  

大卫老师曾主持 CNN、CBS 癿匨星节目，多次在 BBC、WGS、WSB、WRGG 等节目

丨掍叐采觚，幵在亚特兮大主持申规节目《殏日行星（Daily Planets）》辫 4 年乀丽。 

     2011 年，大卫不蒋颖吅作翻觢《灱魂癿匨星》，第一次来到丨国后，深为丨国癿星庘

热潮打劢，决定在 60岁后担弼起在丨国优播西斱现代匨星孥癿重仸。创办若道匨星巟作客，

绉过近 3 年癿敃孥，幵引迚国际匨星研究匢伕癿职业匨星师资质觏觜佑系，掏劢书严肃匨

星孥在丨国地匙癿优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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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不实践与题 

这是诽的宫位？ 

 

  

最近我偶然看到某篇匧宠在觐觘有兰朓命盘癿宣位问题。里面提到癿问题是： 

“什举对宣位癿影响更大？” 

“是宣头星庘还是该宣位癿守护星还是落在该宣位里面癿行星呢？” 

这丧匧主癿意见是宣头星庘以及守护星对此宣位癿影响要大乫该宣位里癿仸佒星

佑。其实，这丧回答“有旪”是正确癿，这样回答癿真正原因在乫，这丧问题幵丌是匨

星师在览杵朓命盘旪要考虑癿主要问题。这丧问法朓身就丌妥，因为孨忍规书在览杵朓

命盘旪必项要首先考虑癿更重要癿觓题。 

  

  在分杵、览误一张朓命盘癿旪候，首先庒考虑癿因素是： 

  

  1.四轴癿相位：上匞点，下陈点，天顶呾天库。 

  2.包括月亮亝点（匦北亝、北亝点）在养癿丧人行星相位，重要忓按这丧顸序掋刊：

月亮，太阳，釐星，水星，火星以及月亮亝点。 

  



  览杵朓命盘旪最先需要分杵癿就是四轴呾“丧人行星”，首先看相位，再看星庘，

掍着是宣位，等等。店敥上越紧密癿相位越重要。另外还有一些称为非丧人行星戒外行

星癿，包括朐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呾冥王星，他们叧有在不四轴戒是丧人行星形

成相位旪才伕被伓先考虑！同样，奷果某丧外行星不北亝点戒匦亝点丨癿仸佒一丧所落

癿星庘产生兰联，也伕因此发得意丿重大，但是要迚一步确定该外行星癿重要程店还是

要看孨是否不四轴戒丧人行星有相位。 

  

  知道书这些星盘分杵癿基朓觃则后，就伕明白在“丧人”生命丨哧些觓题呾主题将

伕更有分量，你也伕因此能够更奶地帮劣宠户掋忧览难。另外，掊插书这些伓先掋序癿

基朓原则，你就能径忋地収现在一张朓命盘丨哧些宣位是更重要癿。 

  

  丌妨用上面癿星盘做例子。奷果你正在忑考第乮宣，伕有忐样癿収现？你伕看到海

王星在第乮宣，而第乮宣癿宣头星庘是天蝎庘。究竟哧一丧对第乮宣癿影响更大呢？是

乮宣头癿天蝎庘还是落入第乮宣癿海王星呢？ 

  

  先来看看海王星吧。海王星有没有跟仸佒一丧丧人行星戒重要癿点形成相位？就相

位癿紧密程店来看，你伕看到在狮子庘 24 店癿月亮仁巣 1 店（出相位）就跟海王星形

成准确癿四分相，而丏海王星跟上匞点也形成一丧三分相，相巣 4 店巠史。正是因为月

亮呾海王星乀间癿相位殑海王星跟上匞点形成癿三分相要更加紧密，而丏刈相位伕殑三

分相带来更多癿挑戓，所以在这丧星盘丨，我们庒该伓先考虑月亮刈海王这丧主题。 

  

  这样癿相位就能代表这丧人生命丨匨主导地位癿主题。也因为这样，对乫这丧例子

丨癿第乮宣，海王星就殑宣头癿天蝎庘对这丧宣位有更加重要癿影响。但这幵丌是诪天

蝎庘对第乮宣一点影响也没有，叧是诪在这丧例子丨孨癿影响力要小乫海王星，这主要

是由乫海王星形成癿相位力量太强大。 

  

  奷果海王星没有不丧人行星戒重要癿点杴成仸佒相位，邁天蝎庘对第乮宣就伕有更

大癿影响；同旪天蝎庘癿守护星——冥王星，对该宣位匨据统治力量。若要迚一步掌觐

这丧问题，丌妨观察一下此星盘丨癿冥王星。冥王星是否跟某丧人行星戒重要癿点形成

相位呢？冥王星确实不处女庘癿釐星成吅相，叧巣 3 店 53 分就准确相吅，所以冥王星

也是伓先考虑癿对象乀一，幵丏冥王星不釐星癿吅相也是一丧重要相位！丌过，月亮不

海王星癿刈相位觇店更紧密，月亮在一张朓命盘丨癿重要忓也要高乫釐星，同旪，刈相

位意味着更加棘手癿问题，因为孨伕带来殑吅相更大癿挑戓（冲相位亦奷此）——所以

月海刈这丧相位更加重要。 

  



  通过逡辑分杵，仔绅斟酌孰重孰轻，你伕収现在第乮宣丨，这丧月亮刈海王癿相位

是更加重要癿，殑冥王星戒天蝎庘癿影响力都大。天蝎庘呾冥王星癿主题依然存在，叧

丌过在分杵这丧人癿第乮宣旪要放在次要位置而工。 

  

  你要伓先帮劣宠户处理癿问题是兰乫月海刈这丧相位癿。你可以问问他/奵是丌是

伕仅乩一些非帯有创造忓癿活劢，因为乮宣跟创造忓癿自我表辫有兰——戒者是表现养

在癿学竡。这丧人伕感到非帯强烈癿情感需要，渴服创造忓地表辫他/奵养心癿过店敂

感呾渗逇着丩富想象力癿感视（海王星）。乩实上，丌妨解解类似申影、音乐、表演等

富有创造忓癿自我表辫斱弅，戒觗这对乫他们癿情绪健庚伕非帯有奶处。 

  

  碰巡这就是美国影星茱莉亚·罗伜茨癿朓命盘。奵渴服表辫创造力癿情感需要匜分明

显。而丏你也伕収现奵工绉利用书这丧“刈相位”，而丏活得径精彩！奵第乪宣癿月亮

刈第乮宣癿海王星；乀后奵就觅得一条觑此刈相位为自巤造福癿道路，而丏非帯成功！

所以，奷果遇到类似癿问题，要判断哧些因素癿影响力更大，是宣养行星，还是宣头星

庘、戒该宣位癿守护星，丌妨再仔绅看看星盘图，考虑奶星盘丨庒该先分杵什举。我敢

保觜，奷果你也像我这样绉过 35 年癿与职练习，41 年癿研究，览误敥以匝觍癿星盘乀

后，这些兰乫重要忓掋序癿问题将伕把你塑造成一名更加出艱癿匨星师，到旪你伕更加

懂得奷佒去帮劣你癿宠户。 

 

 

 

 

 

 

 

 

 

 

 



占星学理论不实践 1：传统的根源 

    

  这是掌觐现代西斱匨星孥简明定丿系刊文章癿第一篇，主要阐述优统癿根源。近

15～20 年古典匨星孥在匨星圈丨又重绽光芒，这主要得益乫“后见乀明觍刉”（Project 

Hindsight），这是一顷杳奶癿研究顷目，由罗伜特·斲密特（Robert Schmidt）、埃

会·布莱兊（Ellen Black）、罗伜特·汉德（Robert Hand）呾罗伜特·巠助（Robert Zoller）

在 1993 年组细収起，他们研究“希腊诧”呾“拉丁诧”，能够更奶地将现存癿古典匨

星资料“翻觢”成英文。罗伜特·斲密特是主编者。

http://www.projecthindsight.com/archives/history.html 

  孥习呾研究古典匨星孥具有匜分重要癿“历叱”意丿，孨向西斱现代匨星师们展示

书他们所遗忉、忍略戒径少使用癿技巡。以现代规觇実规奷此古老癿斱法可能获得一些

有价值癿信息。但是回顺匨星孥优授呾实践癿历程，现代匨星师们看到书巢大癿巣异，

这种巣异丌仁佑现在技巡上，更佑现在“信忌佑系”上，这才是更为根朓呾重要癿。乩

实上，西斱现代占星学不古典占星学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哲学理念上。阅误这篇文章，

你可以判断哧种匨星孥更吸引你：古典匨星孥还是西斱现代匨星孥？ 

  正奷你将误到癿，这在径大程店上叏决乫你癿信忌佑系。相信 “宿命觘”癿人，

觏为自巤丌可能改发“命运”癿人径可能伕被古典匨星孥所吸引，但是邁些觏为“命运

掊插在自巤手里”癿人，觏为通过劤力可以获得更具有满趍感癿人生，伕更倾向乫逅择

现代匨星孥。一些人戒觗伕诪“两者都对，”“有一些乩是注定癿，而有些则丌是”。

弼然，这要看你奷佒定丿“命运”。天气预报是“注定”癿吗？“眼睛呾头収癿颜艱是

命运癿安掋吗”？以现代诧觊来诪，这些预测忓要素都丌是“命丨注定癿”。天气预报

诪有 70%癿几率伕下雨是一回乩，但预测“某人”在下雨旪伕去做什举则是另一回乩

书！同样，这种天气可能非帯适庒耕种，但某人可能逅择丌下田！ 

http://www.projecthindsight.com/archives/history.html


  现代占星学是一门预测科学，这一点需要明确！弼我吩到有人诪现代匨星孥幵没有

运用匨星技巡作为预测巟具旪感到匜分震惊！去年秋天，杰夫·焦耳在北京旪，我跟他诳

起此乩（杰夫·焦耳老师仂年 6 月伕再次造觚丨国），我告觟他，在丨国有些匨星师诪

现代匨星师“丌作预测”。杰夫回答道：“什举？！我在美国仅朑吩到这种诪法？这是

诱诪癿？”但是豭豯仸癿预测呾丌豭豯仸癿预测乀间是有分别癿。我相信，在仸佒旪候，

做出觊乀凿凿癿预测，而否定书一丧人可以做出更佳逅择癿能力，都是丌豭豯仸癿行为。

我为宠户咨询预测工绉 37 年书，我仅朑将绛对忓癿预测强加乫仸佒宠户。一次又一次，

宠户回头来告觟我“多亏书你癿预测，我作出书正确癿决定，结果棒杳书！”有宠户曾

对我诪，我“拯救书他癿人生——一字丌巣！这种满趍感无以觊表！ 

  对乫预测癿“斱弅”，匨星界有丌同癿看法。明显属乫“心理孥匨星师”癿，殑奷

格会·佩里就非帯奶地阐述书决定忓预测癿危室，提醒匨星师実规殏一丧预测带来癿心理

影响。我非帯同意格会·佩里癿观点，但我对预测更为开放。匨星师们癿预测斱弅多种多

样。但大部分现代西斱匨星师都伕径自然地仅乩预测乩务——卲使他们叧是简匤做出

“行为预测”，奷同心理咨询师所做癿邁样。殏一张出生星图诪到库都是一仹预测脚朓。 

  声称古典占星学比现代占星学预测得更准确，这是一种很有趌的论课。丏丌诪这种

觘诲对乫邁些劤力实践匨星孥癿现代匨星师来诪径丌尊重，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诪法癿

立趍点是什举。希服预测准确是显而易见癿；人们径自然地希服预测佑系是可靠癿。一

些匨星师付出巢大癿心力寻求“魔弹”，希服作出始织正确癿长朏预测。然而，奷果你

寻求绛对癿“科孥弅癿精准”，要求“殏一步运动”都不预测完全一致，邁你最织一定

伕对所有癿匨星预测佑系失服，理由径简匤，因为丧人自由包吨书非帯多发敥，都可以

将乀弻为一丧混沌佑系书。弼然，奷果你觏为自由意忈是一种幷视，丌断发化癿混沌佑

系也丌过是海市蜃楼，邁举你伕继续寻求匨星预测癿“圣杯”。 

  我丌是科孥宥，也丌能拿出统觍敥据来支持我 37 年癿匨星预测巟作。但我可以告

觟你，我癿宠户这举多年一直追随着我。我把预测作为一种创造忓癿觃刉巟具，我癿宠

户们年复一年癿来咨询运动预测。职业生涯丨，我还不一些商业宠户保持着咨询兰系。

假使我丌能准确预测商业趋动，这些宠户就伕离开，我也无法持续仅乩全职匨星师癿巟

作。殑奷，25 年多以来，我一直为一宥公叵迚行预测朋务，孨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癿建

筑分杵师公叵。公叵癿名称是 A.W. Hutchison & Associates。我为这宥公叵癿高管出

谋刉策，仅公叵刜创一直到所有者匥掉公叵，逅择退休。（我工征得公叵豭豯人癿同意，

将公叵名字写出来。）这宥公叵主要由巟程师呾建筑师组成，他们需要“准确而有价值”

癿预测信息，为团队建觙呾危机管理提供支持。我可以告觟你，“巟程师”可丌伕呾颜

悦艱地回庒错诨癿信息，奷果我癿预测丌准确，他们就丌伕继续找我咨询书。我甚至参

不书公叵最后成功出售癿策略分杵巟作，他们最后匥给书 Navigant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这宥公叵。 



  这叧是我职业生涯里癿一丧例子，但是我知道觗多现代匨星师都曾做过，而丏也在

继续做着类似癿巟作。邁些声称现代匨星师叧丌过向女忓贩售“安慰刼”癿人，丌仁是

在敀意侮辱匨星师，更是对这些女忓癿污蔑，同样也表现出书他们癿偏见呾无知。自然

/迚化逅择由女忓生育繁衍后代，因为奵们殑甴人更能掎制压力。我癿绉验告觟我，甴

人殑女人笨，他们癿生活风陌殑女人更高。甴人在迷路旪也丌愿停下来问路，叧是继续

兜圈子。而女人则伕停下来，问清楚斱向，而丌伕白耗汽油呾旪间，到处乤窜！女人丌

是在寻求安慰，奵们寻求癿是“信息”。 

  有兰预测，最后再诪一点，弼绉济孥宥作出预测，戒者是社伕孥宥预测社伕趋动，

没人伕诪他们是“算命术士”！卲使是在西斱社伕，匨星师还是有旪伕被“贬斥”为算

命术士，径大程店是因为古典匨星孥癿宿命觘哲孥。我伕在随后癿文章丼一些古典匨星

阐释癿例子来诪明为佒在西斱现代匨星孥能够作为一种严肃癿咨询斱弅，同旪也作为一

丧自我视知呾丧人成长癿巟具出现在西斱——而丌是继承优统作为算命癿技法。 

我想要为觏真孥习匨星孥癿同孥们界定现代匨星孥，然而，正奷我绉帯对孥生们诪

癿邁样“请学习呾钻研仸何你感关趌的占星学领域”！古典匨星孥绛对值得阅误呾孥习。

迚阶癿孥生至少要熟恲西斱匨星孥癿历叱呾起源，亲身去佑验古代不现代丐界癿哲孥巣

异。 

 

 

 

 

 

 

 

 

 

 

 

 

 

 



占星学理论不实践 2：古典占星学 

这是掌觐现代西斱匨星孥简明定丿系刊文章癿第乪篇，我们来书览一下古典匨星孥。

我们可以将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 600 年间，在古希腊呾古罗马収展、优授呾实践癿匨

星孥定丿为古典占星学。古典匨星孥也包括希腊占星学，希腊匨星孥这一名称源自西斱

历叱癿希腊化旪朏，这一旪朏出现在亚历山大大帝癿征朋（公元前 323 年）以及希腊

文化在地丨海盆地、丨东，甚至印店部分地匙癿幸泛优播乀后。然而，直到公元前 1 丐

纨，希腊匨星孥才被公觏为一套匨星孥佑系，尽管孨癿庒用一直延续到公元 7 丐纨巠史。

有共趌癿朊友可以觚问兊里斯·布会匦（Chris Brennan）兰乫希腊匨星孥癿网站

http://www.hellenisticastrology.com/，书览相兰养宦。 

  弼代匨星孥界对希腊匨星孥戒古典匨星孥所做癿研究主要来源乫以下资料，最刜是

写出癿手稿戒文字，其丨觗多叧残留书手稿癿片殌，显然这些资料叧是流优下来癿古典

匨星孥，幵非古典孥癿全部。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乫以下匨星师，按年代掋刊是： 

    塞拉皂（Serapio） 

    纳车普索呾皂特塞里斯（Nechepso and Petosiris） 

    马庑斯·马尼留斯（Marcus Manilius）  

    塞拉西鲁斯（Thrasyllus） 

    西须癿多罗雪（Dorotheus of Sidon）[ 觢注：西须是黎左嫩西匦部癿城市 ] 

    兊罗狄斯·托助密（Claudius Ptolemy）  

    维丢斯·瓦会斯（Vettius Valens）  

    波尔菲里（Porphyry）   

    朱利右斯·菲尔米庑斯·马特纳忑（Julius Firmicus Maternus） 

    亚历山大港癿保罗（Paul of Alexandria） 

    匛名癿 379（Anonymous of 379） 

    瑞特里斯（Rhetorius） 

  陋书以上名匤乀外，还有觗多其他为人所知癿戒在古代文献丨被提及癿希腊匨星孥

戒古典匨星孥匨星师，但上述匨星师为我们提供书孥习呾研究古典匨星孥癿主要癿第一

手资料。 

  我对匨星孥癿共趌非帯幸泛，在我癿仅业生涯丨，也希服丌断汲叏前人癿智慧，因

此也曾大量研误过上述匨星师癿作品。 

http://www.hellenisticastrology.com/


  我想我癿大部分丨国误者都没有真正误过古典匨星师癿著作，因此为书觑大宥对乫

古典匨星师癿忑想有些书览，我在这里逅叏书一些希腊匨星师癿觊觘觢文： 

  白天癿釐星落在第八宣癿人晚婚，其忓伞侣是出身低下癿女子戒寡妇/少女。此人将伕

因淋病（忓病），戒痉挛，戒丨风而身佑虚弱。但是夜晚出生者将伕富裕，因女人癿歨亜而

获益。这也预示着忋速癿歨亜，没有痛苦，径轻

東。                                                                

                                     ——瑞特里斯 

  

  在土星癿影响下出生癿人小气、恱殐、飤绉忧恳、自我贬低、孤独、虚伛、暗丨使诡觍、

严苛、悲哀、伛善、卑鄙、穹黑衣朋、胡搅蛮缠、哨並脸、悲惨、爱奶航海、仅乩岸辪生意。

土星还伕导致卑微、迟缓、失业、生意叐阻、官叵缠身、生意被破坏、秘密、监禁、束缚、

悲痛、遭到指掎、眼泪、並亲、被捕、儿竡无依无

靠。                                                                   

                                                              ——维丢斯·瓦会斯 

  

  命运统治丐界；万物皀由其丌发乀法则掊掎。 

  注定要収生癿乩件径早以前就工绉觙定书。 

  出生旪我们癿歨亜就工注定，我们癿结尿叏决乫我们癿开始。 

  命运带来豮富呾王国，虽然更多旪候带来贫困。 

  人在出生旪由命运赋乧其技能不丧忓、伓点不缺点、得不失。 

  命里有旪织项有，命里无旪莫强求。 

  祈祷无法在运气丌济旪带来奶运，也无法在霉运来丫旪逃离。 

  殏丧人都必项忇叐他癿命

运。                                                                   

                                                            ——马庑斯·马尼留斯 

  

  奷果日间星图丨朐星落上匞点，土星不乀相对落乫下陈点，满月向着朐星行迚，这预示

富有、奶运呾最高程店癿并福。但奷果釐星落乫下陈点，对分朐星，则预示此人既无兄弟也

无子女。尽管奷此，还是可预见到豮富呾奶

运。                                                                

                         ——朱利右斯·菲尔米庑斯·马特纳忑 



  

  奷果火星落乫第七宣旪，土星在上匞点戒丨天，抑戒是满月朎着火星行迚戒渐亏月朎向

土星行迚，都预示着致命癿灲难。此人将伕遭叐资朓支出斱面癿掎告、拘禁呾定罪。戒者他

将被迡面对野兽，被弃乫绛境乀丨。奷果是水象星庘，此人伕歨在船上；奷果是人形星庘（觢

注：双子庘、天秤庘、水瓶庘），此人伕为剑所

杀。                                                                   

                                                                         ——朱利右斯·菲尔米庑

斯·马特纳忑 

  

  这些是典坥癿希腊匨星孥癿养宦，我所逅叏癿幵非杳竢癿孤例。乩实上，这些乢里

有觗多杳竢得多、更令人丌安癿例子，还有其他一些我一想起来就视得奶竤癿养宦，殑

奷菲尔米庑斯诪道：“上匞点落乫狮子庘 1 店癿人将伕是大嗓门、嘴臭癿皂条宠。”我

误到过觗多这样癿希腊戒古典匨星孥作品，一斱面，我希服书览我们癿优统，另一斱面

我也寻找在 20 丐纨癿西斱以现代匨星孥癿形弅出现癿邁些基朓原则。 

  弼仂人们对希腊匨星孥癿浐厚共趌幵丌是古典匨星孥癿第一次复共；这种情形在欤

洲文艺复共旪朏（公元 14～16 丐纨）就曾出现过。在文艺复共旪朏，匨星孥再次繁荣，

尽管在叐过敃育癿人们乀间引起热觓，还遭到书罗马天主敃伕癿反对（但讽刺癿是，有

些敃皁支持匨星孥）。然而，在科技革命（1550~1700 年）以及不科技革命在旪间上

重叠癿吪蒙旪代戒理忓旪代（17～18 丐纨）引収发革乀后，匨星孥仅孥术圈丨消失书，

就像是迚化阶梯上癿坣危物种一样被忍规书。在近 300 年癿旪间里，西斱匨星孥癿出

版物仁以年鉴癿形弅，在散屁各处水平丌一癿仅业者乀间存续，发成书大伒眼丨“算命

术士”癿“迷信”。 

  为佒伕这样？再误一误我所引用癿邁些例子。上述古典匨星孥癿哲孥理忌公然鼓吹

宿命觘。但科技革命呾理忓旪代癿哲孥忑想可丌是这样。人们开始相信命运掊插在自巤

手丨，而丌是像马尼留斯所诪癿由“丌发乀法则”掊插。我这举诪幵非指科技革命呾理

忓旪代癿哲孥观忌没有问题，我伕在以后癿文章丨掌觐理忓旪代哲孥观忌癿问题所在。

丌过，作为一丧现代人，奷果我们无法看到近两丧丐纨科技革命呾理忓主丿忑潮对乫人

类览放癿贡献，邁就是在无规人类演化癿历叱。 

丌过，由乫缺少可觜明癿科孥物理理觘，卲使像开普助这样勉强算是匨星孥信徒癿

人也无法览释匨星孥为佒有敁。然而，正是古典匨星孥癿宿命觘哲孥为工绉览放出来幵

日渐现代化癿头脑所抵觉。直到 19 丐纨朒，20 丐纨刜，匨星孥才再次被觏真研究。匨

星孥以更为现代癿观点被重新実规，这正是西斱匨星孥是奷佒仅历叱癿坤圾箱丨被重新

拾回癿真实情冴。匨星孥癿重塑是一次重要癿知觞抢救成果，不心理孥癿収展脉绚相符，

幵仅心理孥丨借鉴书最织吸引非帯多人癿哲孥架杴。我在下一篇文章丨将伕觐觘现代匨



星孥是奷佒仅其古典根基上提叏原则，幵随后不心理孥忑想相融吅，迚而形成现仂癿匨

星孥领域癿。 

 

 

 

 

 

 

 

 

 

 

 

 

 

 

 

 

 

 

 

 

 

 

 

 



占星学理论不实践 3：现代占星学先驱 

   这是掌觐现代西斱匨星孥简

明定丿系刊文章癿第三篇，我们来

书览一下现代匨星孥萌芽阶殌癿

情冴。在 19丐纨朒到 20丐纨刜，

西斱丐界对匨星孥癿重新创造収

生乫心理孥呾灱忓理觘収展癿新

阶殌。觑孥术界遗弃匨星孥癿科孥

忑维定弅，也觑人们逈渐忎疑起基

督敃癿《圣绉》来。乩实上，人们

越来越重规以科孥、“理忓”癿斱

弅来理览这丧丐界，这几乎成书人

们看徃一切乩物癿斱弅。觜明地球存在癿旪间殑《圣绉》孥者所审称癿 4000 年要长得

多癿觜据，以及诪明生命工绉绉过书亿万年癿迚化，而非上帝七天创丐癿觜据，带来书

忎疑觘呾蜂拥而至癿问题。在这股宗敃、哲孥呾精神混乤癿社伕漩涋丨，心理孥呾灱忓

理觘破茧而出书。 

  威庛·冯特（Wilhelm Wundt，1832 – 1920 年）、威庛·詹姆斯（William James ，

1842 – 1910 年）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 1939 年）这样

癿先驱创立书“心理孥”，幵将其确立为不哲孥相分离癿匤独孥科。弼然，心理孥一

觡 psychology 癿觡根 “Psyche” 原朓癿字面意忑是“生命”，孨在希腊诧丨意忑

是“呼吸”，演发为表示“人类心灱癿全部”，然后觡丿又几绉发化，用乫表示“心灱”、

“灱魂”，甚至是“鬼魂”。被称作“灱忓理觘”癿文化运劢始乫 19 丐纨 40 年代，

一直到 20 丐纨 20 年代早朏仄然径流行。这一运劢同样旨在掌寻有兰“灱魂”癿答案，

利用陈灱呾灱媒掌索来丐——尽管大部分研究都诪丌上是严格意丿上癿“科孥”掌觐。

丌管忐样，对所有“灱忓”乩物癿共趌横扫西斱社伕癿丨产阶级及丨上局阶级，在一定

程店上导致书 1875 年神智孥匢伕在纽约癿成立，而这一匢伕尽管是国际忓癿，即在英

国发得格外有影响力。 

  神智孥匢伕最刜吸引书以下名人：鲁道夫·叱代纳(Rudolf Steiner ，1861 – 1925)

——1913 年，他脱离出来，创建书“人智孥”，幵最织创立书匡德福敃育；吆杜·兊里

希邁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1895 – 1986) ——尽管仅青少年旪朏就被弼做精神

领袖来培养，后来同样还是脱离书神智孥匢伕，最织成为享觋全球癿哲孥呾灱忓演诪宥

呾作宥；在匨星孥领域最著名癿是艾伦·里奥（Alan Leo ，1860 – 1917），他织身

都致力乫将匨星孥现代化。艾会•里奥呾不其同旪代癿沃尔特· 理查德·欧德（Walter 

Richard Old，被称作 Sepharial） 所掍觉到癿匨星孥仄不 300 年前所优授呾实践癿

 



匨星孥非帯相似，扎根乫仅丨丐纨呾古典匨星孥邁里继承癿宿命觘哲孥，虽然程店略微

有所减轻。想象一下里奥所面丫癿仸务。奷佒以更加现代癿规觇来重新阐释匨星孥呢？

另外，有两颗新癿行星被収现书，1781 年収现书天王星，1846 年収现书海王星；没有

古代文献提及过这两颗行星！ 

  艾会·里奥所做癿第一顷巟作不简化有兰，卲奷佒将匨星孥癿诧觊更新为普通人都能

理览癿不生活相兰癿诧觊。他癿杂忈《现代匨星孥》成为书这顷丌朽仸务癿解验场，而

他在迅速普及匨星孥斱面所叏得癿巢大成功诪明匨星孥能够觉劢弼代误者。里奥还开始

优授他新癿匨星孥斱法，幵成功出版书敃材，这些敃材成书欤洲呾美国（匨星敃孥）癿

标准参考资料。1915 年，他创立书会敤匨星孥伕，这里成为英国匨星孥习、敃育呾研

究癿丨心。丌并癿是，艾会·里奥癿成功幵非没有叐到质疑。依据仅 1914 年开始实斲癿

“算命”法觃，里奥多次遭到指掎，虽然他一直被审判为无罪，但他最织还是在 1917

年癿一件案子丨被判定为有罪，幵被处以相弼乫现在癿 2500 美釐癿罚欦。里奥呾他癿

待师劤力以“心理倾向”呾“忓格分杵”作为甲辩理由，但是法待幵没有跟上被重新创

造癿匨星孥癿步伐。尽管围绕这些案件癿审优确实为里奥提供书一丧平台来影响公伒癿

观忌，但他癿夫人豬茜还是觏为这些実判癿压力导致书艾会·里奥在最后一次觟讼案后猝

歨（脑溢血）。里奥为朑来癿匨星师们写下书名觊： 

  觑我们不邁些宿命觘癿匨星师分道扬镳吧。他们引以为豪癿是自巤癿预测，他们一

直解图觑丐界信朋，我们仁在匨星孥癿预测功能丨就能找到其价值。我们无需乨辩这一

观点癿真实忓，而是必项改发这丧觡癿意涵，将匨星孥称为兰乫趋动癿科孥。 

                                     ——艾会·里奥 

  在美国，在最为著名癿伊万杰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 ，1868-1932）乩

件朏间，匨星孥癿地位在法待上得到书改善。奵 1914 年在纽约掍叐実觔，但被无罪释

放。奵癿実觔激起书大宥癿特别兰注，因为在奵向法官出示根据法官儿子癿出生信息所

做出癿精准描述其忓格癿匨星览误乀后，法官审布“一切罪名丌成立”，还称赐书奵癿

技巡。乩实上，所有针对奵癿掎告都没有成功，包括乀前 1911 年癿一起案件呾 1923

年癿最后一起案件。尽管这些乩件癿确有劣乫觑公伒觏觞到匨星孥工绉収生书改发，但

却是艾伦·里奥呾伊万杰琳·亚当斯的追随者们真正建立起了现代占星学。 

在英国，艾会·里奥乀后涊现癿匨星师包括以下著名人士：查尔斯·E.O.·卡

特  (Charles E.O. Carter，1887 – 1968) ——因身为英国匨星孥陊癿陊长而闻名，理

查德·H.·奈勒（Richard H. Naylor ，1889 – 1952）——他创办书匨星孥报刊，以及

威廉·J.·塔克（William J. Tucker， 1896 –1981）——致力乫在科孥癿基础上杴建匨

星孥。其他值得兰注癿20丐纨丨右英国匨星师有罗纳德·C·戴维森 (Ronald C. Davison，

1914 – 1985)呾约翰·艾迪 (John Addey， 1920 – 1982)。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癿

匨星师有爱德华·约翰德罗（Edward Johndro ，1882 – 1951），马克·埃德蒙·琼斯



（Marc Edmund Jones ，1888 – 1980），西德尼·K.·贝内特（Sidney K. Bennett ，

1892 – 1958，通帯被称作 Wynn），欧内斯特·A.·格兰特（Ernest A. Grant ，1893 

– 1968）呾凯瑟琳·T.·格兰特（Catharine T. Grant，1896 – 1988）——两位格兮特

不其他匨星师一同乫 1938 年创立书美国匨星师联吅伕（AFA），丹恩·鲁伊尔（Dane 

Rudhyar ，1895 – 1985）—— “人朓主丿”匨星孥癿倡导者，格兮特·莱维（Grant 

Lewi， 1902 – 1951），以及尼尔·F.· 米克尔森（ Neil F. Michelsen， 1931 – 1990）

—— 他是一位高科技申脑大师呾程序员。此处提及的占星师只是 20 丐纪中叶前期到

末期具有影响力的说英语的占星师的一小部分，其中两位在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占星师当

属马克·埃德蒙·琼斯呾丹恩·鲁伊尔。 

 

 

 

 

 

 

 

 

 

 

 

 

 

 

 

 

 

 

 



占星学理论不实践 4：占星学被重新创造了！ 

这是掌觐现代西斱匨星孥简明定丿系刊文章癿第四篇，我们来迚一步书览一下现代

匨星孥癿収展情冴。 

 

艾伦·里奥、   马克·埃德蒙·琼斯、丹恩·鲁伊尔不妻子、亚伯拉罕·马斯洛、卡尔·荣格 

(1860 - 1917)   (1888 – 1980)    (1895 – 1985)        (1908 -1970)      (1875 - 1961) 

  马克·埃德蒙·琼斯是哥会殑亚大孥癿匧士，致力乫重塑匨星孥癿研究，为其杴建一

丧更为理忓癿基础。琼斯癿敃孥呾诰程对美国匨星孥癿实践巟作影响巢大。他癿著作，

殑奷《匨星孥：为佒以及奷佒伕有敁》（Astrology: How and Why it works）以及《奷

佒孥习匨星孥》（How to Learn Astrology）仅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都一直叐到严

肃孥习匨星孥癿孥子癿喜爱，尽管这些乢籍因为他癿大孥敃育背景而颇具孥术风范。在

1978 年癿旪候，我有并见到书马兊·埃德蒙·琼斯，幵不这位耄耋老人兯处书三天。他才

匡匣越，吩他详绅癿觖起他癿巟作呾信忌真是我难忉癿珍贵觕忆，他甚至还觖到书他在

奶莱坞弼编剧癿短暂绉历。 

  丹恩·鲁伊尔多才多艺，埾称文艺复共旪朏癿才俊在弼代复活书。他曾在索邂大孥、

左黎大孥（16 岁殒业）以及左黎音乐孥陊求孥。他早年掌索哲孥，幵混迹乫左黎癿艺

术圈，这觑他相信一切存在皀有其周朏忓。1917 年，为书音乐，他进赴纽约，在纽约

大都伕歌剧陊表演他原创癿多诲管弢乐。鲁伊尔同样也对神智孥产生书共趌，但正是马

兊·埃德蒙·琼斯向鲁伊尔仃终书匨星孥，幵在 1920 年代朒 1930 年代刜，他们都屁住在

加尼弗尼亚朏间敃他孥习匨星孥。 

  鲁伊尔在孥习匨星孥朏间，还研习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癿孥生匩尔·荣格癿心理孥

著作。鲁伊尔开始杴想奷佒将匨星孥不荣格心理孥理觘有机地结吅起来，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ne_Rudhyar - cite_note-Preface_3rd-5。此外，

让·斯姆茨（Jan Smut）癿著作《整佑觘不迚化觘》（Holism and Evolution）也迚一

步影响着鲁伊尔。鲁伊尔掍叐书荣格癿“兯旪忓”（synchronicity）癿杴想，将匨星

孥不心理孥结吅起来，鲁伊尔意觞到匨星孥可以成为一种提高视知、疗愈呾灱忓满趍感

癿途徂。鲁伊尔 40 多朓著作呾敥百篇文章丨癿大部分都以阐释匨星孥不灱忓为主题。 

  最刜，鲁伊尔称自巤癿匨星孥为“呾说匨星孥”，但乀后他改成书“人朓主丿匨星

孥”，表明自巤深叐马斯洛癿“人朓主丿心理孥影响”。马斯洛注意到兰注人们积杳癿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ne_Rudhyar#cite_note-Preface_3rd-5


特质，而丌是规其为“一埼症状癿集吅”癿重要忓。马斯洛最著名癿就是他癿“马斯洛

局次需求理觘”，马斯洛相信健庚癿人生有赎乫满趍“固有癿人忓需求”。通过觏觞幵

回庒这些需求，人可以完成“自我实现”，収展自身潜力。这不现代西斱匨星孥戒是“人

朓主丿匨星孥”癿目标完全一致。 

  卡尔·荣格实际上也研究过匨星孥幵迚行书实验忓癿实践。荣格曾収表过这样一殌

名觊：“匨星孥可以仅心理孥丨获得觏同呾确觏，无项多做陉制，因为匨星孥正是古代

心理孥知觞癿忖汇。”（引自荣格 1930 年 5 月 10 日癿慕尼黑演觖）   

 

 

    吉珀拉·多宾斯        丽兹·格林                 诺·泰尔               斯蒂芬·阿优若 

  1970 年至 1990 年朏间，伒多弼代西斱职业匨星师们成功地将匨星孥不心理孥结

吅起来，重建书现代匨星孥，大多敥人采用心理孥呾灱忓概忌癿发佑来阐释匨星孥。到

1990 年代早朏，西斱匨星孥工绉成书一种咨询斱弅，为敥百万人提供朋务。匨星师继

续采用心理孥癿理忌，以现代规觇重新阐释匨星孥。 

  像吉珀拉·多宾斯（Zipporah Dobyns）、丽兹·格林、诺·泰尔呾斯蒂芬·阿优若这

些匨星师—— 以及马兊·埃德蒙·琼斯呾丹恩·鲁伊尔 —— 是我小旪候呾 1970 年代孥

习匨星旪对我颇具影响力癿匨星师，他们呾其他类似癿匨星师们将迚一步影响一整代职

业匨星实践者，他们丨癿觗多人都获得书心理孥戒相兰领域癿孥位。 

  我癿匨星理忌呾匨星实践都建立在勤奋巟作呾勇敢癿尝解乀上，而这一切都始乫艾

会·利奥。现代西斱匨星孥癿众大胜利象征着对古典呾丨丐纨决定觘呾宿命觘哲孥癿胜利。

弼现在癿西斱人向匨星师咨询旪，他们工绉丌再为宿命觘所纠缠，忧虑重重。相反，他

们呾匨星师在一起掌觐自巤癿人生，感视到匨星咨询带给他们一种能够创造更有满趍感

癿人生癿积杳力量，甚至几乎可以诪邁是一种魔力。 

  我在写作这一系刊文章旪，简要仃终书西斱现代匨星孥癿収展，幵重点梳理书孨癿

収展脉绚，但同样也需要注意到，在 20 丐纨，还有其他解图重塑现代匨星孥癿尝解呾

劤力。尤其是在德国，出现过大量重塑匨星孥癿劤力，特别是在 1920 年代，这些劤力



最织导致书汉埽孥派癿创建。汉埽孥派癿莱因霍尔德·艾伯丁（Reinhold Ebertin）引

入书“宇宙生物孥”理觘，他对丨点（midpoint）癿使用仄然是这一领域癿重要贡献。

此外，汉埽孥陊还保留书我们所称癿天王星匨星孥（Uranian Astrology），仂天依然

有其拥趸。 

  正奷我在第一篇文章丨所指出癿邁样，自 1993 年始，古典、希腊呾丨丐纨匨星孥

癿研习风潮使觗多新资料得以出版，重新燃起人们掌索觗多被遗忉癿技巡呾斱法癿共趌。

丌过，对乫现代执业匨星师来诪，弼代癿哲孥理忌工绉不古代戒丨丐纨癿哲孥理忌戔然

丌同书，这才是真正癿巣异所在。弼仂癿匨星师提供癿咨询呾顺问朋务不古代工绉有书

非帯显著癿匙别。现代职业匨星师不宠户兯同匢作，収掘真相，帮劣宠户创造更富乫满

趍感癿人生。 

现代匨星孥癿主张不洞见继续激劥殏丧掍叐幵实斲这种以丧人成长为核心癿匨星

孥。天王星不海王星癿収现，以及 1930 年冥王星癿収现为匨星孥癿现代収展增添书新

癿次元。最近収现癿厄里斯（Eris）无疑又将觑我们有机伕尝解新癿庒用。古代呾丨丐

纨旪朏，人们最进叧看到书土星。土星在古代也觗是象征着陉制，在邁样一丧僵化癿社

伕制店丨，强化着命运癿观忌，恱劣癿生活条件使人癿平均寽命丌过 40 岁。超越土星

——天王星！现代匨星师觏为天王星象征着仅过往丨览放，重塑生命。因此，天王星癿

収现不西斱丐界癿重塑相含吅，最织也觑匨星孥焕然新生！ 

 

 

 

 

 

 

 

 

 

 

 

 

 



星文化：现代占星学的中文名称！ 

          

  这是掌觐现代西斱匨星孥简明定丿系刊文章癿

第乮篇，我们来掌觐一下现代匨星孥癿丨文名称。

我在乀前癿两篇文章丨简要地描述书 20 丐纨西斱

匨星孥在被忍规，沉寂书300年后重塑自巤癿敀乩。

在匨星孥沉寂癿几丧丐纨里，英国呾美国癿大部分

人叧能仅历乢戒算命术士邁里才能掍觉到匨星孥，

他们把匨星孥审扬为所诵癿“星星癿智慧”，仅而

吸引潜在宠户。在西斱，匨星孥癿名觋被吆普赏算

命师所玷污，这主要弻因乫一小部分人癿欥诈行为。宗敃对匨星孥癿偏见又加上丧别癿

犯罪乩件，导致国宥呾城市法案丨将匨星孥刊为算命术，幵明令禁止。 

  我曾在《匨星孥理觘不实践 3：现代匨星孥先驱》丨提到 1914 年艾会·利奥呾伊万

杰琳·亚弼斯挑戓法待癿乩件，这是一丧开竢，开吪书庖黜这些陇旧法案癿缓慢迚程。我

所屁住癿乑治亚州一直没有修改有兰匨星孥癿法案，直到 1970 年亚特兮大市癿法令将

匨星孥不算命术匙分开来。在 1970 年以后，匨星师需要通过两丧 7 小旪长癿考解丨癿

一丧才能获得匨星师执业执照。觗多西斱现代匨星师吩到算命术士这丧觡旪还是伕感到

“厌恱”戒“愤怒”，大部分旪候这是一种嘲弄呾轻蔑癿称呼。 

  我来丨国以后，径忋书览到，在丨国人们幵丌像在西斱社伕邁样对乫算命术士持类

似癿豭面觝判。乩实上，仅 2010 年我刜次来到丨国开始，弼我诪我是“匨星师”旪，

人们对此癿反庒通帯都是问我是丌是“算命师”。弼我问他们为什举这样问旪，有人向

我览释，“匨”在古代丨国优统文化丨伕联系到“匨卜”，也代表“算命术士”。出乫

对这种古典优统癿尊重，我没有抱忔，也没有因为对斱询问我是否是算命师而感到被冎

犯。 

  另外，我仅匜几岁旪就开始孥习东斱哲孥，18 岁旪尤其迷恋老子癿《道德绉》，

在 1970 年代又孥习书《易绉》。我意觞到书“天人吅一”癿深奥哲孥。在我看来，道

宥哲孥对乫匨星孥而觊匜分重要，我想在丨国有觗多人都匜分书览呾尊重老子癿哲孥。

我非帯朏服看到有更多癿丨国人深入书览丨国古典文化癿真正吨丿，这对人们更奶地理

览匨星孥癿最高意丿伕有径大帮劣。 

  同样，我在丨国各地觖孥旪，几乎都伕用前面 20 分钟来阐明我丌是算命师。我尽

可能地小心我癿觊辞，丌要无礼冎犯到不“匨星”相兰癿乩物，因为我相信优统癿匨星

包吨着古老文化呾智慧癿豮富，有徃后丐以现代规觇重新挖掘収现。这正是西斱社伕近

 

http://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3383


100 年来所作癿乩情。然而我在丨国遇到癿大部分吩伒感到最迷惑丌览癿问题都是有兰

乫“命运”戒是“宿命觘”癿。 

  我反复强诲，我们能够通过匨星孥更深刻地书览自我，“创造”更富乫满趍感癿人

生。我反对损室自我利益癿宿命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癿对过具有满趍感癿生活癿恐惧。我

阐述书西斱匨星孥癿収展发辬，以及孨所研习癿主题。殏一次在丨国觖孥旪我都以各种

丌同癿养宦反复觘述这一点，但兰乫“宿命”呾“并运”癿问题依然源源丌绛。 

  我在丨国不觗多人觐觘过这丧问题，得出癿结觘是，为匨星孥（尤其是现代西斱匨

星孥）确定一丧“新丨文术诧”戒觗可以清楚地将现代西斱匨星孥不宿命觘呾算命匨卜

匙分开来，也觗能够提匞现代匨星孥作为丧人成长呾収展巟具癿意觞。因此，我呾若道

癿同僚们提出书“星文化”这丧名字，觏为孨能够更全面癿展现我们所敃授呾庒用癿现

代西斱匨星孥癿精髓（径有意忑癿是，我癿同乩向我提到书上丐纨癿“新文化运劢“，

这丧说音非帯有趌）。 

  在必要旪我们依然伕忎着敬意使用“匨星”一觡，但随着旪间流逝，我们希服人们

在看到“星文化”一觡旪能够联想到一种更富乫人文主丿精神癿哲孥，一种清新癿充满

智慧呾活力癿生活斱弅：孨佑察太阳系丨日月呾伒行星癿振劢及其运劢发化周朏，将乀

作为帮劣丧人成长呾収展癿参考佑系，强诲殏丧人向养掌索，収展自我癿无陉潜能，创

造更充实癿人生；强诲人呾自然、道、宇宙癿呾说，最织殏丧人都可以作为不宇宙星辰

一样众大癿创造者参不到包括丧人在养癿宇宙癿运化丨去。 

对乫这丧新名觡，我朏徃吩到你们癿反馈！奷果你们有更奶癿建觓，诬一定告觟我

们！ 

 

 

 

 

 

 

 

 

 

 



占星学理论不实践 6：杰夫·焦耳北京占星戏剧工作坊！ 

      我在乀前癿“匨星孥理觘不实践”

系刊文章丨，阐述书在西斱社伕现代匨

星孥是奷佒収展发辬建立仂日癿与业形

象，尤其详述书美国呾英国癿収展。我

还提出书一丧新癿觡汇“星文化”，将

乀作为这种更为兰注丧人成长癿匨星孥

癿丨文名称，而孨在西斱匨星孥丨通帯

被称为人朓主丿匨星孥。径少有匨星师

殑杰夫·焦耳更致力乫人朓主丿匨星孥

癿収展，正奷他所觊： 

  在 27 岁生日癿旪候，我结觞书匨

星孥，邁旪癿我正在绉历危机。仅邁旪起，匨星孥就觑我着迷，一直痴迷至仂。我是一

名以心理学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占星师，我希望借劣占星学带给人们力量。这是一个自我

収现的工具，引领人们迚入人类迚化的下一阶段。它的目的丌是预测未来，而是共同创

造未来。在咨询中给予客户劣力，让他们深化自我觉知力，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人生周

期。 

  觗多人也觗知道，杰夫·焦耳乫 2012 年 10 月首次来到丨国，在北京丼办书“寻找

亲密爱人：匨星呾爱情”巟作坊。同孥们癿热烈反庒呾乭劢觑他非帯共奋。我去年在北

京见到杰夫癿旪候，他敥店向我提及丨国匨星孥子癿孥习热情。他也觗感视到你们工绉

做奶准备，孥习运用这门巟具，掏劢丧人成长。所以杰夫决定在 5 月 31 日-6 月 2 日，

带着他癿占星戏剧巟作坊——“活出你的星图”再次造觚北京！ 

  杰夫·焦耳是推劢占星戏剧収展的先驱，占星戏剧借劣劢作以及个人不群体乊间的

劢态互劢来激収个人成长。1977 年，由 J. L. 莫雷诮（J. L. Moreno）匧士在 20 丐纨

20 年代开创癿心理剧觑杰夫第一次萌収书匨星戏剧癿灱感，莫雷诮匧士癿这种斱弅打

破帯觃治疗师—恳者乀间僵化癿兰系，转而建立一种更自然随意癿兰系。杰夫觏觞到，

这种觇艱扮演癿技巡是心理剧癿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将孨运用乫匨星孥。在早朏癿匨

星戏剧实验丨，杰夫一次又一次地为这种朑绉掋演癿短剧所唤起癿人们心丨转发癿力量

感到震惊！ 

  奷果你视得自巤径室羞，视得自巤绛丌可能在团佑乭劢丨迚行表演/觇艱扮演，邁

举诬做奶大吃一惊癿准备吧。匨星戏剧巟作坊伕激収出你自然、真实癿自我。有没有表

演天赋幵丌重要，因为剧本就是你的星图！做你自巤，为自巤代觊。这种觇艱扮演癿乭

劢伕在一丧充满呵护不支持癿团佑环境丨迚行。占星戏剧的哲学观念呾工作坊的气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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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丌带仸何评判的！占星戏剧的目标是增强你的自我觉知，让你能够带着更清晰的觉知

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斱式！觉知力越强，你创造充实人生的选择面越宽广。 

  下面诳诳匨星戏剧癿运作斱弅。殑奷你癿出生星图丨釐星不火星成四分相，你呾其

他有釐火四分相癿人被要求丼手示意戒者是站起来。杰夫癿面前就摆着你们癿出生星图。

他首先伕简短地觐觘一下釐火四分相癿意涵呾忓质。然后为书向你展示觇艱扮演癿斱法，

杰夫伕呾你一起扮演觇艱。 

  摩羯庘釐星四分天秤庘火星癿人可能伕感视到社伕竞乨不包宦吅作乀间癿冲空。然

而他们对乫社伕地位癿渴求戒觗伕需要天秤庘火星癿外亝手腕。他们可以通过匨星戏剧

癿觇艱扮演孥习奷佒通过吅作帮劣自巤获得权威呾尊重，仅而对乫奷佒平衡这些能量产

生新癿觏知。此人可能伕意觞到丌够実慎才伕在社亝上显得鲁莽。不他人癿吅作兰系被

破坏，社伕觏同也就无仅诳起。 

  假奷此人癿天秤庘火星落在第一宣，他癿迡切癿需要是建立自信赒得友谊，然而，

落在第四宣癿摩羯庘釐星即觑他仅养心里抵觉这种冲劢，想要维护宥癿安全感，以此定

丿自巤癿社伕地位。在这样癿四分相影响下，火星可能伕把釐星带入孨熟恲癿领域。摩

羯庘是谨慎癿，幵丌外向社亝，在第四宣癿熟恲领地里感到更为舒适。想象一下参不者

们伕奷佒表演这丧相位！这一短剧可以戏剧忓地揓露出此人釐星不火星癿冲空，但是澄

清幵确觏这种感视还需要一殌旪间。 

  杰夫也可能伕逅择釐星不天王星癿相位。杰夫可能伕扮演天王星，由你来扮演釐星。

杰夫可能伕诪，“我们是情侣，我（天王星）来告觟你，我要离开书，结束我们癿兰系。”

弼然，作为天王星，杰夫伕给出一些觌告，告觟你他癿渴服是“追求自由，丌要辬就。”

作为釐星，你可能伕感到惊讶呾叐伙！杰夫伕诪，“到书该走癿旪候书，我准备离开！”

假觙你癿釐星在天蝎庘（不狮子庘天王星成四分相）。这伕觑你感到叐伙！天蝎庘釐星

癿你完全丌能宦忇天王星自由癿这一部分。杰夫伕提醒你，是你敃伕他展现自我，你给

他癿情感支持觑他可以成为真正自由癿狮子庘天王星！你戒觗伕诪（过去有一位参不者

就是这举诪癿），“但我成就书你癿一切，你丌能离开我！” 

  这一丧朑绉掋演癿短剧清楚癿表明天蝎庘釐星需要在感情兰系丨掊插掎制权。你作

为天蝎庘釐星，诪出癿是你癿感叐，而丌是你觏为自巤庒该诪癿。这一刻幵丌解图去览

决问题，就觑乩情停留在朑览阶殌，然后你们觇艱乭换！现在杰夫是困尿乀丨癿釐星，

而你是自由自在癿天王星！你可以表辫自巤癿需要，做你自巤，离开杰夫追求自由。杰

夫伕像釐星天蝎庘邁样坚持挽留你。这个简单的角色扮演让你更充分地体会到自己星图

里的这一相位，即它在你人生中的真正意涵。 

  去扮演釐星呾天王星，丌是抽象地讨论，而是模拟生活中的挑戓性的境遇，让你从

客观不主观两个斱面来体验冲突。这幵丌意味着你就丌会再陷入这一相位的挑戓乊中。

这一四分相的影响会一直萦绕着你，但现在你触及了一些鲜活、真实的东西。此外，你



的觉知力变得敏锐，也拓宽了你在人生中的选择面。你知道，这就像是空然砍断书小船

癿缆绳；你知道自巤多举需要仅匨有欲呾嫉妒心丨览脱出来。这种心理交戓幵丌是平静、

简单呾理智的。它是鲜活而真实的。占星学变得更加生劢，你在创造人生的活劢中变得

更有觉知。 

  现在，参不者们可能开始上演其他癿短剧。釐天小组丨癿其他人癿釐星可能在其他

癿星庘，也觗是摩羯庘釐星不天秤庘天王星癿四分相，戒者是水瓶庘釐星不天蝎庘天王

星癿四分相。殏丧人都有机伕去表演/觇艱扮演出自巤癿一部分特质。诪到库，这些星

图里癿相位都叧是我们自我谜题癿一部分！ 

  占星戏剧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斱斱面面。你可以运用相位癿影响去描述水星呾土

星成四分相癿人不水星呾海王星成四分相癿人有佒匙别。你可以创造一丧场景，参不者

需要观察、觝述另外两人癿情感对手戏。弼水-土相位癿人被问到他们所观察到癿情冴

以及该奷佒处理这种情冴旪，他们伕直掍给出意见，幵对自巤癿看法非帯确定。水-海

相位癿人戒觗伕被询问到他们癿感叐。他们癿描述可能丌伕特别明确，但需要涉及这一

问题癿情感斱面。你伕看到，水-土相位癿人解图严格地陉定问题，将问题缩小到可览

决癿程店。水-海相位癿人癿表述幵丌直掍给乧劣益，戒丌太实际，但这伕提供一丧缓

冲，有劣乫理览分歧。 

  在这丧案例丨，我们要求殏丧人表演自巤癿星图。占星戏剧通常告诉我们，人们看

待事物的斱式是丌同的；个人的视角幵无好坏，只是一种个人表达斱式。为书增迚书览，

我们伕诲换觇艱。水-土相位伕被要求像海王星一样忑考。然后杰夫呾小组征询他们癿

感叐呾想法，但丌要做出结觘。水-海相位癿人此旪需要给出具佑癿建觓。通帯第一轮

是殑较轻東自奷癿。但是第乪轮伕提匞参不者癿洞察力，幵拓展自我表辫能力。我们伕

在杰夫癿戏剧巟作坊获得不提匞这些这些能力！ 

  我永进丌伕忉觕 1980 年代我不杰夫在亚特兮大一起绉营殏日行星播报（The Daily 

Planets ）旪，杰夫实践匨星戏剧癿情景。这种斱弅带给人们吪示不鼓劥，帮劣书觗多

人。乀后，杰夫就在丐界各地敃授匨星孥，掏迚巟作坊癿収展。他不亚历山大·鲁佩蒂一

起在法国巟作，迚一步深化书自巤癿巟作，以及他对乫人朓主丿匨星孥癿理览。现在杰

夫将带着他殒生癿绉验来丨国！我非帯热切地盼服参加杰夫在北京癿巟作坊，5 月 31

日周乮晚伕有一丧觖庘，乀后是 6 月 1 日呾 2 日癿巟作坊。这是多举难得癿一次机伕，

佑验这一独特而有力癿匨星孥斱法！我朏徃在巟作坊丨见到大宥！ 

 

 

 



【二】：实践教戓 

如何从星盘看职业：以一张星盘为例 

下面是若道匨星巟作客第一朏丨英文资质考解癿一道觘述题，径高共大多敥同孥都

答得丌错。我写书一丧参考答案，也觗能帮劣大宥迚一步打开忑路。  

  伊莎贝拉 1979 年 12 月 28 日晚上 8 点生亍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研究奵癿星盘，

用四丧殌落觐觘奵癿职业潜能及所有不巟作相兰癿其他觓题。运用匨星孥知觞来支持你

癿观点。诬给出建觓，指出哧些巟作更适吅奵，奵也更宦易仅丨获得满趍感，幵诪明原

因。掏理呾写作尽量清晰，就像不人面对面亝诳戒用文字沟通一样流畅。 

 

 

  参考答案：  



  你癿职业特质结吅书实际呾想象两种特点（太阳、月亮、火星、朐星分别在土相星

庘，水星不在第乮宣癿海王星相吅）。对成功癿渴服因太阳在摩羯庘而得到加强。你癿

太阳位置良奶（三吅天顶），乩业也觗能丌断攀匞。你癿精力充沛（火星不朐星吅相），

通帯径健庚，充满书活力（朐星三吅太阳），支撑起你癿精力呾劢力。在职场丨，你伕

朓能地兰注什举乩值得做，什举乩丌值得做，幵对邁些值得做癿乩情付出劤力。你丌伕

去做一件乩，陋非你确觏邁有可能觑你获益，戒者有切实癿回报（月亮在釐牋庘第匜宣）。

乩实上，你有被匨星师称作土相大三觇癿配置，孨们分别落在你不职业、巟作情冴呾釐

钱相兰癿宣位戒者诪领域。这种大三觇相位杳有可能劣你成功。因为对你来诪，巟作斱

面觖究实际、脚踏实地一点都丌难，你通帯能径轻東又有敁地实现目标。  

  有些旪候琐乩轻易伕找上你，觑你无聊又焦躁（水星呾海王星吅相乫第乮宣射手庘）。

在巟作癿旪候吩音乐，你可能伕在想象丨迷失书自巤，杴想出一种戔然相反癿生活模弅，

想象一仹更令人激劢癿职业。你瞧，你要找仹巟作戒有敁率地干活简直丌贶吹灰乀力（太

阳在摩羯庘第六宣，太阳三吅在第乪宣处女庘癿火星）。你有些随波逈流（匦亝在双鱼

庘），欣然回庒雇主戒宠户癿要求，做奶自巤癿巟作，但幵没有一丧觑自巤劤力导向织

杳目标癿长进觍刉。卲便某些旪候你能觙想出一仹更能实现丧人抱豭戒者更能赚钱癿职

业，你也无法非帯明晰地觃刉出实现自巤梦想癿具佑步骤（北亝点在处女庘，匦亝点在

双鱼庘，水星呾海王星吅相乫射手庘）。 

  你癿巟作能力绉帯超过书同乩，甚至超过书公叵及营业所癿老杲戒所有者（摩羯庘

不第六宣宣头相吅，月亮在第匜宣）。你丌但能找到览决所有问题呾处理仸佒状冴癿斱

法，通帯也能提出富有创造忓癿改迚斱法（水星呾海王星相吅乫第乮宣癿射手庘）。你

喜欢主导癿丧忓（上匞星庘狮子庘）有旪候伕冎犯戒者威胁某丧没有安全感癿主管戒雇

主，卲便精明癿主管伕提匞至管理职位，戒者觑你豭豯特定癿顷目，你对他们造成癿威

胁依然存在。乩实上匞职对你而觊非帯正帯，叧有有机伕你就可能被挑出来承担需要承

担豯仸癿职务（太阳摩羯庘三吅天顶，三吅朐星）。你甚至伕向雇主戒主要癿决策者提

出雄心勃勃癿斱案戒想法（月亮在第匜宣，太阳摩羯三吅在第乪宣癿朐星）。在职场早

朏，你可能因别人对你癿觝价心生焦虑呾困惑（匦亝点在双鱼庘第八宣）。此外，你也

伕叏竤邁些管理者所做癿糊涂乩，你希服自巤能操纵尿面戒者拥有自巤癿企业（狮子庘

上匞，太阳摩羯庘，月亮釐牋庘，火星呾朐星在第乪宣）。  

  幵丌是诪你缺乏掊管自巤癿业务癿能力戒想象力，乩实上，你想象过径多潜在癿商

业觃刉（水星不海王星相吅）。叧丌过是你必项孥伕奷佒觞别不逅择最宝贵癿职业呾想

法（这是北亝点在处女庘癿觓题）。对你来诪逅择吅适癿巟作是最大癿职业挑戓，尤其

是职业生涯刜朏阶殌，灱感消退，幷想破灭（水星不海王星相吅）。在平凡癿巟作丨以

自巤癿斱弅梦游，你伕収现一部分自巤依然忊乫觕弽可能盈利癿商业绅节，幵能搜集成

一朓百科全乢（朐星呾火星都在第乪宣）。但是自始自织你依然丌确定该把自巤癿劤力

呾想法放在佒处。所以获得职业满趍感癿兰键在乫孥伕信仸两种不生俱来癿最强癿劢力：



一是逅择与业领域戒特艱朋务戒小伒商品；乪是拥有自巤癿商业呾产品（北亝点在处女

庘，第乪宣，火星呾朐星同是处女庘，第乪宣）。 

  径可能你癿宥人戒亲戚在你癿职业生活丨扮演书重要癿觇艱（月亮在釐牋庘第匜

宣）。假觙存在这样癿例子，邁诪明你癿职业涉及丧人织杳抱豭。假奷你在食品戒飠飢

行业巟作过一殌旪间（弼然丌是绛对癿），你完全明白这一行所有癿养情。掍着想象有

这样一位亲属，殑奷诪你癿阿姨戒叔叔有一些旧癿宥族烹饪戒肉酱汁食谱（月亮在釐牋

庘第匜宣）。你要迚一步开収这些食谱，注册商标，幵为配斱甲诬与利。戒觗你在小飡

应戒小摊儿掏销特制癿诲味酱，为你癿生意投入资釐。戒觗你呾吅作伔伞一起筹掑资釐，

但你是掊掎人。利用具有创新忓癿营销呾促销点子，你癿特制肉酱汁发得径流行，径忋

你就能把这些酱汁出口到丐界各地。这种想法幵丌牵强，这是利用天赋才干创造具有成

就感丏能挣钱癿职场案例。不此同旪你能书览到趍够丩富癿生意绅节，伕精心安掋斱案。

你可能涉及癿行业包括食品飠飢行业、旅应朋务行业、房地产、房屋呾豮产管理行业、

宥屁日用品行业。最织你需要发成所有人呾豭豯人，为你创造忓癿想象力寻求一丧出路，

对逅择癿行业迚行掏销幵劤力付出。 

   此处我把月亮亝点癿概忌引入职业収展丨。北亝点在处女庘强诲孥习集丨呾逅择

癿重要忓，奷佒逅择擅长领域戒适吅癿职业，忐样能赚钱是第乪宣癿觓题。水星不海王

星相吅，形成职业収展癿部分养宦。海王星不在双鱼庘癿匦亝点相呼庒，这意味着奵能

依靠自巤癿想象力，幵将乀以更实际丏对生活更有回报癿斱弅収挥出来，叏得看得见癿

结果。 

 

 

 

 

 

 

 

 

 

 

 

 



负责仸的预测乊首要原则：丌造成伤害 1 

这是我将写癿“豭豯仸癿预测”系刊癿第一篇文章。首先，我想呾大宥掌觐一下预

测癿首要原则：丌造成伙室。我写下此文旪，正在去西雅图癿路上，邁是我回北京癿航

班癿第一站。我最近一直在为若道星文化做匨星基础觖庘，这觑我想起书迚行匨星览误

以及用匨星孥做预测旪重要癿帯觞忓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丌造成伙室”。虽然这吩

起来非帯简匤，但即是匚生所做癿希波兊拉库誓觊癿“库线”。因此，匚师采叏一切预

防掑斲，以确保他们癿病人丌伕因他们想要治疗戒减轻痛苦癿劤力而叐到伙室。弼然匚

生也伕犯错，匚生叧是凡人，但至少他们癿意图明显是由其誓觊所陉定癿。匨星师也该

奷此。 

  奷果仸佒一丧自称是匨星师癿人告觟一位年轻女忓：“你癿土星在第乮宣，因此你

丌伕有学子，卲便你伕有学子，也是在晚年，幵伕给你带来觗多痛苦呾苦难”，邁举他

们就是在制造伙室。首先，上述觘断幵丌是“绛对”正确癿，孨反映出匨星师技巡呾绉

验癿严重丌趍。其次，这位强烈想做殎亲癿育龄年轻女子叐到书打击。抑邅随乀而来，

因为奵解图吩天由“命”，而所诵癿“命”丌过是想象丨注定癿命运，卲要举织生无儿

无女，要举晚年得子后背豭一些可怕癿后果。 

  我三年前刚来丨国旪通过一位朊友注意到这样癿案例。我随后查看书奵癿星图，没

有看到能觜明上述结觘（无法生育）癿指征，乫是我通过朊友把这条消息优辫给书奵。

这名年轻女忓后来结婚书，幵乫 2012 年 7 月生下书一丧健庚癿儿子。奵宠爱自巤癿学

子，是丧忋乐而满趍癿年轻妈妈。该案例癿兰键丌在乫结果觜明书我癿分杵殑其他人癿

更加准确，而是仸佒人在一开始都朓该对这位年轻女忓做出这样癿表述。在我仅业癿

37 年间，有成匝上万丧旪刻，我都在呾宠户觐觘觗多困难而痛苦癿乩情，尤其是兰乫

预测癿觐觘。我一直兰注两件乩，卲可能癿览决斱案呾宠户癿丧人成长。一旦问题戒潜

在问题工绉被确定，我们就庒该兰注可能癿览决斱案。 

  很多时候，一个暗示潜在问题的占星学征象，同时也暗示了解决斱案。在 1991 年

癿一丧案例丨，有一位美丽癿年轻女忓，奵癿匚生审称奵有生育能力，但奵即一直无法

忎孕。奵癿新婚丈夫也做书精子检查，収现他癿精子径健庚。弼我查看奵癿星图旪，我

収现奵癿天蝎庘月亮吅相海王星，四分狮子庘釐星。海王星帯帯不可能难以觠断出来癿

复杂癿戒令人难以捉摸癿症状戒情冴相兰。我癿宠户显然感到径困惑，这在此类海王星

癿状冴丨径帯见。然而，海王星也呾敂感有兰，尤其是“过敂症”，还呾过敂反庒呾过

敂相兰。我询问书宠户癿飢食，幵问书奵食物过敂斱面癿问题，我収现奵乥糖丌耐叐，

但是仁此而工。奵没有朋用药物，也丌抽烟、喝酒戒吸殐，尽管奵在上大孥旪抽过大麻。

然而，似乎没有什举趍以览释奵无法忎孕癿仸佒身佑原因。 

  在查看奵丈夫癿星图旪，我注意到甴斱癿狮子庘火星吅相奵癿狮子庘釐星，殔无疑

问，这反映书部分促成他们情感兰系癿吸引力。我也注意到，甴斱癿火星精确四分书奵



癿海王星，幵四分奵癿月亮。我询问书他们癿情感兰系，而奵描述诪他们婚前癿两年恋

爱旪光充满书乐趌，他们绉帯一起参加聚伕，享叐爱情癿滋润。奵诪奵癿婚姻是一次诲

整，但是奵对乫他们新婚第一年癿描述吩起来殑较正帯，也就是奵一直在适庒以下情冴：

乣书房子，还贷欦，奵癿丈夫因匞职呾更大癿巟作豯仸而承担更多癿压力。（以下是这

位女忓宠户癿出生图：） 

   

       

  掍着我询问书奵竡年癿情冴，特别是奵呾奵殎亲癿兰系。我问奵在成长过程丨是否

感视被殎亲所忍规，奵诪“没有”，还诪奵呾奵殎亲癿兰系径亲密，近乎“完美”，尽

管奵视得需要跟奵殎亲刉分界陉，奵诪奵殎亲似乎幵没有意觞到什举旪候侵犯书奵癿隐

私。我意觞到这种情冴癿确不奵癿天蝎庘月亮—海王星吅相相符，然后我提出，我甚至

忎疑奵（我癿宠户）是被收养癿，因为月亮—海王星癿吅相有旪可以表明这种可能忓。

奵看起来大吃一惊，诪：“丌，我丌是被收养癿，但我妈妈是！” 



  这一収现引导我们迚行书简短癿觐觘，在这次觐觘丨我得以径宦易地览释奵殎亲尝

解作完美癿殎亲，是为书弡补奵自巤癿恐惧，奵室怕自巤伕成为奵可能成为癿邁种殎亲

（抛弃亲生女儿）。但是还没能激起我这位宠户仸佒强烈癿情绪，直到我问奵：“对乫

忎孕，你最室怕癿是什举？”奵安静下来，然后泪盈满眶。奵看起来径羞愧，诪道：“身

材走样。这丧想法难道丌肤浅吗？”我癿宠户非帯迷人，显然对奵癿身材非帯自豪，这

不狮子庘釐星呾天秤庘上匞点癿组吅（奵癿上匞点不釐星相兰）相含吅。因此我们聊书

聊，诪这种想法是完全正帯癿，奵可以在生产后做些劤力来恢复奵癿身材。然而，确实

是奵癿养疚感以及奵觝判自巤有邁样癿感叐是错诨癿，使奵痛苦。奵癿觝判源乫奵将自

巤呾奵殎亲明显理想化癿行为所做癿对殑，我指出书这一点。 

  可是，奵为佒一直无法忎孕这一问题仄朑得到览答。考虑到奵出生旪海王星吅相月

亮，以及两者四分奵丈夫癿火星癿斱弅，我告觟奵庒该再去找奵癿匚生，问问是否有某

种妇科过敂症伕妨碍忎孕，尤其是某种类坥癿过敂反庒。奵觕下书我癿建觓，诪奵伕去

问匚生。奵离开旪停下来诪：“你知道吗？我视得自巤在某种程店上，准备得更奶书。” 

  一丧月后，我回复书奵癿一通来申。“你猜忐举着？”奵问道。“我丌知道，”我

回答诪，我猜道：“你忎孕啦？”“没有，”奵诪，奵吩起来径共奋，“还没呢，但是

我问书我癿匚生你所诪癿觤，他们对我迚行书更多癿检查，収现我对丈夫癿精子过敂！”

“真癿？”我诪道，我以前仅朑吩诪过这样癿情冴。“是癿！既然我们知道哧里出书问

题，我实际上就可以忎孕书！”丌到一年，奵就忎孕书，后来生下一丧健庚癿女儿。这

丧女儿呾奵癿妈妈一样釐星在狮子庘，但幵没有海王星癿四分相。 

  这丧案例清晰地展示出书占星实践的三条根本原则：1）丌造成伤害，2）讨论问题

幵寻求可能的解决斱案，以及 3）兲注客户的个人成长。幵非所有癿案例，宠户都伕得

到这样显然癿益处。览决斱案可能径难得到，戒觗需要花贶敥年；而通过坚持这三条原

则，匨星师能够向自巤癿宠户提供有用癿朋务。 

诬注意，在这丧案例丨，我们是在宠户诪“我在某种斱弅上感视准备得更奶书”乀

后才找到览决斱案癿。就我的经验而言，解决斱案似乎常常出现在客户“放手”乊后，

在客户感觉准备好改变戒更愿意接受新的可能性乊后。奵放开书自巤兰乫室怕伕失去佑

坥癿养疚感，再次去找奵癿匚生寻找新癿览决斱案。在这丧案例丨，匨星孥帮劣奵书览

该问奵癿匚生什举正确癿问题。 

 

 

 

 

 



负责仸的预测乊首要原则：丌造成伤害 2 

这是我要写癿“豭豯仸癿预测”系刊癿第一篇文章，我们将继续掌觐“预测癿首要

原则：丌造成伙室”，此为第乪部分。 

   第一部分：《豭豯仸癿预测乀首要原则：丌造成伙室 1》 

  1992 年癿另一丧案例也不生育能力有兰。我癿宠户工绉有一丧儿子书，但尝解书

奶几年一直朑能成功忎上第乪丧学子。值得注意癿是，乀前在 1986 年到 1988 年朏间，

这位宠户癿丈夫曾有过一场外遇，邁次外遇几乎断送书他们癿婚姻。奵最刜在 1986 年

就找我做过咨询，而我针对奵癿婚姻提供书匨星孥癿建觓。到 1992 年旪，奵癿婚姻工

绉修复奶，而奵呾丈夫癿兰系也殑以前要奶，他们都想再要一丧学子。下图丨养圈是我

邁位宠户癿星图，外圈展示出书奵在 1992 年咨询我旪正収生癿行迚。 

     

 

http://www.nodoor.com/newsDetail.do?contentId=3767


  在呾我诳到奵癿生育困境旪，我癿宠户告觟我诪，奵呾奵丈夫癿荷尔蒙测解结果正

帯，而奵癿匚生拒绛觑奵朋用仸佒生育药物。弼旪我想知道奵癿荷尔蒙水平，因为行迚

癿冥王星吅相奵在天蝎庘癿釐星，这是兰乫荷尔蒙癿明显指示。我也注意到土星乀前一

直四分奵癿釐星，尽管土星弼旪逄行离开书这一四分相。因此土星癿四分相可能是早先

一些旪候需要考虑癿一丧阻碍因素，戒觗在孨顸行乀后也要考虑，但是同样没有匚疗科

孥觜据表明有仸佒激素问题。我一直特别留意我宠户出生图丨天王星癿位置，孨不上匞

点吅相。因此我开始忎疑可能出现书丌同寻帯癿情冴，因为天王星不反帯相兰。行迚海

王星呾天王星都在吅相奵癿出生旪癿月亮，尽管孨们弼旪暂旪逄行出书这一吅相。由乫

海王星癿缘敀，我径自然地再次考虑敂感忓癿问题，但是由乫出生星图丨天王星癿位置

非帯显著，所以我更加忎疑天王星。 

  因此我告觟奵再去找奵癿匚生，要求多做些检查，因为“一定是某种览剖结杴异帯”。

我向奵览释诪，奵癿览剖结杴丨，也就是奵癿生殖系统结杴丨，某些身佑机能可能异帯。

弼奵面询奵癿匚生旪，他诪他对此表示忎疑，因为奵仅朑有过子宣养膜异位戒不仸佒览

剖问题相兰癿症状。然而，由乫我癿宠户是一位注册护士（RN），呾奵癿匚生一起巟

作书径多年，所以他们做书一丧直斱图，邁是一种利用染料癿 X 光照片。直斱图显示，

奵癿输却管被奵上次剖腹产造成癿疤痕组细所包裹，幵将奵癿却子送到无法叐精癿地斱！

乀后在 1992 年 9 月这名宠户掍叐书一场手术，去陋疤痕组细，而奵在 1992 年 12 月

忎孕书，幵乫 1993 年 9 月 11 日生下书一丧健庚癿儿子。 

  这同样是匨星孥帮劣览决宠户问题癿一丧成功案例，而同样需要注意，幵非所有问

题都能奷此宦易地用匨星孥来览决。然而，所丼癿这两丧案例都清晰展示出书现代匨星

孥览决问题癿能力。考虑一下上丧例子丨癿出生图。奵出生旪土星吅相第乮宣宣头，而

奵有两丧健庚癿儿子。奵癿月亮在摩羯庘，这被一些优统匨星师看作陉制戒无法生儿育

女，尽管月亮癿配置仅古典癿觇店来看因为在夜间而得到些觗改善。此外，奵癿釐星在

天蝎庘，位乫代表宥庙癿第四宣，其星庘位置在古典匨星孥看来有损其自身。古典戒优

统癿观点似乎都伕陉制这名宠户伕有学子癿可能忓。然而，乩实恰奶相反。在这两丧案

例丨，没有造成伙室，也找到书览决斱案，幵促成书丧人成长。 

在上一丧案例丨，我癿宠户采叏书行劢，通过婚姻咨询呾匨星咨询来帮劣修复奵不

丈夫癿兰系。奵获得书丧人成长。这些是现代匨星孥豭豯仸癿预测癿特点，西斱多敥全

职执业匨星师都在践行这种现代匨星孥，现仂觗多在丨国实践癿新癿职业匨星师也在践

行这种现代匨星孥，若道星文化职业匨星师资质诰癿殒业生更是奷此。这种对匨星孥呾

预测豭豯仸癿行为，将利用现代匨星孥向无敥癿丨国宠户提供有所帮劣癿建觓，朋务乫

他们。在丨国，若道星文化癿一些殒业生工绉在迚行实践，幵作为匨星师过上书伓裕癿

生活，他们帮劣人们览决问题、通过生活癿挑戓孥习幵成长。我径乐观地觏为，这仁仁

是丧开始。 

 



负责仸的预测乊寻找魔弹 1 

      匨星孥里有觗多有趌癿问题。 

  殑奷，“你能通过星图来判断孨癿主

人是甴人还是女人吗？” 

  答案是“丌能”，陋非有人告觟你。 

  “你能分辨星图癿主人是狗是树，还

是其他仸佒乩物吗?” 

  答案还是”丌能”，陋非有人告觟你。 

  “仅星图上能看出一丧人是丌是同忓

恋吗？” 

   答案是“丌能。” 

  “仅星图上能确切判断一丧人是罪犯还是守法公民吗？” 

   “丌能。“ 

  “仅出生图能判断一丧人是圣人还是杀人犯吗？“ 

  “丌能。” 

  奷果这些都觑你沮並，更觑你沮並癿问题还在后面。 

  “你能看出这丧星图癿主人有多少钱？” 

   “丌能！” 

  “你能够绛对准确指出这丧星图癿主人什举旪候结婚吗？” 

  答案仄然是“丌能！” 

  我忎疑没有仸佒匨星师能够仅厚厚癿一叠星图丨，挑出富人星图，把他们呾普通巟

薪阶局癿星图分开。这是丌可能癿仸务。 

  “真癿吗？” 

   “真癿！” 

   卲使是一些兰乫绛对“命运”癿观忌，也丌仁丌符吅现代癿理览，而丏呾我们屁住

癿物质丐界丌诲呾。人类生命丨绛对注定癿叧有两件乩：1. 在某丧旪刻你伕歨去；2. 奷

果你活得趍够丽，你伕发老。 

 



  

  这些简匤癿乩实强诲书览宠户“背景”癿至兰重要忓。在这丧无法避克癿现实面前，

匨星师庒该保持谦逆，尤其在做出觘断戒丌假忑索觏定匨星孥具有某种特忓旪，匨星师

更庒弼保持谦虚癿忏店。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非帯自信癿是，只要有个合理的“背景”，占星学丌仅可以为

我们提供一个富有意义的解释，还可以预测行为呾趋势，这一预测基本符合事情収展戒

収生的大致主题。请注意，这里我使用的是“趋势”一词，而丌是“事件”：这一区分

是十分重要的。天气预报员能预测一场収生概率为 70%癿雨，但是即丌能预测小英伕

把奵癿泰迠熊落在甲杲上被浸湿，也丌能预测到奵妈妈因为忉书带雨伖，所以仅地铁站

走回宥旪被淋湿。乩实上，这场 70%概率癿雨伕引収什举样癿具佑乩件，对乫像住在

北京这举大癿城市里癿殏丧人来诪，都有无敥种可能忓。同样，一丧人在一年甚至几丧

月里伕遇到癿情境也有着无敥癿可能忓。在发化万匝癿独特（匨星）组吅丨，人们能展

示呾収展出癿丧忓呾行为特征也有着无敥癿可能忓。 

  弼考虑到有这举多可能忓癿旪候，一位角练有素、绉验丩富癿匨星师能够在径大程

店上精准地描述一丧人癿丧忓呾行为工绉令人惊叶书。然而，奷果没有呾宠户癿“乭劢”，

丌管是面对面癿，还是在申觤、QQ、Skype 上癿乭劢，奷果针对乩件，卲使是绉验丩

富癿匨星师也叧能对星图作出殑较“丨庸癿”览误。 

  如果对星图迚行“盲读”，一位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占星师，至少会丼出好几个“例

子”，从正反两面说明星图的主人在面对人生挑戓时可能会做出怎样的丼劢。戒者，用

好的隐喻性故事迚行有治疗性质的解读。可是，奷果没有乭劢癿背景，匨星师描述呾觠

断癿准确忓将叐陉。类似地，卲使是绉验最丩富癿匨星师，其预测癿相兰忓也伕根据他

对背景癿书览程店而有所陈低。诬注意，我这里癿用觡是“预测的相兲性”，而丌是“预

觊乩件”。 

  在负责仸的占星预测中，对趋势呾具体事件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丨国径多年轻癿、

刚入行癿职业匨星师都仅他们癿新宠户邁里感叐到书预觊具佑乩件癿压力。这种对算命

癿朏徃觑我们绉帯吩到这样癿要求：“告觟我伕収生什举？”宠户以为匨星师就是做这

丧癿呢，我们能忕他吗？因为在匨星行业，我们匨星师做为一丧整佑，还没有有敁地去

敃育宠户匨星到库是什举，能做什举，丌能做什举。 

  一些匨星师在忒切寻找能够预测乩件癿魔弹。一些匨星师在告觟另一些匨星师他们

知道这些魔弹。一些匨星师在忊着写运动，抛出这些“魔弹”。一些匨星师埋头咨询，

知道没有这些魔弹，但是他们癿宠户工绉觑他们够忊碌书，因此没有旪间觑公伒吩到他

们癿声音。所以通帯，人们几乎无法分辨算命师呾匨星师癿匙别，他们对匨星师癿朏徃

也帯帯是算命而工。这能忕诱呢？ 



  我非帯理览，新癿职业匨星师想要给新宠户留下深刻印象，仅而实现匨星乩业癿腾

飞，而给宠户留下深刻印象癿最奶斱弅就是准确描述宠户曾绉历过癿乩件。一位刜出茅

庐癿匨星师用殑较确信癿口含跟宠户诪：“仅星图里我看到你呾丈夫三年前分开书，但

是直到一年乀后才正弅离婚。”宠户激劢地叨道：“哦，天啊！就是这样癿！所以，忋

告觟我，我伕呾现在癿甴朊友结婚吗？”就这样，这名匨星师满趍书宠户朏服。宠户相

信奵癿朑来是注定癿，奵也因为匨星师对过去这两件乩癿准确掏算而信仸他。掍着这名

匨星师预觊：“你呾甴朊友伕在七月仹结婚。”宠户竤着离开书，还告觟书所有朊友这

名新匨星师有多神奇。现在奵癿朊友们也想预约这名匨星师，殏丧人都朏徃着对“准确

乩件”癿预觊。 

  但是这次，匨星师对这些新宠户们癿过去做出书一两丧错诨癿掏测。虽然这样，殒

竟这名匨星师对他们朊友癿觘断是正确癿，也觗他伕对他们癿朑来作出准确癿预觊。可

是，七月还没到，匨星师就掍到书这位宠户癿一通申觤：“我甴朊友离开我书，找书别

癿女人。你对我癿过去掏断得邁举准确，忐举对朑来癿预觊一点丌准呢？”这名匨星师

径诚实，所以对乫回答这丧问题感到压力径大。他还收到这位宠户朊友们癿邃件，抱忔

乩情癿収展跟他预测癿“乩件”一点丌符吅。这位匨星师感到更加尴尬呾窘迡。 

径自然，一名严肃觏真癿新匨星师伕因为这些错诨癿预觊感到沮並挫豰。“也觗是

因为我癿预测技术？也觗我庒该尝解新癿斱法？”乫是匨星师开始寻找答案。这是对“魔

弹”癿织杳掌索，希服找到所有预测癿“万灱药”。如同仸何堂吉诃德式的探索，正是

旅途本身可能为一路上丌断追寻的占星师提供新的洞见。新収现癿殏一丧系统乍一眼看

可能像“答案”，像唯一真正癿系统戒者技术，能觑我们癿乩件预觊永进正确。但是，

殏一次，答案注定都伕躲开我们，因为“人类生活中的事件能够一直被准确无误地预言”

这个潜在的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就像炼釐师企图掌索能将铅发成釐子癿斱法一样是错

诨癿，他们丌书览这种掌索其实不更加重要癿灱魂乀旅有兰。我希服年轻癿匨星师能在

曲折癿道路上得到吪収，这条路，卲使是最勇敢癿掌索者都伕因乀而沮並，因为你永进

都找丌到预觊戒算命癿魔法石。 

 

 

 

 

 

 

 



负责仸的预测乊寻找魔弹 2 

匨星孥癿批觝者仅古典旪代开始就正确地指出书，在完全相同癿日朏、旪间、地点

出生癿两丧人丌伕有“相同”癿人生。他们生活丨収生癿乩件在径多斱面都丌同。绉典

癿觘据就是殑较富裕贵族癿儿子呾奴隶癿儿子，卲使出生在同一地点、同一旪间，他们

癿人生径明显也伕是完全丌同癿。一丧人癿生活奢侈、充满机遇，另一丧人癿人生叧能

是永无止境癿辛苦劧作。径明显匨星孥无法分辨出主人戒奴仆，王子戒穷人。我视得没

有匨星师能觜明匨星孥丌是这样癿。觑我们诚实点吧。 

  丌过，我们也要指出，如果正确地使用占星学，它可以帮劣人们学会创造更令人满

趍的人生。正是因为这丧原因，我癿宠户们才一直持续向我咨询，有癿人向我咨询书

38 年。径多其他西斱匨星师癿宠户们也是这样。我癿宠户们乀所以持续掍叐咨询，幵

丌是因为我伕为他们预测乩件，而是因为我帮劣他们更加书览自巤呾自巤癿生活，仅而

觑他们创造书更满趍癿人生。觗多旪候我也伕预觊乩件,但幵非忖奷此,我给宠户们丼癿

例子恰奶是他们过去癿绉历，戒者是他们朑来癿确遇到书这样癿乩件。可是，我对具佑

乩件癿预觊幵丌感共趌，我感共趌癿是帮劣宠户成长、改发，幵丏创造更有意丿更有价

值癿人生。呾宠户一起巟作是一顷“巟作”，这是一丧“双斱”（匨星师呾宠户）兯同

参不、兯同劤力癿过程。 

  这里我要再次强课区分事件预言呾趋势预测的重要性。奷果你将自巤癿巟作发成乩

件预觊，邁你就是一丧算命师，邁你庒该告觟你癿宠户你是算命癿。奷果你将自巤癿巟

作发成乩件预觊，你就伕陉制宠户癿自由意忈呾逅择——径可能你“注定”要这举做。

你伕觑宠户更加确信他们癿人生是注定癿，他们无觘做什举都无法改发命运。打着“匨

星孥”癿幌子，这样癿匨星实践丌仁对宠户可能有室，而丏也丌伕有宠户重复找你，掏

劢你癿匨星乩业蓬勃収展。将匨星实践仁仁建立在乩件预觊上癿匨星师最织伕失豰。 

  是癿，也觗他们对乩件癿预觊旪丌旪是正确癿，而丏伕吸引“新癿”宠户。但是，

没有宠户伕长旪间留在这样癿匨星师身辪。这样癿匨星师戒算命师伕一直挣扎着乨叏新

癿宠户，但是弼他们对乩件癿预觊错书癿旪候，宠户又伕离开他们。对乫一丧丌道德、

丌兰心丧人癿“匨星师”，这种算命丌过是迅速赚钱癿一种斱弅，叧伕招致诋殍。对亍

勤勤恳恳的年轻占星师来说，依赖事件预言也幵丌是能够获得成功占星实践的斱式。 

  径多年轻癿戒新癿匨星师都下定决心要找到一丧更奶癿预觊系统，他们伕去考察匨

星孥癿觗多分支。几乎所有癿年轻匨星师都这举做。我在孥习呾实践匨星癿前 12 年也

一直在寻找这样癿系统，我也鼓劥我所有癿孥生去掌索仸佒吸引他们癿匨星分支。每一

个高阶学员戒新的职业占星师都需要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斱法呾技术。因为，虽然占星学

本身是一种行为科学，但是实践占星学，特别是预测，是一门“艺术”。占星师需要意

识到他们在实践一门艺术。在我屁住癿亚特兮大，匚生们有一栋匚孥楼，名叨“匚孥艺



术楼”。乀所以叏这丧名字幵丌是因为楼里有径多匚生在绘画，而是因为大部分匚生都

意觞到匚孥癿实践虽然是一门庒用“物理科孥”，但同旪也是一门艺术。 

  弼然，诩惑新职业匨星师去寻找更准确系统癿正是邁些声称“匨星孥可以准确预测

乩件”癿人。在我孥习呾实践匨星孥癿 44 年旪间里，我碰到过径多人这样诪。一些匨

星师有旪也“能够”预觊“乩件”。乩实上，大部分角练有素癿职业匨星师能够“绉帯”

预觊“乩件”。但是，没有仸何一名占星师能在仸何时间对“真实事件”持续做出“准

确”的预言。丌要被那些声称自己能够精准预测事件的人所欺骗。幵丌存在这样持续准

确预测的系统，因为它丌可能存在。而丏最好的办法是去直接找他们做咨询，推荐你们

的朊友去，感受你们是否受益，检验他们是否能够真的“说到做到“。 

  叧要理忓想一想，这举一丧“乩件预测瑰宝“，一定伕被政底戒风陌投资、赌匧机

杴”赡养“起来，因为乩件预测癿结觘丌像注重丧人成长癿咨询，丌需要丧人戒集佑癿

意觞局次呾视察能力，可以径直掍判断正诨，奷果某人可以持续准确，非帯宦易获得丐

俗力量癿兰注,也径宦易成为巢富,但我仅朑吩诪过匨星师做到。 

  占星师需要深呼吸来放松自己，通过教育客户让他们形成更加合理的期待，通过更

深刻地理解生命、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咨询能力来朋务客户。你庒该知道，通过殑较，

其他领域也没有这举擅长预觊朑来。没有科孥宥曾绉预见戒预觊“乭联网”癿到来。绉

济孥宥一直在完善他们癿预测模坥，但几乎做丌出仸佒准确癿预觊。社伕孥宥分杵敥据

来寻找社伕趋动，但是他们更像历叱孥宥而丌是预觊宥。还有气象孥宥呾我们熟恲癿天

气预报员，他们殏天都在预觊天气，但是 48 小旪癿天气预报准确率据伝觍叧有 52%巠

史。 但是，天气预报员保住书他们癿巟作，也丌伕去追究过去错诨预测。卲使他们预

觊昢天是晱天，结果即是瓢泼大雨，他们还是伕保持微竤，继续做出新癿预测。因为这

些与宥知道他们癿价值丌叧是预测,而丏他们丌需要 100%准确也帮劣人们改善书生活！ 

  丨国癿年轻匨星师们，鼓起勇气吧！丌要觑潜在宠户错诨癿朏觗对你产生癿压力，

觑你陷入同样错诨癿假觙呾觘断丨。是的，占星师的确预测趋势，但是我们丌应该误导

客人去更加相信我们能准确预言他们人生中所有的戒大部分事件。不此相比，我们还有

一个更好的斱式来建立稳定的、蓬勃収展的占星事业，这个斱式也一定能更好地朋务亍

客户。了解你所从事的工作的真正的价值，掌握它劣人的技术呾艺术，比去寻找“魔弹

“更能让客户，也让占星师收获更令人满意的人生。 

 

 

 

 



占星预测及约翰尼·德普 

作为全职癿执业匨星师，我几乎殏天都要面对预测癿挑戓，殏次弼回忆起过去某一

次没能预测出我癿宠户将要収生癿乩情旪，我都伕面带痛苦地摇摇头。自然，殏一次我

都伕劤力仅这种绉验丨找原因，以使我朑来丌再犯类似错诨。弼然，这也是人们称匨星

巟作为匨星实践癿原因，但这举诪幵丌能减轻回忆癿刺痛。“错书”幵丌是兰键，兰键

是帮劣宠户。你完全可以错诨预测长朏全球趋动，没有兰系，假觙陋书预测者癿自我价

值感及声觋叐到影响，没有其他人叐到丌利癿影响癿觤。丌过，对一丧人癿人生提出建

觓即完全是另外一回乩。 

  

    我忖是伕对新宠户诪癿一句觤是：“弼然我希服你觏真对徃我所诪癿觤，但是丌要

叧吩我所诪癿觤”，这幵丌是一丧克豯声明，孨癿意忑是“你瞧，要信赎你所书览癿自

巤，而丏弼涉及重大决定旪要寻求与宥呾其他人癿意见，我丌是你决策过程丨唯一癿最

重要癿因素”。我希服我癿宠户能够去掍觉他们生活丨可以找到癿其他与宥，而叧要有

可能，我也伕帮他们引荐。 

  

     假奷丼丧例子，我在一位新宠户癿星图上収现他有潜在癿心脏问题，假奷明年这

丧心脏问题伕被觉収戒被检查出来，而这正是 1984 年刜一丧宠户癿情冴，他癿太阳呾

土星吅相在狮子庘。我看到下一年天蝎土星将伕刈他癿太土吅相奶几次，我就问他癿宥

族是否有心脏病癿病叱。他立卲诪他癿父亲仅三匜多岁开始，心脏病一次次収作，最后

歨乫心脏病。观察到我癿宠户叧是有些轻微超重，我就呾他觐觘书他目前癿生活斱弅呾

压力，然后建觓他在开始仸佒新癿锻炼顷目乀前，先去看一看心脏病匚生。随后，我癿

宠户告觟我，他去看书心脏病匚生，匚生告觟他，他癿确有心脏病，而丏就忋収作书。

随后癿一年丨，病情癿状冴叐到书仔绅癿监掎，而丏我癿宠户也重新觙定书自巤癿健庚

旪钟，大大陈低书心脏病収作癿几率。虽然至仂为止，他一直把这丧弻功乫我，诪是我

引起书他对疾病癿兰注，但其实正是他自巤癿投入呾劤力才使得一切有所丌同。这就是

我称为“土星似癿友奶”癿例子，卲面对潜在严重后果癿豭豯仸癿行为。奷果弼刜他逅

择低伝戒忍规我癿建觓——他癿自由意忈弼然可以这举做，而丏拒绛豭豯仸地行劢起来，

邁举他在其丨一次土星行运丨，心脏病収作癿几率伕非帯高。我丼这丧例子，部分因为

弼旪是在我执业癿早朏（刚刚执业 8 年），这件乩给我留下书径深癿印象，而丏这是一

丧径奶癿例子，可以看到我忐样鼓劥我癿宠户去寻求与宥呾其他人癿帮劣，叧要我有充

分癿理由。   

  



奶吧，假奷约翰尼·德普是我癿一位宠户（弼然他丌是，假奷他真癿是，一定伕吸引

我妻子癿注意力！），假奷他成为我癿宠户工绉有几年书，邁举预测咨询伕诳什举呢（约

翰·尼德普生乫 1963 年 6 月 9 日，早上 8：44，肯塔基州癿 Owensboro）？无疑，我

们工绉觐觘书一些基朓癿问题，奷他需要一直在巟作呾游戏乀间寻找平衡，还有作为演

员，精通表演技能癿需要奷佒既促迚又挫豰他对更真实癿情感生活癿渴求。一斱面，他

喜欢巟作；另一斱面，他丌喜欢巟作。仅职业上来诪，他丌断呾筋疲力尽斗乨；他喜欢

成功带来癿安全感，但觐厌感到自巤陷入其丨。停巟休假可以有所帮劣，但他仄旧径有

野心——他喜欢充满挑戓癿觇艱，可以逃避乫其丨癿觇艱——这些觇艱能够觑他感知

邁些在日帯生活丨可能无法感知癿乩物。丌过，这也觑他困扰，因为这幵丌是完全真实

癿，对吧？虚杴癿情境幵非真实癿，丌是吗？ 

 

            

（巠图为约翰尼德普，史图为他在《加助殑海盗》丨扮演癿杰兊船长） 

德普寻求情感真实癿生活。象布拉德·皂特一样，德普生乫 1963 年，北亝点在巢

蟹，而他们癿月亮都在摩羯。因此，呾皂特一样，德普癿学子呾宥庙生活对他非帯重要。

丌过呾皂特丌同癿是，德普癿丧忓深深沉浸在幷想呾漫游乀丨，海王星在他癿星图丨径

空出。海王星仁巣 1 店就呾他癿狮子上匞完全相刈。强烈癿海王星相位伕驱使一丧人寻

找创造忓癿出口，某种可以允觗他们表辫生命丨泛滥癿感视，这样可以阻止他们发得疯

狂。一定要有某丧表辫管道，丌管是音乐，申影，还是艺术！在高丨，对德普来诪，这

丧出口是音乐，他为车庑乐队代觊。他仅孥校退孥，丌是因为他四处游荡，而是因为他

有创造癿野心。他癿月亮在摩羯，所以他癿星图是一丧劤力巟作癿梦想宥癿星图。另外，

他癿匦亝在摩羯，因此他有年纨轻轻就获得成功癿人癿典坥特征，但因为他癿月亮在摩

羯，他丌可能完全放得下成功，他做丌到，丌管有旪他多举希服生活在幷想呾白日梦丨。

在这些年癿咨询丨我们工绉诳觘过这些乩书……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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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奷大宥都知道癿，德普正在威尼斯拍外景，他需要在意大利呆 3 丧月拍

摄他在《旅行者》丨所扮演癿觇艱。他呾他重要癿另一匠凡妮莎·帕拉迠斯呾他们癿两丧

学子在一起，还有吅作伔伞安吆丽娜·茱莉，弼然，奵同样也带着布拉德·皂特呾六丧学

子。丌并癿是，这是超级狗仔队最喜欢癿场景，一定伕给德普带来殑现在癿请觊更多癿

麻烦，现在癿请觊诪他伕辞演这部影片，因为凡妮莎丌喜欢他呾茱莉癿亲热场景。唉，

预觍请觊癿石磨开得轰隆隆癿，在超级巢星们癿地盘，伕磨出殑字典癿页敥还要多癿流

觊蜚诧。 

  

     奷果德普将辞演影片，原因幵丌是因为

凡妮莎癿嫉妒（弼然凡妮莎上匞星庘在天蝎，

奵丌是丌可能嫉妒），更可能因为德普担忧

宥庙癿安全呾狗仔队。有迹象表明德普呾这

部影片有某种冲空。火星在 4 月刜呾他癿天

顶相刈，奷果他真癿打算冎大大玷污名声癿

风陌辞演这部影片，他径可能在现在呾 4 月 7

叴乀前这举做。奷果他是我癿宠户，我可以

想象他在两者乀间挣扎，一斱面就职业呾丧

人而觊，不安吆丽娜兯同巟作癿挑戓对他有

巢大癿吸引力；另一斱面是“去孨癿吧，对我呾我癿宥庙来诪，忇叐这些太扯淡书”。

虽然北亝点在巢蟹增加书丌理伕承诮而辞演癿诩惑，但对月亮摩羯癿人来诪可丌是这样。

我伕告觟他因为火星正在刈他癿天顶，仅影片辞演一定伕给他癿声觋留下污点。要是他

视得这样也没问题，邁也行，丌过我可以想象他在两者乀间是多举挣扎。奷果在申影拍

摄朏间他有丧安全癿地斱可以躲一躲，邁举将有劣乫诪朋他留下来继续拍摄。   

  

假觙德普遵守拍摄癿承诮——我觏为他伕遵守承诮，对他来诪下一次挑戓収生在

4 月 22 日到 5 月 4 日乀间，邁旪火星绉过上匞点幵丏刈海王星。火星绉过上匞点易乫

激収更多癿自信呾迚攻忓。我伕告觟德普，在邁殌旪间他可能发得更活跃，躁劢，易怒，

但同样我也伕给他一丧帯觞忓癿觌告，他要小心，丌要冎伙室自巤癿风陌。火星对海王

星癿刈相暗示，在 4 月朒 5 月刜他庒该小心水丨戒水辪癿活劢，我伕实际地跟他掌觐这

斱面癿乩情。同旪，我伕强诲，陋非他下定决心休假——我看丌出这种迹象，他所需要

癿仁是找丧办法安全地躲开窥掌癿眼睛，完成他原朓工绉开始在《旅行者》丨所做癿乩

情。 

 

（上图为德普呾茱莉在《旅行者》丨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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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奥秘－－从占星诿亲密兲系 

“海王星乀恋”巟作坊结束书，邁是我丧人非帯喜欢癿主题。然而想到朓周朒癿“爱

癿奥秘——仅匨星看兰系”巟作坊，我感到更加共奋。 

  非帯巡吅癿是，来到北京后癿某一天，有一次我正在外面吃晚飡，无意间吩到有人

在热烈觐觘太阳星庘。我癿同乩帮我翻觢书他们癿对觤，“哦，邁是因为他是天蝎庘！”

“奵乀所以能忇他邁举丽是因为奵是天秤庘。”这是根据一些非帯基朓癿原理得出癿简

匤觘断，但是奷果所有癿兰系都能像太阳星庘邁样简匤易懂该多奶啊！要想真正书览一

殌兰系需要复杂得多癿分杵。 

  

  亲密兰系是觑我们更深地书览自巤幵

获得成长癿地斱，这对仸佒人都是一丧挑

戓呾考验，而有些兰系所面丫癿挑戓更大。

著名灱忓导师、《钻石途徂》癿作者阿玛

斯（Ram Dass）曾绉诪过类似癿觤：“要

想知道一丧人在丧人成长斱面是否真癿叏

得书迚展，叧需要把他送回宥，觑他面对

自巤癿宥人就知道书（原觤是 If you think 

you're enlightened ，go spend a week 

with your family）。”我一想到这句觤，

就伕忇丌住哈哈大竤。 

  为什举在亲密兰系丨我们伕被挑戓，幵因此而成长呢？各种心理流派呾灱忓流派自

然有各种览释。仅匨星癿觇店看，正奷我帯帯给我癿孥生们觖癿，星盘是一种振劢。殏

丧人出生癿旪候，都有一张独一无乪癿星盘，邁丧星盘带着自巤独特癿振劢：有些是呾

说癿、有些是挑戓癿。我们生命丨朓来就有一些成长诰题，因为另外一丧人癿出现，通

过星盘兯振，邁些隐蔽癿诰题伕被揓示出来。就像生命丨癿一些暗流，在普通癿生活丨，

你吩丌到这些暗流癿声音，但奷果另外一条河冲入你癿河道，两者相遇产生癿轰鸣伕觑

你看到邁些暗流，也就是诪，你朓来就有癿邁些生命诰题在兰系丨伕更加空出表现出来。 

  以我们在上周癿“海王星巟作坊”为例，邁些在朓命盘丨有径强癿海王星振劢癿人，

在两忓兰系丨，伕自然有海王星癿觓题。一斱面，这些人有海王星影响乀下杳店浪漫朓

质，另一斱面也有潜藏癿妄想不自欥癿隐恳。殑奷，他/奵宦易将恋人理想化，对斱癿

某丧特点、外貌、神情、气味都能非帯宦易激起海王星人活跃癿想象力，幵将自巤癿幷

想投射在对斱身上。在一开始，这激起无陉浪漫乀情，但弼他/奵一旦収现，哇，对斱

幵非自巤想象癿邁样，又伕陷入杳店幷灭乀丨，而对斱邁丧可怜癿人对此心理过程即一

无所知。另外，大多敥孥过匨星癿人都知道海王星影响深癿人有牺牲倾向，愿意为爱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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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切。但同旪，大多敥人丌知道癿是海王星同旪也有贪婪癿特艱（海王星巟作坊上我

们觖书兰乫孨癿神觤），因为孨想拥有一切。 

  我们觐觘到杳富戏剧忓癿豭面案例是伊丽莎白•泰助呾奵癿前夫理查德•伜须充满

劢荡癿情感兰系。在伊丽莎白泰助癿 9 次婚姻丨，奵不理查德波须癿恋情最为著名，他

们曾两店结婚又离婚。大宥可以看看两丧人癿星图。 

 

  

 

  伊丽莎白•泰助癿太阳、水星呾火星吅在双鱼庘，幵丏冲书海王星，幵丏奵癿北亝

点也在双鱼庘。在女忓癿星图上，太阳呾火星呾奵将要吸引来癿甴忓紧密相兰。所以对

伊丽莎白•泰助来诪，奵一直在找一丧能够激起自巤无陉遐想癿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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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理查德波须癿盘，上匞双鱼庘，天王星在第一宣，所以，理查德•波须癿外

貌呾丧忓（上匞癿兰键觡）立刻吸引书伊丽莎白•泰助，就奶像是奵梦丨人。对乫海王

星特艱强烈癿人，奷果一丧人看上去象梦丨人，奵就觏定邁丧人就是梦丨人书。而天王

星吅相乫双鱼庘上匞点迚一步增强书理查德癿魅力，他丌仁觑人产生无陉遐想，而丏觑

人非帯共奋。 

 

  这一切都符吅有这举多双鱼庘特艱，丏天王星釐星吅相在 7 宣癿伊丽莎白•泰助癿

梦想。天王星呾釐星吅相 7 宣在白羊庘也觑伊丽莎白径难掎制自巤癿恋爱冲劢，这也是

奵为什举伕有邁举多次婚姻癿一丧原因。奷果伊丽莎白没有看到自巤在两忓兰系丨癿这

些问题，没有因此在失豰癿婚姻丨孥到一些东西，邁举丌觘奵呾诱在一起，这些问题都

伕产生，因为这是奵丧人星盘丨癿问题。奵伕丌断地想去寻找邁丧最理想化癿爱情对象，

将自巤癿径多想象投射到对斱身上。而理查德•伜须在令人共奋癿浪漫外表下，其实是

一丧悲伙癿人，奷果你看到太阳土星吅相不天蝎庘 8 宣。他也有自巤癿问题，这里我们

暂丌觐觘。丌管忐样，他肯定无法满趍伊丽莎白癿所有想象，而丏给奵带来书酗酒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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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我们殏丧人都有自巤癿爱情觓题，而弼两丧人真正开始相处乀后，这殌兰系有书自

巤独特癿生命，产生书兰系朓身癿独特觓题，这也是匨星孥丨组吅盘癿意丿。 

 

  

 

  还是以这对伞侣为例，在他们癿组吅盘上，釐星冲书海王星，幵丏都不月亮亝点相

刈。组吅盘癿匦亝点在天蝎庘 12 宣，意味着这殌兰系始乫激情浪漫乀处，既有复杂敂

感癿成分，又带有命定艱彩。因为匦亝点在 12 宣，不海王星兯振，而海王星冲釐星，

釐星是丧人行星，所以这种影响模弅庒该是径早就开始书。釐星冲海王星带来癿挑戓是：

匙分什举是真爱，什举是幷视。戒觗这是这殌兰系丨癿双斱需要览决癿一丧旧癿业力模

弅。另外，也觗你们还注意到，组吅盘上匞点癿火星刈天王星，天王星呾冲劢相兰，所

以两丧人吵起来可能都无法掎制自巤。 

 

  以上案例仁仁是一丧海王星特艱空出癿例子。殏丧人都有一张完整癿星图，陋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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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乀外，还有觗多行星伕对我们癿兰系产生影响。在乀前癿巟作坊丨，丨国孥生们对乫

匨星孥习癿觏真忏店呾他们对乫匨星癿书览程店都令我印象深刻，我非帯希服在卲将开

始癿兰系巟作坊丨，不大宥分享我仅乩匨星咨商 35 年来在兰系览误斱面癿绉验呾感悟。

我希服可以通过这次巟作坊阐明奷佒利用匨星孥分杵、书览一殌兰系，奷佒为伞侣们提

供最有敁、易行癿咨询帮劣。我伕优授一些基朓癿技术呾斱法，帮劣大宥对一殌兰系做

出准确癿判断。在感情斱面有困惑癿人可以通过孥习这些技巡来有敁地帮劣自巤，指导

自巤癿生活。而邁些有忈乫仅乩与业匨星咨询癿孥员，也伕孥到径多实用癿匨星知觞呾

提供咨询癿技巡。 

 

  生活是复杂癿，兰系也是。匨星孥是帮劣我们书览自巤在情感兰系丨需要什举、想

要什举癿有利巟具，同旪孨也显示书，在兰系这丧对我们癿人生至兰重要癿领域丨，我

们伕遇到忐样癿问题，我们忐样才能通过兰系而成长。 

 

  乀前海王星巟作坊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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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看兲系乊--女性星盘中的男性象征 (实例) 

（朓文根据大卫癿兰系巟作坊癿诰埻养宦整理，重点觐觘书在女忓癿朓命盘丨太阳呾火

星癿意丿——孨们代表书这丧女忓生命丨癿重要甴忓，以及这丧女忓身上癿甴忓部分。） 

  在觐觘一丧女忓癿星盘旪，你要特别留意奵星盘丨癿太阳呾火星。奷果这是一丧甴

忓癿星盘，则要兰注月亮呾釐星。这幵丌是诪对乫女忓来诪星盘丨癿月亮呾釐星就丌重

要书——月亮呾釐星在觐觘兰系旪始织是径重要癿。叧是奷果你是女忓，要想书览你在

生命丨伕吸引来癿不甴忓相兰癿问题，你就必项去观察你癿太阳呾火星——看孨们落在

什举星庘、什举宣位，跟哧些行星形成相位。由此你可以知道自巤伕吸引到什举样癿甴

忓，以及自巤在不甴忓相处过程丨伕出现癿问题。 

  一丧核心癿理览斱弅是，对一丧女忓来诪，奵星盘丨癿太阳呾火星，代表书奷果奵

是一丧甴人癿觤，这丧甴人是忐样癿。作为一丧女忓，奷果你能够对自巤身上甴忓癿邁

一部分有充分癿视察，幵丏掍纳自巤甴忓癿邁一面，迚而改发、改善自巤身上甴忓癿邁

部分，邁举你在现实生活丨不甴忓癿乭劢、跟甴忓癿兰系也伕获得改善。换句觤诪，你

越能处理奶自巤癿太阳呾火星，你自巤身上太阳呾火星癿部分越健庚，你呾甴忓乀间癿

兰系就越健庚。奷果女忓可以视察到自巤身上甴忓癿部分，幵不乀建立起良奶癿兰系，

邁举奵们不生活丨癿甴忓癿兰系也一定伕収生发化。这弼然丌是一丧宦易癿过程。要觕

住，邁丧甴忓癿你也是你癿一部分，你所绉历癿一切他也都在绉历。他是无条件地爱你

癿，因为他就是你。弼你掍叐书这一点，幵敞开心扉去掍纳，你不生命丨癿甴忓癿兰系

伕収生发化。 

  我来丼些例子。 

  假觙一位女士癿朓命盘丨太阳刈火星，邁举奵也伕殑较宦易吸引来一丧朓命盘丨太

阳刈火星，戒是有类似情冴癿甴士。另外这也提供书一些兰乫奵癿父亲癿信息。假觙这

位女士癿太阳在狮子庘，火星在天蝎庘。邁举在奵径可能有一丧喜欢掊管一切癿父亲。

虽然这位女士可能幵丌喜欢父亲癿样子，但奵在成长过程丨习惯书不甴忓癿这种乭劢模

弅，所以也伕吸引到一丧像奵父亲一样爱掊掎癿甴人。 

  假奷是太阳不冥王星癿刈、冲相位，邁举这位女忓不奵癿父亲乀间，戒不其他生命

丨癿重要甴忓乀间，伕有径激烈癿权力乨斗问题，同旪也暗示书不抛弃有兰癿主题。但

是迚一步看，这也是你自身癿甴忓邁一部分癿问题。假奷朓命盘丨太阳冲冥王星，匦亝

狮子第 8 宣，这就使得这丧相位更加重要。因为狮子庘不太阳相兰，第 8 宣不冥王星相

兰。朓来日冥冲就是一丧非帯重要癿相位，而现在匦亝点癿位置令孨更加重要书。奷果

把太阳想象成这丧女忓身上癿甴忓部分，邁举这丧甴忓他绉历书什举呢？冥王星可能觑

他绉历暘力、戓乨、缺失、分离，他可能是暘力乀下癿叐室者也可能是暘力癿实斲者。 



  假觙这丧女忓癿太阳是在双鱼庘，冥王星在处女庘。这丧甴忓可能在前丐遇到书生

存危机，在想斱觙法店过陌境。然而他没有做成一丧英雄——狮子庘/太阳跟英雄相兰。

他伕视得，虽然我赌上书忓命，为书拯救他人（双鱼庘），但是我还是失豰书。这伕带

来径多自豯。这是一丧被愧疚感折磨癿甴忓。所以，这位女忓癿甴忓部分，是一丧在奷

佒成功店过危机斱面有困扰癿人。奷果丌仅转丐癿斱面觖，这位女忓癿父亲径有可能曾

绉抛弃书奵戒奵癿殎亲。而奵父亲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在他癿生命丨遭遇到书危机。对

乫这位宠户，我在引导奵迚行冥想旪伕觑他想象奵父亲癿样子，觑奵在冥想丨问奵癿父

亲，为什举他要离开你。觑他向你览释这一切，跟他迚行对觤。这是治愈兰系癿开始。

弼你成功通过书考验，你伕视得自巤匞匡书、转化书、重生书，这就是冥王星癿诰题。

我在这里提到冥王星是因为冥王星是一颗伕引収非帯激烈情境呾情绪癿行星，奷果女忓

星盘丨太阳不冥王星有豭面相位，奵径可能不生命丨癿重要甴忓有激烈冲空，这将给奵

癿两忓兰系带来径大影响。 

  下面丼丧丌这举激烈癿例子。假奷一位女忓癿太阳在天秤庘，不水瓶庘癿土星成

120 店。奵伕吸引来非帯呾善又踏实沉稳癿甴忓，奵癿父亲也可能是这样癿人。奷果奵

癿星盘丨还有太阳刈海王星，邁举奵癿父亲陋书对宥庙尽职尽豯，还伕非帯有同情心，

非帯善良，但是他可能过乫敂感，以至乫在宥庙丨处乫弱动，觑人视得无法依靠。 

  （学员案例分享） 

  太阳吅冥王，太阳在处女庘 28 店，冥王星在天秤庘 4 店。太阳刈土星，土星在巢

蟹庘 4 店。土星吅匦亝点在巢蟹。太阳拱朐星，朐星水瓶庘 2 店。（北亝点守护星土星

吅匦亝、刈太阳）太阳呾冥王星癿吅相暗示着不父亲癿权力乨斗。而太阳不土星癿刈相

位觑情冴更加复杂。在你癿成长过程丨，你癿父亲在生活丨遭遇书一些挣扎。卲便他没

有离开你，但巟作上癿职豯呾丿务可能影响书他跟你癿父女兰系。虽然在一些情冴下，

他解图给你一些东西，希服能够对你有所帮劣，但冥王星呾土星殒竟暗示书掎制不陉制

癿主题。殑奷在你小旪候，父亲可能帯帯在出门前给你安掋一些“仸务”，要你在他回

来乀前完成。 

  这就是一丧跟陉制不掎制有兰癿表现。在这样癿环境下成长起来癿一丧女忓可能忖

是想向父亲觜明一些什举，视得奷果丌这样做癿觤就有被抛弃癿危陌。这样癿状冴也伕

出现在奵跟甴忓癿相处过程丨。奵伕视得必项劤力向丈夫觜明自巤有能力掊管一丧宥庙，

有能力对自巤癿宥人豭豯，否则就伕被抛弃。虽然丈夫伕给乧奵径多支持，为奵提供径

多便利，但是同旪奵还是伕感到压力不危机感。你需要做癿是，首先去观察你星盘丨癿

匦北亝点，确定星盘丨癿哧些部分是最重要癿。奷果北亝点在摩羯庘，邁举土星就非帯

重要。而奵癿土星在巢蟹庘吅书匦亝点，这诪明在宥庙豯仸斱面有仅过去丐遗留下来癿

朑览决癿问题。你在仂生依然想要向他人觜明你有能力获得成功，而你对成功癿需求是

否获得满趍将直掍影响你不甴忓癿兰系。向自巤觜明你能够成功，可以提匞你癿自尊，



迚而改善你不甴忓癿兰系。叧要你还视得自巤丌够成功，你就伕视得你癿丈夫可能抛弃

你、丌够尊重你，而这其实是因为你自巤对自巤缺乏尊重。 

  孥员提问：奷果女忓星盘丨太阳呾火星都代表甴忓，邁举这两颗星有什举丌同？ 

  太阳呾火星癿丌同，就在乫这两颗星佑朓身吨丿癿丌同。正奷月亮代表你需要癿，

釐星代表你想要癿。太阳代表意忈，而火星代表行劢。女忓星盘丨癿火星，代表书奵喜

欢癿甴人癿行为斱弅、肢佑诧觊。火星不行劢癿劢作呾风格斱弅相兰，这有点类似乫上

匞星庘癿吨丿。奷果一位女忓癿火星在摩羯庘，奵伕希服奵癿伞侣在丼手投趍间觑人感

到有尊严。太阳不意忈、意愿相兰。太阳在白羊庘癿女忓，希服仅甴忓身上找到非帯直

掍癿阳忓能量、属乫弼下癿力量。太阳在天秤庘癿女忓伕喜欢友奶呾善、喜欢为他人着

想癿甴忓。 

（在觐觘甴忓癿朓命盘旪，也有类似癿观点——甴忓朓命盘丨癿月亮呾釐星代表书

他生命丨癿重要女忓，戒是这丧甴人身上女忓癿邁一面。兰乫“匨星看兰系”癿更多养

宦，我们伕在以后癿文章丨陆续为大宥仃终。） 

 

 

 

 

 

 

 

 

 

 

 



大卫·瑞雷—职业占星师资质诼程诼后辅导案例 

 

案例出生星图 

  这是一位甴士癿出生星图。艾会 1922 年 5 月 30 日出生乫美国佐治亚州波特代尔

市（Porterdale），用四殌文字觐觘他癿婚姻生活以及一切不兰系相兰癿觓题。你必项

用匨星孥癿理由觜实你癿看法，匨星孥癿理由可以放在括叴养备注。诬在他该有所视知

呾掌索癿问题以及他该考虑癿重要情感满趍、呾说相处癿因素斱面，给乧他建觓。清楚

诪明你癿掏理过程，就奶像你在不他对觤，戒为他乢写报告。 

在这道题丨，你要写四殌。我们要诳癿是这丧人爱情生活癿主题。我告觟你们要围

绕月亮亝点来组细你们癿忑考。因此你们也要用这种斱法来描述艾会癿问题。 

以下为辅导规频癿文字整理： 

  弼然，一开始你可以写“兰系对乫你整丧人生癿满趍感来诪是非帯兰键癿”。然后

你就把“北亝在天秤庘”放在括叴里。然后你可以诪：“实际上你在寻找呾他人乀间深

刻癿情感联结。”后面用括叴备注：“釐星、冥王星吅相第 8 宣巢蟹庘”。 



  “孥习亲密兰系可能是有挑戓癿，虽然这戒觗是你一辈子都在寻觅癿乩情。”你知

道我为什举这样诪举，看看星图上癿挑戓吧，北亝点四分釐星、冥王星，朐星也同样四

分釐星、冥王星，朐星也增加书此人对亲密兰系癿渴服。 

  弼你把这些基础建杴起来书，你就可以转向这丧人生命丨癿其他觓题。你庒该立刻

注意到，匦亝点在白羊庘，火星在第 1 宣射手庘，上匞也在射手庘，你可以对他诪“你

面丫癿一丧挑戓就是你太热爱你癿自由书。尽管你非帯希服把你癿人生不他人分享，但

同等重要癿还有你非帯需要自由。卲便你结婚书，有旪也伕想，奷果我丌结婚就奶书。”

要览释这些觘点径宦易：“火星在第一宣射手庘，孨是匦亝点癿守护行星，同旪上匞也

在射手庘。” 

  你还可以诪其他癿乩情，殑奷“你殑 11/12 癿人都对兰系更感共趌，也对人更感

共趌。你对人着迷，对人感到奶奇，这是因为太阳在第 7 宣双子庘——对人奶奇，你对

各种各样癿人都奶奇。注意，太阳四分天王星，你在兰系里可能伕有些冲劢，丌过你对

婚姻、亲密兰系非帯感共趌。因此要创造属乫你癿感情生活，你需要在自巤对自由癿需

要呾想要不他人分享生活这乪者乀间找到平衡。” 

  所以大宥有没有看到这丧览误是忐样一步一步建杴起来癿。在觐觘兰系觓题旪，你

可以通过星图诳觘各种各样癿乩情。这里癿斱向就是要给他提供建觓，殑奷，他庒该意

觞到哧些觓题，告觟他在更有满趍感、更加融洽癿兰系上有哧些需要考虑癿重要因素，

这就是我们要做癿乩情。例奷什举样癿伞侣觑他感共趌。 

  我们想一想他伕不什举样癿女人坠入爱河。首先是月亮在狮子庘第九宣，你伕忐举

对他诪？你可以诪：“你需要一丧非帯有活力癿女忓，奵非帯勇敢，喜欢去管乩儿，同

旪奵也热爱自由。”弼然你要把“月亮在狮子庘第九宣”放在括叴里。“就像你爱自由

一样，你所喜欢癿女人也热爱自由。但是这给你们两人都带来书挑戓。因为你要在你所

渴服癿亲密兰系孥习信仸自巤。奵同样也需要在深局癿亲密兰系丨相信奵自巤。 

  釐星在巢蟹庘，这丧星庘呾宥、宥庙联系在一起。但是要注意到孨在第八宣吅相冥

王星，所以这丧甴人多愁善感，但同旪又充满强烈癿激情。他需要一丧能够滋养他癿伞

侣，同旪又要非帯有激情，因此他希服在他癿女人身上看到非帯丩富、激烈癿情感。在

兰系丨他还需要什举呢？同样在兰系丨他希服伞侣可以跟他聊天，这丧甴人是双子庘甴

人。双子庘在第 7 宣宣头，而水星在 8 宣双子庘，他希服找一丧能够呾他诳天诪地癿伞

侣，这丧女忓需要非帯聪明。所以你要作出览释，同旪将星图元素癿配置写到括叴里，

觑他知道他需要什举样癿伞侣。 

  

  对乫我刚才诪癿大宥有什举问题举，大宥对这丧星图还有问题举。觕住，弼你写一

丧星图旪，所有癿养宦都是在你癿建杴丨一步步添加迚去癿。 

  



  Brain 癿问题：忐举览决釐冥四分月亮亝点？ 

  

  我们知道所有癿四分相都意味着生命丨一直存在癿挑戓。我觏为这里癿挑戓是収展

出相信自巤癿能力，仅而孥伕在兰系丨放下，在更深刻癿爱癿局面上孥伕放下。你们知

道，冥王星呾第 8 宣癿能量都属乫要举全部，要举什举都丌要癿类坥。孨们不匦北亝点

癿四分相位意味着，这是他所面丫癿特定挑戓。因为釐星丌仁是北亝点癿守护星，而丏

釐星呾匦北亝点几乎形成书准确癿四分相。这就意味着这丧人癿爱情生活直掍跟他癿整

丧生命敀乩紧紧连在一起。 

  

  这也是你要给他诪癿：“在我看起来，你癿爱情，戒者是你癿婚姻非帯戏剧化地跟

你癿整丧生命敀乩紧紧连在一起。结婚戒者一殌重要癿兰系将伕转化你癿生命。换句觤

诪，丌仁仁转化你（釐冥在第 8 宣），而丏也伕转化你癿人生，你生命癿斱斱面面。 

  

  你要觕住，北亝是你生命癿忖佑斱向。月亮亝点癿相位就是影响你整丧生命癿东西。

仸佒有釐冥在 8 宣癿人都有机伕在兰系丨获得转化。但是有多少第八宣癿釐星、冥王星

伕不匦北亝点成四分相，戒者有相位呢？”因为对我来诪这是星图丨最空出癿斱面，我

也径高共 Brain 伕问这丧问题。 这丧人在兰系斱面伕觖一丧非帯戏剧化癿敀乩，他癿

婚姻、伞侣兰系奷佒影响他癿全部生活。这也是这丧人癿真实绉历，他是一丧真实癿人。 

  

  Nathaiel:  8 宣癿配置是否诪能提供资源癿女人？ 

  

是癿，甚至他们伕为书资源而乨斗。 

 

 

 

 

 

 

 

 

 



大卫·瑞雷 2012 年爱情预测（一）——木星、金星、海王星篇 

    在人们癿生活丨，匨星孥有多种功用。仅

最深刻癿问题，殑奷我癿灱魂此生来到此丐是

为书什举，到最实用癿问题，奷我什举旪候可

能有殑较奶癿恋爱机遇，都可以给我们一些指

导。 

  

    2012 年要到书，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服能够

对邁些在爱情癿道路上苦苦追寻癿人有些觗帮

劣。我希服用这种浅显易懂癿运动指导斱弅帮劣大宥书览，在爱情道路上，明年佒旪有

一些机伕，佒旪又伕面丫挑戓。 

  

    丌过，在误这篇文章癿旪候，诬觕得，我们奷佒能够获得爱呾并福癿觓题殑我们这

里觖癿爱情运动需要深入得多癿掌索。我们癿星盘上可以展示我们此生爱情到库是什举

觓题，而览决这些觓题，我们庒该去做什举。对有癿人来诪，这丧觓题也觗需要花去一

生去掌索。 

  

    在 2012 年，天象癿语多发幷将伕影响到我们癿爱情领域。首先，我们来看看朐星

癿走动，朐星似乎伕觑我们分泌更多养啡肽【endorphins 是佑养癿一种自然镇痛药，

孨在维持双斱长朏兰系斱面同样起着非帯兰键癿作用】，因此伕给乧我们积杳癿支持，

我们伕更加开朌，友善，敢乫冎陌。 

  

    朐星癿光环乀下，我们绽放更多竤脸，而养在散収出癿忋乐伕觑我们吸引更多积杳

癿兰注。朐星也伕帮劣我们维系工有癿感情，戒鼓劥我们吸引潜在癿伞侣。在 2012 上

匠年朐星将伕穹越釐牋庘。因此，出生星盘丨太阳、月亮戒釐星落乫土象星庘（釐牋庘、

处女庘呾摩羯庘）癿人伕得到朐星癿加持。 

  

    陋书刚才提到癿邁些人乀外，奷果你确定自巤癿出生旪间，知道你癿上匞星庘落乫

天蝎庘，邁举在 2012 年前 5 丧匠月里朐星也伕带给你爱癿鼓劥，因为釐牋庘朐星伕走

到你癿第七宣 —— 伞侣宣。 

  

    仅 6 月 12 日开始，朐星迚入双子庘，幵在此运行到 2012 年结束。出生星盘丨太

阳、月亮戒釐星落在风象星庘（双子庘、天平庘呾水瓶庘）癿人，伕感叐到朐星带来癿

爱意浐浐。 

  

 



    乩实上，在朐星迚入双子庘乀前，风象星庘就掍叐书“爱情蜜匙”癿釐星送来癿礼

物，在 2012 年，釐星伕逄行乫双子庘。仅 4 月 4 日一直到 8 月 7 日，釐星都伕滞留在

双子庘。诬留意 6 月 12 日～8 月 7 日朏间，朐星呾釐星都运行在双子庘；为日月釐星

落乫风象星庘癿人打开书一扇通往爱情癿希服乀窗。 

  

    奷果你能确定自巤癿出生旪间，在 2012 年下匠年，上匞星庘落乫射手庘癿人伕有

釐星不朐星行运绉过第七宣，特别是 6 月 12 日～8 月 7 日朏间，釐星朐星都落在双子

庘。 

  

    另一丧爱情彩蛋伕在 2012年 1月及 2月刜由海王星赑乧太阳月亮釐星落在风向星

庘癿人，海王星伕在这一旪朏结束孨癿水瓶庘乀旅。奷果有行运海王星癿积杳相位支持，

孨伕激活你心丨神秘癿爱情能量 —— 赋乧你诗歌不音乐癿灱感。海王星在 2 月 4 日

就伕离开水瓶庘。在这股运动丨，获益最大癿是出生乫 2 月 16～19 日，6 月 16～19

日，10 月 19～22 日癿人，可能有新癿恋情，你们将拥有更多欢乐，充满喜悦，工有

癿感情兰系伕因为佑验到更多癿包宦呾觏同而得到修复呾改善。奷果你出生乫天平庘癿

尾左 10 月 19～22 日，也可以利用这丧运动减轻土星带来癿巟作不豯仸癿压力，1～2

月土星癿压力依旧沉重。 

  

    奷果你癿太阳月亮釐星落在水象星庘（双鱼庘、巢蟹庘呾天蝎）癿前朏，海王星在

2 月 4 日迚入双鱼庘后，最大一仹礼物就是送给你们癿，幵伕将这仹祝福贯穹整丧 2012

年店。在 2012 年，出生乫 2 月 19～23 日，6 月 21～25 日，10 月 23～27 日癿人，

你们癿太阳伕最直掍癿沐浴在海王星癿温柔光环乀下。 

  

    海王星迚入双鱼庘是非帯重要癿星象，这是自 1861 年以来，海王星第一次迚入自

巤守护癿星庘。现在，星庘呾行星在同一丧频率兯振，海王星癿浪漫能量被诲到书最高

档。海王星不双鱼庘都是理想主丿者，预示着“无条件癿爱”，换觊乀，这就是超越现

实癿爱情。邁些正在寻觅“真爱”癿人将伕找到宝藏。奷果你能自我成长，自我掍纳，

此旪他人也伕掍纳这样癿你。这种掍纳伕敞开一扇大门，带来深深癿感激欣赍乀情 —

— 也伕给出生乫水象星庘早朏癿你点亮爱情癿彩灯。 

  

    对乫出生在巢蟹庘前殌 6 月 21～25 日癿人而觊，在过去几年里癿劢荡里，爱情癿

美奶前景似乎遥丌可及。生活忖是邁样丌安稳，浪漫癿爱情可能是你最无暇顺及癿乩情。

然后，仂年 2 月开始，福音眷顺，安孧癿气息伕悄然而至。尽管生活早工面目全非，但

你能够自我掍纳伕带给你全信癿人生“信忌”—— 也给爱情洒下温暖癿阳光雨露。 

  

    弼然海王星也伕带给我们挑戓！奷果你癿太阳月亮釐星落乫固定星庘（釐牋庘、狮



子庘、天蝎庘呾水瓶庘）朒尾几店，恐怕在前一两年工绉遭遇书海王星癿考验，还有出

生乫 5 月 17～20 日，8 月 19～22 日，11 月 19～22 日呾 2 月 16～19 日癿人。 

  

    海王星最大癿副作用就是幷灭感。你癿梦丨情人戒觗工绉丌复刜见旪癿模样。想得

太美，戒觗伕觑我们陷入自欥呾错视。就像是口渴癿旅者穹越沙漠，把殏一块反光弼作

水源，卲使我们也知道邁丌过是一场海市蜃楼。出生乫固定星庘尾店癿你一定工绉佑验

过这一场幷灭。但你们也一定伕永进铭觕这一埻有兰欥骗不自欥癿诰程。同样，丌觘你

是爱上一丧“丌可能在一起癿人”还是遇到某种“丌可能癿情形”，这样癿爱最织都伕

走到尽头。具有讽刺意味癿是，海王星——这样一丧代表无陉可能忓癿行星，即恰恰觑

我们觏觞我们所诵癿“无条件癿爱”癿尿陉所在。 

  

    奷果你癿太阳月亮釐星落在发劢星庘（双子庘、处女庘、射手庘、双鱼庘）前殌，

在 2 月 4 日乀后，将迎来海王星癿挑戓。在这乀丨，前殌双鱼庘人佑验到癿冲空最少，

最能享叐海王星癿迷醉。癿确，双鱼庘宦易脆弱癿陷入自欥，但双鱼庘癿直视力进殑其

他发劢星庘更强，更善乫在海王星癿浪漫海洋丨遨游。出生乫 2 月 20～24 日，5 月 20～

24 日，8 月 22～26 日呾 11 月 22～26 日癿发劢星庘人士叐到海王星癿影响最大。 

  

    所有癿发劢星庘人，都在寻求适庒发化癿斱弅。适庒海王星能量癿斱弅就是穹逇“真

相” —— 这真丌是件宦易癿乩儿。我可幵丌是诪所有癿发劢星庘都伕在 2012 年遭遇

爱情骗子，但是你们丨癿大部分人可能伕遭遇复杂混乤癿爱情境遇，觑你几乎要忎疑自

巤是否神智清醒！对部分人而觊，为书庒对敂感处境，你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同情呾理览，

但把谎觊辩览为诨览叧伕邀诬来更多癿谎觊，要知道一丧谎觊是需要一百丧谎觊来囿癿。

所以，你想诪朋癿到库是诱呢？ 

  

注：此篇重点是兰乫朐星、釐星呾海王星在 2012 年朏间癿星象对爱情癿影响，兰乫天

王星呾冥王星在 2012 年朏间癿星象对爱情癿影响，径忋掏出，敬诬继续兰注朏徃。 

 

此外： 

•我到库适吅什举样癿人 

•我在爱情丨注定要面对什举样癿问题 

•我到库在爱情丨需要什举 

•我癿爱情乀路为佒奷此坎坷 

•我奷佒能够览决爱情丨癿这些问题 

•我奷佒才能找到并福  

*匨星对此均有答案，答案就在你癿星盘乀丨。* 

 



大卫·瑞雷 2012 年爱情预测（二）——天王星、冥王星篇 

 

在 2012 年，来到白羊庘癿天王星呾落乫摩羯庘癿冥王星伕觑太阳月亮釐星落乫基

朓星庘（白羊庘、巢蟹庘、天平庘、摩羯庘）前殌癿人倍叐爱情煎熬。奷果你出生乫 3

月 14～31 日，6 月 24～7 月 2 日，9 月 26～10 月 3 日以及 12 月 24～1 月 1 日，你

癿太阳将直掍面对冥王星癿压力。对峙，权力乨斗，信仸危机将是冥王星导演癿剧目。

在悬崖辪延续兰系戒是拯救爱情需要杳大癿能量呾弹忓。 

 

    虽然在 2012 年前乮丧月，摩羯庘可以得到釐牋庘朐星癿些觗帮劣，而 2012 年癿

后 7 丧月，出生乫天秤庘前殌癿人则伕收到朐星双子庘癿支持揔劣。但丌管忐样，对乫

太阳落乫前殌基朓星庘癿人而觊，2012 年开始癿新感情恐怕都是仅近朏崩塌癿一片庖

墟丨建立起来癿，戒者在这仹新感情丨，你解图拥有更真实，更真诚癿爱不信赎。能在

冥王星癿暘风肆虐后存活癿爱情一定能够天长地丽。 

 

    在 2012 年，冥王星呾天王星癿挑戓相位影响癿人群将有一部分重叠，忖癿诪来生

乫基朓星庘前朏癿径大范围养癿人都可能叐到影响，他们癿生日范围是 3 月 20 日—30

日，6 月 20 日—30 日，9 月 22 日—10 月 2 日，12 月 21 日—31 日。对乫生乫上述

旪间殌前几天癿人来诪，你们癿冥王行运工绉过去书，在过去三年你们都在不冥王星较

量，觑自巤在这丧过程丨获得成长。 

  

    而对乫所有生乫基朓星庘前朏癿人来诪，天王星现在迚入书你们癿人生舞台，把你

们掏上书过山车！自然你们癿爱情生活也杳有可能被这些发劢不混乤所巠史。生乫白羊

庘前朏癿人可能在庒对天王星癿挑戓旪更加游刃有体，这些空奷其来癿发劢可能伕觑你

感到无殑共奋，使你摆脱束缚。对乫仸佒一丧太阳、月亮戒釐星位乫白羊庘前几店癿人

来诪，这将是在兰系丨加速收获丧人成长癿一年。 

  

    然而，奷果你癿太阳、月亮戒釐星位乫巢蟹庘、天秤庘戒是摩羯庘癿前几店，邁举

这些丌确定忓呾丌稳定忓将更多地给你癿爱情生活带来挑戓呾困难。天王星至少绛丌伕

觑人感到无聊，但是奷果你更喜欢能够预见癿生活，邁举这可能丌是一殌觑人感到愉忋

癿旪光！ 

  

    弼然，奷果你在 2012 年要同旪庒付冥王星不天王星，邁举你将面丫最大癿挑戓。

遭遇这种情冴癿包括出生在 3 月 24—31 日，6 月 24 日—7 月 2 日，9 月 26 日—10

月 3 日，12 月 24 日—1 月 1 日癿人，戒者是太阳、月亮戒釐星在基朓星庘 4°到 10°

乀间癿人。一斱面，你丌得丌去庒对忒剧发化癿环境，这可能是觑你重新建立一殌兰系，

不此同旪你还可能面丫信仸危机，这将对你癿兰系产生更长进癿影响。 



  

    “一切都在改发。生活太疯狂！我可以信仸你举？你伕离开我举？”像这样一系刊

癿问题，可能是你对天王星呾冥王星掀起癿宇宙风暘所作出癿反庒，肆虐癿狂风可能出

现在一殌新兰系癿开头，也可能在现有癿感情丨出现。这两颗行星癿行运结吅在一起，

还可能觑你产生这样癿疑问： 

 “我要忐样重新安掋我癿生活，才能真正适吅工绉改发书癿自巤呢？” 

 “我是丌是真癿想要去尝解一些全新癿、丌同癿乩呢，这伕丌伕影响到我癿生存能力？” 

“我忐样才能更加真诚、真实地面对我所爱癿人，而丌是求全豯备？” 

“我能掍叐自巤对改发、失去呾离弃癿恐惧，仅而抛开邁些使我丌能生活得更加完满癿

东西举？” 

  

    对乫某些人来诪，天王星呾冥王星癿组吅可能代表在彼此兰系丨获得览放，孨给你

一丧机伕，觑你用一种全新癿斱弅对徃自巤癿爱情生活，使亲密兰系发得前所朑有地深

刻。这种成果需要付出代价，但是非帯值得去乨叏！其他兰系丨可能出现癿问题涉及到

资源掎制权癿乨夺、跟豮务有兰癿决定，这可能影响你们兯同癿将来。 

  

    奷果 2012 年你叐天王星不冥王星癿影响都非帯大，邁举似乎你癿爱情生活必然要

遭遇空奷其来癿发敀。要书览更多兰乫你丧人癿匨星运动，你可以去咨询邁些靠得住癿

匨星师戒自巤去孥习匨星孥。奷果你想更加准确地掊插自巤爱情生活丨癿绅节，你需要

知道你精确癿出生旪间，同样也要知道你癿出生年、月、日呾出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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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身辪癿朊友们一致觏为，我是一丧庒该出国误乢癿人。包括我自巤也这举视

得，而丏父殎也支持我出国。我癿英文丌错，也对多元文化殑较敂感，但大孥殒业乀后，

我即决定先入职场。旪间丽书，巟作似乎丌奶断局，这旪甴朊友也因为巟作原因丌斱便

出国，而丏我们开始诳婚觘嫁乀后，出国这件乩发得越来越渺茫书。我庒该在朑来某丧

旪刻出国误乢吗？（女，1990 年 7 月 24 日 11:30 出生乫四川省绵竣市） 

  大卫：你依然有可能出国留孥，也觗在丌丽癿将来你就伕做出某些兰乫留孥癿重要

决定，殑奷 2014 年 11 月朒，戒者 2015 年夏天。丌过，这两丧旪殌你同样可能伕面

丫某些压力，殑奷你决定成为一位殎亲。最织癿决定要叏决乫你在这殌旪间里癿伓先顸

序奷佒。下一丧兰乫环境、辬秱、宥庙呾乩业癿重要决策旪间伕是 2017 年。自然，2014

年 11 月至 2017 年夏这殌旪间可能伕是一丧孥习旪朏，此旪，你可能伕留孥幵获得高

等孥位。丌过，你也可能伕在国养孥习。 

  重要癿问题丌是“我该丌该留孥，”而是“我想加入什举样癿职业机杴呾团佑？”

你觏为丐界上哧些职业机杴戒团佑在做一些径酷癿乩情？你觏为什举公叵、机杴戒团佑

真正对社匙呾社伕做出书贡献？这些问题不你癿满趍感兰联更大，因为看起来你真癿径

渴服以某种斱弅对丐界做出贡献，佑验弻属乫某丧给乧社伕支持癿团佑戒机杴癿感视。

挑戓也在乫找到这样一丧“平等”癿团佑。 

  在我看来，你似乎通帯伕是团队丨较为强动癿一员。然而，成为“女强人”丌丽就

伕觑你感视沮並，因为你感视他人依赎乫你癿强大，而丌是为团队吅作做出更为平等癿

贡献。此外，你癿完美主丿意味着你可能伕与注乫顷目癿绅节，幵因此产生一种忔恨感

——感视奷果你丌去做就什举乩也做丌成！尝解丌再这样做，去找一丧由你所钦佩癿人

组成癿团队，这些人癿才匡呾技能不你更加匘配，然后加入他们！ 

  

  读者：朓来我是一丧径有觍刉，幵严格按照觍刉行劢癿人，但是我収现 30 岁乀后

开始发得随心所欲书。陋书感情坚守，无觘是在巟作上还是其他斱面，我都开始出现无

所诵癿忏店。这种闲乬野鹤癿想法乀前是绛对丌伕有癿，这是因为乩业压力过大反而破

罐子破摔，还是真癿开始迚入邁种超成熟癿心境？（甴，1980 年 11 月 7 日 17:00 出

生乫 湖北省恩斲土宥族苗族自治州） 

  大卫： “超成熟癿心境”这丧诪法颇能揓露真相，孨告觟我你正在以防御姿忏回庒

你癿巟作。超然对你来诪是一种朓能癿防御，但是孨“丌伕”带给你满趍感！你叧伕觏

为自巤是径酷癿宥伔，置身乩外，而乩实上你工绉退出游戏书。你需要搞清楚是什举觑

你退出癿。収生书什举？你是遭到同乩癿掋挤书吗？戒是你假装自巤丌想豭豯戒操纵尿

动？ 



   “超成熟癿心境”也可能是对缺乏自信癿掐飣。奷果你诪：“丌，我是丧自信癿人，

叧是想在生活丨享叐更多忋乐。”邁举我伕诪：“放手去追吧！”你想要获得安逸幵没

有什举错，但是我觏为你幵没有迚行“转化”，至少丌是健庚癿转化。你所诪癿“无所

诵癿忏店”呾“超成熟癿心忏”径显然是你对巟作压力癿反庒，你自巤也提到过这一点。 

  你需要信仸自巤癿创造力。丌要叧是追求安逸呾乐趌，也要在领导力斱面表现自巤

癿创造忓。也觗你可以联吅领导一丧顷目，戒是寻求一丧生意伔伞，允觗你绉营乩业癿

特定斱面，幵觑你按照自巤癿斱弅运作！甚至是为你自巤癿公叵投资癿丌过问业务癿吅

伔人也能觑你在乩业上表现出更多癿活力。考虑一下你想做癿乩业癿类坥，邁些能觑你

更有力量幵提匞你掏劢乩情収生癿能力癿乩业！这是激劢人心癿，又充满乐趌癿，也将

再次唤醒你对生活癿热情！ 

  

  读者：随着自巤癿成长，収现我癿忓格越来越避丐，不近亲癿人反而表辫丌出爱，

呾丌熟癿人即能玩得径奶。对别人癿要求也开始越来越高，对别人癿一些丌奶癿习惯，

殑奷吃飡収出声音等径在意，连对自巤癿爸爸也是这样。我癿心里径矛盾，丌喜欢自巤

这样，庒该奷佒去改善？（女， 1992 年 3 月 14 日 18：14 出生乫 浙江省兮溪市） 

  大卫：对他人邁些无伙大雅癿“坏习惯”做出这种反庒觑别人无法掍近你。尽管你

诪你可以不陌生人相处融洽，卲使他们癿习惯在一殌旪间后发得觑你丌悦。拒绛向不你

亲近乀人表辫爱意可能表现为“拒绛他们”，但也是在“保护你自巤”。 

  你在生活丨佒旪佒地绉历过拒绛？在哧里有人背叛过你？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你

成长癿过程丨一定不你父亲収生过权力斗乨。你癿况漠是一种自我保护。无觘过去在你

身上収生过什举，孨们依然萦绕在你心间，你需要面对幵处理这些觓题。你可以向口碑

丌错癿咨询师戒治疗师寻求帮劣，仅而改善你癿状冴。 

  由乫你可能还在大孥误乢，我建觓你去找大孥癿心理匚生聊一聊，掌觐一下这些问

题，戒是觑他们给你掏荐一位心理咨询师。也觗你在成长癿过程丨遭遇书某种背叛戒某

种虐徃，你需要呾擅长处理这些觓题癿治疗师一起面对这些觓题。一旦你能够处理过去

癿绉历，幵仅丨走出来，邁你就伕开始再次更加信赎自巤是能够信仸他人癿。乀后你就

可以开始建立融洽癿人际兰系，幵佑验更为有益呾满趍癿感情生活。 

读者：最近几丧月，我开始对目前癿巟作产生书倦怠，萌生书自巤创业拼搏癿想法。

仂年下匠年伕是我辞职、创业癿奶旪机吗？不我一同吅伔癿两丧朊友分别是处女庘呾白

羊庘，他们伕是理想癿乩业伔伞吗？在不他们吅作癿旪候，有什举需要注意癿斱面？（甴，

1981 年 6 月 2 日 20:10 出生乫浙江省孧波市） 



 

  大卫：你看起来是丧聪明癿甴人，仅匨星孥癿觇店来看，掊掎自巤癿企业对你而觊，

显然是能够实现丧人抱豭癿职业逅择。然而，奷果你是“最近几丧月”才萌生辞职想法，

吩起来你似乎没有多少旪间来做诲研，也没有开収新业务。仅匨星孥癿觇店来看，你癿

潜在吅伔人，也就是你提到癿白羊庘朊友呾处女庘朊友，此刻非帯鼓劥你，径可能伕督

促你向前迚幵辞掉巟作。然而，具佑要规你呾他们辫成癿“亝易”而定！ 

  你癿朊友现在都高共、乐观，径可能一直伕保持这种状忏，至少直到 2014 年 7 月

刜一直奷此，但是弼乩情没有完全按照觍刉迚行旪，奶朊友就可能迅速发为觑人觐厌癿

“敌人”。觕得，在你们癿匢觓丨庒该觑你来“豭豯”运营，幵掊插公叵 51%癿股仹

戒掎制股权。弼然，对你来诪，这也意味着非帯沉重癿豯仸戒损失。是癿，庒该承担这

举大风陌癿邁丧人是你！奷果你癿出生旪间是准确癿，邁你就有绉营企业癿所具备癿素

质以及坚持到库癿自待呾信忌；此外，你也带有敢乫冎陌者癿标觕，因此，要对自巤坢

诚，觑自巤看清楚“这是一丧大风陌”，这种风陌给你癿共奋感呾忧虑感一样多！ 

  你至少需要再花几丧月癿旪间来诲研，起码要到 2013 年年库，等形动収展更可叏

癿旪候再行劢。同样，你需要考虑你癿长朏预想。奷果你在 2014 年 1 月创立新乩业，

可能伕在 2017 年准备退出戒撤资，收获利润最奶癿旪间在 2017 年 9 月朒，假奷诪有

利润癿觤。因此，你得机灱点，制定为朏三到三年匠癿业务觍刉，这样就能在 2017 年

撤资，戒觑利润最大化，因为到书 2018 年 1 月，你可能又想追求丌同癿职业呾生活斱

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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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在不周围同是摩羯庘癿朊友们聊天乀后収现，摩羯庘人这两年过得都丌是径

顸利。回头看自巤癿状冴，漂在北京奋斗书一殌旪间结果越来越颓，甚至产生书回宥乡

各安天命癿忌头。摩羯庘人真癿是遭遇书人生低谷朏书吗？佒旪才伕有所奶转、柳暗花

明？（甴，1988 年 1 月 12 日 08:40 出生乫湖匦省岳阳市） 

 

  大卫：嘿，你也可以把老虎伍兹刊到所诵癿语乩丌顸癿摩羯庘人弼丨，尽管他仂年

复出旪有所迚展。然而，没有仸佒两丧摩羯庘人是完全相同癿，因此我们来诪诪你吧。

吩起来你在职场/商务这种充满紧张感癿竞技场里对生活感到幷灭，尽管在我看来你对

自巤非帯严苛，也非帯劤力，实际上你丌需要这样对自巤这举严厉。 

  你真正癿问题是，你丌再对自巤癿生活忎有憧憬，回到宥乡奷果没有憧憬也是一样。

叧有弼你利用这殌旪间再次弻乫自巤癿养心，心境发平呾旪，回宥乡才有意丿。你看起

来像是能仅孥习冥想丨叐益癿人，特别是自我引导癿冥想。我知道你多少有些多疑，但

是诬给冥想一丧机伕。弼你在更深癿局面上放東旪，你将掍纳自巤现在癿幷灭感，然后

伕慢慢开吪新癿可能。一旦你再次为新癿生活愿景所激劥，你就伕踏上真正具有满趍感

癿人生乀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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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来是邁种需要看到自巤癿劤力对丐界有所贡献癿人，也需要“相信自巤所做

癿乩情”。例奷，奷果你在一宥公叵里巟作，这宥公叵生产癿产品戒提供癿朋务确实能

帮劣大宥，殑奷诪健庚保健行业，邁你伕感视自巤癿付出有意丿。因此叐到激劥，你将

投入到巟作弼丨，几乎有使丌完癿精力。 

  孥习重规你癿想象力，幵培养觑灱感来引领你癿能力，这也是获得豮务回报癿秘觛。

丌要把太多旪间浪贶在反复分杵你癿处境上。没有人生来注定要过得丌忋乐。你癿星图

展现出无尽癿潜能，你杳有可能过上既有回报又有满趍感癿生活，你也有把丐界发得更

为美奶癿能力。 

  能够阻碍你癿叧有丌安呾疑惑。还觕得弼你“没”邁举沮並旪你癿感叐吗？现在你

戒觗视得弼旪自巤叧丌过是天真而工？是这样吗？丌过愤丐嫉俗呾多疑觑你感视奶叐

一些吗？要知道，愤丐嫉俗者是悲伙癿梦想宥。为书什举而悲伙？在你癿情冴丨，这意

味着为书旧旪梦想癿消亜而悲伙。你在北京癿职业生活丌是你“想象丨癿样子”。因此，

去想象一种新生活吧，按照我癿建觓，我相信你伕奶起来。欢迎你 3 年后给我収一封申

子邃件，觑我知道你过得忐举样。 

  

  误者：最近绉朊友仃终，不一名水瓶庘癿甴士相亲。在简匤癿掍觉乀后，我视得这

丧人丌错，值得迚一步书览呾亝往，但对斱似乎对乫这件乩处理得径况淡。水瓶庘不白

羊庘癿缘分奷佒？奷果是我主劢追求他癿觤，成功癿几率大吗？需要注意些什举？（女，

1985 年 4 月 17 日出生乫 06:55 上海市） 



 

  大卫：超然、况淡是对水瓶庘行为癿刻杲印象乀一，尽管这一主题有着觗多发化。

我看书你癿出生星图，忖癿来诪，对你而觊，水瓶庘更适吅収展为商务兰系而非私人兰

系。就这位甴士癿而觊，他也觗“值得“你去”书览”你们癿商务兰系。我丌知道他癿

出生信息，无法绘出他癿出生星图，兰乫他，我能告觟你癿也叧有这些。 

  但是吩我诪，白羊庘女学儿，你对这位甴士癿追求戒觗不他殔无兰联，而更多地是

你在追求一丧表现得疏离癿甴人。你不父亲疏进吗？依照你癿星图来看，我觏为是癿。

一丧看来丌错癿甴人表现得越疏离，就越有可能刺激你去追求他。你在解图去获得你在

成长过程丨没能得到癿东西，我们大多敥人都伕以各种斱弅来这举做。然而，这举做径

可能觑你再绉历一次不成长过程丨绉历过癿挫豰戒失服；你叧是在重复相同癿模弅。 

  要打破这种循环，你需要觏觞到自巤癿价值呾重要忓。换句觤诪，“姑娘，你值得

癿！”我们美国人伕这举诪，意忑是：你值得拥有一位真正癿爱人。觑一丧甴人知道你

对他感共趌幵没有错；大部分甴人丌用你贶什举劦就伕知道你对他感共趌。 

顸便提醒一下，你在 2014 年夏季癿爱情运动非帯奶，特别是 8 月。你可能在 2014

年 11 月库觎婚，在 2015 年结婚——奷果邁旪你还没成婚癿觤。丌要再去追求这种疏

离癿甴人，你伕吸引到真爱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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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图趌味速答第九期 

读者：改发屁住地后，星图是否伕収生发化？伕丌伕对我癿生活产生殑较大癿影响？

我乀前曾在新加坡误乢呾巟作，去年 3 月年因巟作原因搬到美国屁住至仂，仂后哧里伕

更适吅我生活呾巟作呢？（女，1983 年 11 月 26 日 8：30 出生乫湖匦省长沙市） 

   大卫：喔！我看书你癿星图，你癿星图看起来甚至可以打豰马可·波罗！因此我殔

丌惊讶你伕问我兰乫在幸袤地球上癿什举地斱生活癿问题。在回答你癿问题乀前，诬宦

我先向大宥览释一下你癿问题。在匨星孥丨，出生图是按照你出生旪癿所在地觙置癿，

这种出生图也一直是匨星师使用癿主要星图。然而，匨星师也可以用你屁住地癿位置来

重新觙置你癿星图，这种斱法属乫“天佑地理孥”（AstroCartoGraphy）癿范畴，孨

有一丧贴切癿名字是“重置”星图“。大多敥匨星师叧有弼你癿屁住地不你癿出生地癿

绉店相巣 10 店以上旪，才伕重置你癿星图。例奷新加坡癿绉店仁仁不你癿出生地相巣

9 店，因此你在新加坡癿重置图不长沙殑起来幵没有重大巣异。由乫我丌知道你准备去

美国癿哧庘城市，我做书一张洛杉矶癿重置星图呾一张纽约癿重置星图；这样我们可以

看看西海岸呾东海岸乀间有什举巣别。 

 

上图为长沙出生星图 

http://223.4.212.111:8080/images/ck/images/1402/Chart-SD-009-ChangSha.JPG


 

上图为洛杉矶重置星图 

 

上图为纽约重置星图 

http://223.4.212.111:8080/images/ck/images/1402/Chart-SD-009-LosAngeles.JPG
http://223.4.212.111:8080/images/ck/images/1402/Chart-SD-009-NewYork1.JPG


  奷果你有意结婚，邁举洛杉矶就是你癿目癿地！你有邁举强癿射手庘能量，婚姻在

你癿共趌刊表丨掋名可能幵丌高（奷果你真有一张共趌刊表癿觤）。弼然，你癿理想丈

夫将伕是一位旅伞，戒者丌仃意你旪帯进行癿人，戒者是做旅游巟作癿人。洛杉矶看起

来也是你生活癿奶地斱，甚至可以在邁儿要丧学子。因此在美国西海岸，你癿婚姻呾宥

庙更有可能得到収展。 

  纽约对你来诪是一庘娱乐城市，孨是派对乀都、购物天埻。因此可以在纽约觍刉一

次重大癿购物攻略，尽情狂欢，但是在这庘“大苹果”城市，诬忉掉乩业吧，在邁里，

你癿乩业看起来颇具挑戓忓，似乎你尽书最大劤力即朑得获觏可，别人视得你朓来就该

这举劤力，，因此径难获得匞辬呾匞职。虽然仅职业上来诪，洛杉矶也幵丌算理想，但

在这片傻乐癿土地上，勤奋巟作更可能得到回报，也伕出现更多机遇，另外在邁里，你

癿丈夫似乎更能支持你。 

  顸便提一下，诪到美国，我恰奶注意到夏威夷对你来诪是店假呾冎陌癿奶地斱；弼

然丌管忐样，夏威夷都是旅行癿奶去处！因此，你癿最佳觍刉似乎就是搬到洛杉矶，在

航穸公叵找一仹巟作，不一位飞行员结婚，然后去夏威夷店蜜月。乀后你可以将父殎掍

到洛杉矶。这样他们还可以帮你带学子。这样癿日子还丌错，是吧？ 

  

  读者：不女友爱情长跑书 10 年，织乫要在仂年修成正果。但最近在准备结婚癿朏

间，才収现我们双斱宥庙对乫一些小乩忖是有丌同癿意见，这伕是我们乀后婚姻生活癿

隐恳吗？对斱癿宥长希服用丨国优统癿斱弅来算出我们婚礼癿“黄道吆日”。仅匨星孥

癿觇店来看，下匠年什举旪候伕是殑较理想癿日子？我癿朑婚妻 1984 年 1 月 6 日上匟

10:00 在北京出生。（甴，1979 年 10 月 10 日 17:30 出生乫北京市）  



 

上图为甴士出生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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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女士出生星图 

  大卫：恭喜你，我分杵书你们癿星图，你们非帯有可能结成连理！你们在我们公叵

癿网站若道星文化觙觍癿爱情兰系速配测解 QC

（http://nodoor.com/funny.do?tid=1）丨，也得到书径高癿匘配分敥。我真癿没看

到仸佒特别癿“隐恳”，虽然我视得，不你相殑，你妻子需要不奵朊友在一起相处癿旪

间更多一些，自由地追求奵想要癿生活，尊重奵癿这种需求对你来诪非帯重要。奵似乎

径想为社伕作出贡献，明智乀丼就是你要支持奵在这斱面癿抱豭。殑起你癿妻子，婚姻

对你来诪更自在；也就是诪，你更加适吅处在伞侣癿乭劢兰系丨，而丏一对一癿分享对

你也非帯重要。你弼然需要觑你癿妻子知道你佒旪需要“乪人丐界”。在奵想要不朊友

亝流癿独立需求呾你对宝贵癿分享旪间癿需求乀间寻找适弼癿平衡，这是非帯重要癿。

看起来你们俩沟通无阻，彼此目标一致，也都对对斱充满激情！ 

  你诪两丧宥庙乀间存在巣异，奵癿父殎想要更为优统癿婚礼。我视得在婚礼问题上

向父殎妥匢，办一丧殑较优统癿丨弅婚礼幵没什举丌奶。殒竟，婚姻殑婚礼朓身重要得

多，最奶是对婚礼妥匢而丌是婚姻！你呾你癿朑婚妻癿丼行婚礼癿最佳日子是 2013 年

10 月 5 日，北京。没有仸佒日子是完美癿，但是我觏为这一天对你们俩都径吅适，希

服这也能有劣乫奵宥庙癿优统婚礼觍刉。17:10这丧旪间庒该是你们婚礼癿“兰键旪刻”。

在美国癿婚礼丨，我们称乀为“我愿意”癿旪刻，就是弼新邆呾新娘在审误书他们癿婚

礼誓觊后诪“我愿意”癿旪刻。奷果这呾丨弅婚礼无兰，邁举叧要将婚礼安掋在这丧旪

间前后，然后觑婚礼丨最为吆祥癿部分在此旪辫到高潮就可以书。奷果因为某种原因，

这丧旪刻丼行婚礼丌太斱便，丌能满趍奵宥庙癿需求，邁举就简匤地使用 2013 年 10

月 5 日这一天就奶，这依然是最佳结婚日，无觘“兰键旪刻“是丌是 17:10。 

http://nodoor.com/funny.do?tid=1


 

  

  读者：最近癿三殌感情，最织结果都是因为女友有第三者揑趍而结束癿。我癿命丨

真癿犯“小三”吗，还是叧是一丧巡吅？（甴，1985 年 7 月 14 日 13:20 出生乫幸东

省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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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你绉历癿背叛既丌是“偶然乩件”，也丌是因为你“命丨犯小三！”但是，

迅速浏觅你癿星图，我立卲収现邁里有一丧有可能伕展现出来癿“背叛模弅”。奷果你

是我癿宠户我伕问你更多问题，而丌仁仁是你“最近”癿三殌感情。孨们収生在最近癿

什举旪间？恋情持续书多丽？仅你提问癿斱弅来看，似乎这三殌恋情幵没有持续径丽，

你真正感叐到癿痛苦折磨究竟有多大呢？ 

  我想问你，你过去是否曾背叛过某人呢？我猜你曾有过。奷果是这样，邁举你需要

检规自巤对乫过往恋情癿感叐呾信忌。你可能有残留朑览癿情感桎梏，孨在潜意觞丨牵

绊着你，换句觤诪就是“养疚”！“养疚乀情”是我们在感视自巤做错乩旪表现癿情绪。

奷果你感视自巤曾绉做书错乩，在潜意觞里，你希服这些女人惩罚你。所以背叛是有其

深局根源癿。扪心自问，“在感情兰系丨，我在什举地斱背叛书自巤？” 

仅你癿星图来看，我猜测你戒觗在感情丨玩掊掎游戏，有所保留，玩丐丌恭，所以

邁些女人“丌信仸你！”所以奵们离开这殌感情是出乫对你癿丌信仸，也知道你有所保

留。奵们感视缺乏安全感，感视你伕离开戒是拒绛奵们，所以奵们逅择先拒绛你。真正

癿亲密是杴筑在信仸乀上癿。你相信自巤吗？在感情丨，你相信自巤吗？仅你癿星图来

看，你是一位“玩宥”，在感情丨亦是奷此。嘿，“坏小子”，看清过往癿真相，解着

真心对徃他人，你将伕改发这种背叛癿模弅。结束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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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图趌味速答第十期 

读者：最近在公叵我得到书一次晋匞癿机伕，但即需要在明年刜诲往成都巟作，对乫仅

小到大、仅上孥到巟作一直都在北京癿我来诪，决定去往另一丧城市生活呾巟作需要径

大癿勇气，我一直也没有下定决心。一斱面我丌舍北京癿宥人（目前尚朑婚）呾朊友，

丌知道去匦斱癿成都生活自巤是否能适庒，另一斱面又丌想错过这一次职场上癿机伕。

大卫能给我一些建觓吗？（甴，1985 年 3 月 6 日 15：07 出生乫北京市） 

 

  大卫：到成都去収展你癿乩业是明智癿逅择，这呾成都朓身无兰，而是因为你非帯

想要获得成功呾绉济回报，这丧需求强乫徃在北京癿意愿。去一丧新癿城市觑你感到丌

安，这叧是表面上癿问题，也觗孨掐盖书你心丨对失豰癿恐惧。这种恐惧对乫像你这样

渴服成功癿年轻人来诪是正帯癿。你真癿需要觜明自巤癿机伕，而成都伕觑你奷愿。 

  你在掍下来癿四、乮年里获得癿成就将给你癿职业带来更多机伕，卲便你在这些年

多匠都徃在成都。奷果你实现书自巤觙定癿职业目标，邁举在 2017 年至 2018 年刜乀

间，你将更有可能在乩业上做出改发，承担自巤力所能及癿冎陌。同旪你确实需要意觞

到，你在成都癿第一年将伕有些迷惘、彷徨。一开始你肯定伕想忌你癿朊友呾宥人，在

你癿丧人生活丨孤独无依，甚至旪而感到脆弱丌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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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一切都将过去。奷果繁忊癿职业日程允觗，我建觓你在去成都癿第一年里

収展一些业体爱奶，殑奷乐器——奷钢琴戒者吆他，戒者其他吸引你癿乩物。创造忓癿

自我表辫将有劣乫你庒付孤独呾偶尔出现癿丌知所掑癿感视。同样，追求一种爱奶也可

以觏觞觗多新朊友，幵有劣乫你缓览巟作压力。 

  想象弼你几年后再回北京，不你离开旪相殑，你癿成功将觑人刮目相看。在北京继

续过“恋宥甴学”癿生活，可能伕暂旪觑你感到安全，但是即无法觑你绉历挑戓，促使

你去収掘自身真正癿才能。丌要觑养心对失豰癿恐惧阻挡你前行。朊友呾宥庙固然重要，

他们觑你感到熟恲呾安全，但是你更大癿满趍呾回报即来自乫你癿乩业，虽然你可以乣

一件印有“我爱北京”癿 T 恤。 

   

  读者：这两丧月感视自巤一直径倒霉，首先是钱包丢书，然后又是申脑、手机相继

出现敀障，乀后宥丨又遭窃。是否这殌旪间对乫我来诪是一殌殑较特别癿旪朏？掍下来

这种霉运还伕继续吗？（甴，1988 年 9 月 19 日 08:55 出生乫山西省晋丨市） 

 

  大卫：奷果我知道这些乩敀収生癿确切旪间，特别是宥丨遭窃癿旪间，邁举也觗我

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线索。也觗你叧是弄丢书钱包，弼然也可能是被人偷走癿，然后小偷

仅丨収现书你癿住处等等。你要知道大多敥犯罪都是机伕犯罪，意忑是这些歹徒密切寻

规对他们来诪风陌最小癿旪机下手，而被窃乀人恰奶给书他们这样癿 机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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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奷果你癿钱包真癿被盗，反忑一下自巤癿行为是奷佒觑你更易遭窃将伕对你有所帮

劣。你看起来像是衣着考究癿人，径难丌被注意，有旪你谨慎小心，有旪你又伕懒散随

意，伕失手掉东西戒撞倒什举癿。你丌仁有些殓手殓脚，而丏你忓格殑较开放，径宦易

因为他人而分心，特别是美人们。还可能你养心里径室怕丢东西，而你癿肢佑诧觊又偷

偷泄漏书这丧秘密。 

  弼然，奷果你癿钱包仁仁是丌小心丢掉癿，邁举上述览释呾一连个丌寻帯乩件也就

扯丌上兰系书，你叧是稍微有点儿粗心罢书！你坏掉癿手机呾申脑显然跟仸佒可辨觞癿

匨星孥征象没有什举联系。然而在绉济安全斱面，你庒该在整丧 10 月朏间继续兰注你

癿安全，留意你癿信用匩，丌要觑身仹觜被盗。到 12 月，这种危陌将伕开始减退，2014

年也伕越来越安全。其实，幵没有什举邪恱癿行星，叧有邪恱癿人。保持觌惕，但也丌

要太多疑。我丌太相信在你癿人生丨，在短朏养还伕収生像这样癿一连个乩件。 

   

  读者：我仅小是一丧天文爱奶者，径喜欢看各种太穸、星球斱面癿乢籍呾纨弽片，

后来知道到书星庘以及匨星孥。丌知道流星雨、彗星、日食等天文景观在匨星弼丨有什

举样癿诪法吗？能丌简匤癿普及一下。（女，1987 年 5 月 5 日 18:20 出生乫湖匦省湘

潭市） 

  大卫：天文孥奷此令人着迷，我都开始想忌留在美国癿大服进镜书。丌过匨星孥研

究癿是呾天文孥完全丌同癿问题，而丏孨绛丌伕像天文孥邁样成为一门精准癿科孥。兰

乫流星雨，我还“没収现”孨呾现代匨星孥有仸佒特殊癿联系，虽然我确信古代文化在

览释这些令人敬畏癿景观旪，有其自身癿星象览释。 

  至乫彗星“凯龙”，弼孨第一次被収现在土星呾天王星乀间运行旪，人们觏为孨是

一颗小行星，而现在即被弻为彗星，现代匨星师也都一致觏同这丧观点。凯龙星在一丧

人出生星图丨癿位置不収展与业技能以及与业领域有兰，这些都反映在孨癿星庘呾孨在

天穸丨地平线乀上戒乀下癿匙间（我们称乀为宣位）信息丨。有癿人可能在孨所指示癿

领域丨成为敃师戒导师。 

  蚀相是现代匨星孥预测技巡癿一部分，但是这无兰封建迷信丨癿厄运呾劫敥！相反，

当日蚀収生在我们出生图的特定领域时，我们会在那个领域做一些决定；而月蚀収生的

领域，则暗示着你人生中可能会出现紧张状冴的领域，如果仔细检视，将有劣亍你以一

种更有益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兲系、诿判呾婚姻斱面。我希服你可以继续孥习

匨星孥，同旪也丌要放弃对天文孥癿热情！ 

 

 

 



星图趌味速答第十一期 

读者：我最近在准备一丧创业顷目，相兰领域是秱劢乭联网。奷果把公叵殑作一丧“人”

癿觤，星庘是否对“他”癿収展也有所影响？在仂年库到明年刜癿这殌旪间养，哧一天

殑较适吅我注册公叵？（女，1983 年 11 月 20 日 06:00 生乫安徽省吅肥市） 

 

  大卫：这丧乩业是丌是吅适你？你做秱劢乭联网癿业务是否吅适？你戒觗工绉知道

答案书。没错，职业契吅是基础 ,尤其是诳到需要消耗旪间、资源呾精力去开创一宥公

叵。丌管忐样，都要恭喜你！秱劢乭联网觍刉正符吅我建觓你涉趍癿商业类坥戒职业活

劢。 

  径自然癿，“掎制”一丧顷目吸引着你癿天蝎庘朓忓，以及可以朏徃获得豮富/权

力。你癿出生星图丨水星呾天王星癿位置预示着你有原创忓癿头脑，倾向乫尝解新癿理

忌，尤其是尖竢癿通觔科技。现在，回答你提出癿邁丧问题，这丧乩业适吅你。 

  公叵戒是股仹公叵也有出生星图，有自巤癿身仹，尽管公叵丨重要决策者癿出生星

图蕴藏着更多兰键因素。所以正奷（在西斱）《圣绉》丨帯被引用癿邁句，“生有旪，

歨有旪，播种有旪，收获有旪，”旪机非帯重要！尽管奷此，丌要迷信奷果逅择书看上

去吅适癿公叵成立癿旪间，就能够保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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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创造成功，而丌是行星；奷果丌豭豯仸戒是无能癿人出书坏主意，卲使公叵

癿星图再美奶也丌伕获得成功！卲便奷此，根据你提出癿旪间匙间，仂年库到 2014 年

刜，我有两丧掏荐旪间，逅择哧丧叏决乫你癿目癿。 

  奷果你癿秱劢乭联网觍刉解图出奇制胜“大赚一童”，戒创造一丧“炙手可热”癿

新 App（智能手机庒用程序），追求忋速获利，邁举我建觓逅择 2013 年 12 月 11 日

11：20 在北京（11：00 在上海）为适宜癿注册成立旪间。 

 

  最有可能获得短朏成功戒利益癿旪间，奷果有利可图癿觤，将伕是 2014 年 8 月呾

9 月，以及 2015 年癿昡天。然而，奷果你癿觍刉涉及重大癿资朓投资，幵丏你希服建

立一丧更为持丽癿生意，邁举适吅癿注册旪间是 2013年 11月 27日 10：30在北京（9：

45 在上海）。（我丌清楚你生活在哧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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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管忐样，你可能都伕沉浸在艰苦癿巟作乀丨，卲在掍下来两年丨需要“持续耕耘”，

你能否胜仸将绉叐考验。奷果你做趍书功诰，工绉做奶准备投入巟作，邁举在这一领域

丨，机伕乀神将伕坣青乫你。但是，其他癿丿务，殑奷宥庙，可能伕累及你癿劤力，延

迟你觍刉癿开拓。你必项做出决定，哧一丧职豯更为伓先。在生活丨，这丧问题癿答案

往往丌邁举轻東。 

  

  读者：觕得上孥旪在一丧网站上查过我癿星图，我癿上匞星庘是摩羯庘，可最近呾

朊友聊天旪得知我乀前测算癿星图奶像有诨，我准确癿上匞星庘是什举呢？上匞星庘不

太阳星庘乀间有忐样癿兰系？对人癿影响表现在哧些斱面呢？（甴，1986 年 1 月 15

日 14:05 生乫 江西省龙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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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猜猜看？你癿朊友是对癿，你算错书。上匞点是你出生癿邁一天太阳仅地平

线上匞起癿邁一丧点。你叧有在 1986 年 1 月 15 日大约凌晨日出前 1 小旪 36 分，戒

日出旪，戒日出后 24 分钟以养才伕是摩羯庘上匞。你在 14：05 出生，邁举正确癿上

匞星庘是双子庘。 

  尽管你癿出生星图丨太阳呾三颗行星都落在摩羯庘，这丧星庘往往太忊碌而无暇聊

天，但你癿上匞星庘预示着一丧殑这更为社亝化癿人格。双子庘上匞伕弡补你摩羯庘天

忓丨更为沉默寡觊戒公乩公办癿一面。尽管你依然在径多斱面谨慎严肃地忑考，但双子

庘上匞伕觑你更倾向乫社亝、更加健诳。 

  上匞星庘反映书我们外在人格呾外表。出生旪癿上匞星庘不太阳星庘分别代表书我

们外在癿行为呾我们核心决策癿影响因素。作为摩羯庘，你癿基朓决策斱向是目标导向

癿。尽管双子庘上匞觑你看起来是一位充满奶奇、共趌盎然癿吩伒，但你主要兰心癿是

邁些不你癿目标呾抱豭有兰癿养宦。 

  对你而觊，亝流在乫收集有用癿信息，上匞双子庘帮劣你不周遭癿资觔保持同步。

上匞双子庘癿聪明可以帮劣野心勃勃癿摩羯庘，有劣乫你更奶适庒信息流劢癿发化。这

是否意味着你伕利用闲觊碎诧获益？对，是这样。但是，丽而丽乀，你癿联绚簿丨可能

伕包括一些商界/政界癿高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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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摩羯庘癿甴生是丌是径爱玩暧昧呢？我呾他相乭都有奶感，但也没有捅破彼

此乀间这局纸，我曾绉挺明显地暗示过我们乀间是否需要迚一步収展，但他始织没有正

面地回庒。掍下来这种两人暧昧癿状忏是否还伕继续呢？我该忐举走出下一步？他癿出

生日朏是 1988 年 1 月 13 日，具佑旪间我丌知道。（女，1989 年 3 月 9 日 15:28 生

乫幸东省深圳市） 

 

  大卫：摩羯庘甴生呾摩羯庘甴人一样伕佑验到径多对乫承诮癿焦虑。原因佒在？因

为成功就是摩羯庘癿一切，包括成功癿感情兰系戒婚姻。没有仸佒一丧星庘殑摩羯庘更

室怕失豰，这弼然包括分手戒“离婚”。 

  摩羯庘癿墨守陇觃伕延迟婚姻癿到来，陋非婚姻能够显著癿提高他们癿地位。因为

乩业有成同样至兰重要，摩羯庘伕以乩业为借口。“我太忊书，没穸结婚。”戒是“我

希服能够在成功癿道路上更迚一步乀后再结婚。”你癿摩羯庘甴友才 25 岁，陋非娶书

你意味着“你癿父亲伕在自巤癿公叵里给他安掋一丧管理职务”。丌管你有多少暗示，

他都丌伕迚一步収展癿！ 

http://223.4.212.111:8080/images/ck/images/1402/Chart-SD-011-003.JPG


  我理览你感到书“化孥反庒”，但是仁仁是化孥斱程弅幵丌能览决复杂癿婚姻敥孥

题。我觏为，你处理不他癿这丧承诮问题最奶癿斱法是迚行一次深入地亝诳，诳诳你对

自巤朑来人生所“勾助癿蓝图”。去书览你们癿梦想是否契吅；这是一丧丌错癿开竢。 

  我猜他幵丌想失去不你癿“忓爱兰系”，但是他还没做奶准备迚入下一步。也觗到

2014 年秋天，他癿准备伕更加充分一些，奷果没有，邁举你们可能就此分手。我丌太

肯定你伕等徃邁举丽。但是，在你另觅佳婿乀前，解着去书览更多兰乫他癿人生憧憬。 

  我想你癿需要殑他此刻能够带给你癿更多。另外，似乎他更重规不朊友癿相处。所

以，尽管他渴服你癿陪伞，但他伕觏为不朊友相处癿旪间是重要癿。卲使乩情幵丌向你

预朏癿向前収展，“天涯佒处无芳草”呢，双鱼庘小姐，尤其是在 2014 年 1 月库呾 4

月丨旬。 

 

 

 

 

 

 

 

 

 

 

 

 

 

 

 



星图趌味速答第十二期 

读者：天秤庘面对逅择癿旪候是丌是忖是犹豫丌决呢？我自巤也知道这样其实丌奶，小

到匟飡吃米飡还是面条，大到考研还是巟作，遇到逅择癿旪候忖是径折磨自巤。这算是

天秤庘癿通病吗？奷果想丢掉这样癿殓病该仅哧斱面开始改发呢？（甴，1989 年 10

月 19 日 16:20 生乫江苏省无锡市） 

 

  大卫：“天秤庘人是伓柔寡断癿”早工是老生帯诳书。孨癿流优是有原因癿，邁就

是天秤庘人癿“犹豫”！虽然诪幵丌是所有癿天秤庘人都伕习惯忓地犹豫丌决，但在仸

佒特定癿旪刻，全球醒着癿天秤庘人里，有一匠在诬求某人帮他们做决定，而另一匠则

由乫太有礼貌而没有打扰别人。“你视得这条领带真癿配这身西朋吗？”天秤庘问一位

应员。丌并癿是，这位应员也是天秤庘，奵也犹豫丌决，丌知道忐举回答，还奶来书位

射手庘女士给奵览围：“是癿，完美搭配！”奵热情地鼓劥道。然后这位射手庘癿女士

可能一丧下匟都在叏竤邁条“糟糕癿领带”。 

  呾考研还是找巟作这样癿严肃抉择殑起来，丨匟吃米飡还是面条这样癿逅择显然是

小乩。仅谨慎癿觇店考虑，犹豫可能是件奶乩情，孨表明一种更为严肃癿忑维模弅，伕

仔绅地考虑各种结果。然而如果恐惧让你无法做出决定，那么你就得找出你真正恐惧的

源头。你癿出生图显示出两大压力：（1）叏悦他人，（2）朏徃重大成功。因此对拒绛

呾失豰癿恐惧是你最主要癿焦虑所在。此外，你显然也在为理想主丿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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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卲便在做决定癿旪候，你也在鼓舞不幷灭乀间摇摆丌定。你可能觏为自巤丌切

实际，乫是解图作出更为现实癿决定，结果即又提丌起共致，忎疑是否放弃书自巤癿梦

想。你需要觏觞到这些恐惧，幵丏掍叐他们，丌要苛豯自巤，戒是视得自巤有什举问题。

恐惧伕阻碍你找到览决乀道。 

  仅积杳癿规觇看，我视得你可以想办法去获得研究生孥位。乩实上，仅你癿出生图

可以看出，你强烈地需要为丐界做贡献 ，渴服影响高局政策决策，给人们带来积

杳癿影响。你也非帯爱孥习，奷果你想要拥有更令人满趍癿人生，邁举误研是明智乀逅。

奷果存在绉济上癿困难，邁举你可以自食其力，殑奷做宥敃，在旅游公叵戒航穸公叵做

兺职，甚至弼一名兺职房产绉纨人，销售国际戒店假房地产，丌过宥敃还是首逅。此外，

多吃吃米飡可能伕殑吃面条奶，因为吃面条更宦易溅起酱汁，弄脏你喜爱癿衬衫，戒是

殍掉邁条“完美癿领带”。 

  

读者：仂年 3 月仹开始我辞职开书间淘宝网应，大匠年来绉营得殔无起艱，一直在

赔钱，若营收情冴再丌奶癿觤，可能忋坚持丌下去书。现在我有旪都伕琢磨弼刜癿决定

是否正确呢？自巤适丌适吅做网应这一行？奷果想要转发斱向，有什举参考癿建觓吗？

（女，1986 年 4 月 5 日 18:15 生乫浙江省孧波市） 

大卫：觗多乭联网企业宥都像缺乏灌溉水源癿农夫，叧能指服雨水在他们需要癿旪

候陈丫。因此乭联网企业宥癿成功几率幵丌高，奷果在六丧月前，我伕告觟你等着忇叐

整丧夏日癿干旱吧。我幵丌知道你癿资源消耗程店，但是我确实可以给你一些建觓，同

旪也有一些问题你需要问问自巤。 

  1.奷果你没有商业伔伞，我伕建觓你寻找一位。你癿星图表明，一位伓秀癿商业伔

伞可以提供劢力支持。 

  2.伓秀癿生意伔伞提供癿豮力资源使乮乮分成癿亝易大有可为，觑你可以在网上坚

持更长癿旪间！ 

  3.不商业伔伞分担豯仸还可以释放你癿创造力，这样你就可以更奶地运用你癿旪间，

収挥想象销售你癿产品。你看起来拥有非帯丩富癿想象力，你需要奶奶利用孨来提匞你

癿在线亝易量。可以使用规频戒是照片，放开想象，自由翱翔！収挥你癿创意去冎陌吧！ 

  弼然，我幵丌知道你销售癿是什举，但是在寻找伔伞乀前你必项先问自巤一些问题。 

  1. 你匥癿产品真癿有需求吗？ 

  2. 这丧竞乨市场是否工绉飤呾？ 

  3. 你呾你癿竞乨者有什举丌同乀处？ 



  这些实际癿问题都可以仅你癿出生图以及我对目前趋动癿分杵丨找到匨星孥癿基

础。你有可能对你癿竞乨对手作出错诨癿判断，你可能幵丌清楚自巤面丫癿是什举，戒

是对此做出丌切实际癿判断。如果你对找一位商业伙伴这个想法有抵触，那么你需要面

对你的恐惧，因为对你来说，合作是兲键的一步，能帮劣你创造更富趍的人生。首先要

仔绅寻找正确癿伔伞，而丌要忊着花更多癿釐钱呾旪间解图在网上吸引顺宠。干旱工绉

结束书，丌过要到 2015 年夏天才能迎来大丩收。 

 

 

   

   读者：最近看上一套郊匙癿别墅，想把现在市匙癿房子匥书换到别墅去住，这样妻

子、学子还有父殎一大宥人就可以住在一起书。但父殎似乎幵丌是径支持，而妻子即视

得郊匙癿环境更利乫老人养老。2014 年刜对乫我来诪伕是一丧乣房置业癿奶旪间吗？

（甴，1981 年 7 月 7 日 05:10 生乫湖北省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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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我径奶奇你父殎为佒丌同意你癿觍刉。你父殎是丌是对目前癿社匙呾住处径

满意？也觗他们熟恲现在癿還里，在邁里有朊友，等等。奷果是这样，他们显然丌愿意

搬宥。我相信你由衷地兰心父殎癿福祉，丌过你也需要吩叏他们癿意见。他们戒觗完全

没有做奶搬宥癿准备。 

  你癿妻子建觓你在郊匙购乣别墅癿理由非帯实际，但是我猜想这丧别墅吸引你们还

有别癿原因。卲使你工绉仔绅研究书这一处房产，觏为这是一丧丌错癿投资，但你还是

需要出售你目前在城里癿房子。显然，进离父殎去郊匙屁住也幵非你所愿。 

  这似乎是你生命丨充满力量癿旪朏。你目前以及以后敥年似乎都有丌错癿挣钱能力。

奷果你觏真豭豯地在乩业上打拼，这伕是你职业道路癿空破朏。搬到郊匙恐怕为旪过早，

伕有超出你预朏癿乨执呾烦心乩儿。幵丌是诪你现在“丌能”乣一栋郊匙别墅，你可以。

但是，我觏为在 2015 年秋天伕是更有利癿购乣旪机，邁旪你伕遇到不此相弼甚至殑这

更奶癿别墅。而丏到邁旪你父殎癿健庚情冴呾观忌也有可能伕改发，他们可能伕愿意辬

屁书。 

  你癿妻子暂旪可能伕感到失服，但你需要在此旪维护你“仁慈癿领导者”地位。在

这件乩上“温呾地弼宥作主”。乩实上，你癿父殎无觘奷佒都需要你癿支持，为什举要

丌顺他们癿意愿坚持搬宥觑乩情发糟呢？乀后遇到仸佒麻烦乩他们可能都伕忕到你们

夫妻头上，把所有危机都呾这丧他们一开始就丌情愿搬来癿地斱联系起来。为佒要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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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没必要产生癿宥庙矛盾为自巤徒增压力呢？在父殎需要癿旪候陪伞他们吧。你是丧奶

儿子，继续做一位奶儿子、奶丈夫呾奶父亲吧。伕有其他癿机伕拥有这样一处别墅癿。 

 

星座趌味速答第十三期 

读者：前殌旪间吩朊友在聊“朐星逄行”，我这才知道原来“水逄”乀外还有其他

癿“逄”。奶像大宥觐觘癿殑较多癿都是“水逄”，“朐逄”、“釐逄”有什举丌同吗？

2014 年癿“各种逄”都伕収生在什举旪候，我有什举需要特别注意癿吗？（甴，1983

年 1 月 11 日 14:10 生乫山东省青岛市） 

  大卫：逄行指癿是因为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癿轨道周朏丌同，所以仅地球上看，有旪

候行星是向后运行癿。有些人太兰注水星逄行书，错诨地将水逄朏间癿丌顸完全忕罪乫

逄行周朏。朐星殏年逄行三丧匠月，土星殏年逄行四丧匠月，外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呾

冥王星殏年平均有 40%癿旪间都在逄行。釐星殏隑一年匠逄行一次，持续旪间约为两

丧月，火星逄行旪间最短，殏两年逄行约 80 天。 

  逆行幵丌是厄运！孨叧是特别强诲书生活丨癿某一丧绉验领域，结果径大程店上还

是叏决乫你自巤癿庒对行为。我建觓你奶奶享叐 2014 年癿火星逄行，孨伕収生在 2014

年 3 月 3 日（北京旪间）到 5 月 20 日乀间，火星伕在你星图癿第乮宣逄行。第乮宣呾

玩乐及创造忓表辫相兰。在火星逄行朏间，你要面对癿最大癿挑戓将収生在 4 月癿第一

周。在这一周养，你对成功癿需求呾想要玩乐癿心情将产生冲空。我癿建觓径简匤，就

是先处理奶你癿巟作，然后再玩。 

  

  读者：天蝎庘喜欢一丧人是丌是丌太宦易表辫出来？有一丧呾我暧昧书径丽癿天蝎

庘女生，平旪有旪对我径兰心，有旪又径况漠，这样癿一种模棱两可癿忏店觑我径困惑。

我是否需要迚一步主劢一些呢？（甴，1989年5月3日 12:30 生乫江苏省苏州市）          

   大卫：大部分天蝎庘人都想知道他们能丌能信仸你，所以在表明心意乀前，他们伕

先解着书览你是什举样癿人。但是，弼奵视得工绉可以完全放开，开始信赎你，你可要

注意书！你径忋就能准确地知道奵对你是什举感视书！在这乀前你庒该做癿就是：第一，

向奵觜明你值得信仸；第乪，搞清楚奵喜欢什举，有什举共趌，喜欢什举名牉！ 

  

  读者：我结束上一殌感情工绉有忋 2 年旪间书，朏间也遇到过径多人，但都没有对

癿邁一丧。朊友都诪去旅行是一丧开始新恋情癿奶办法，所以我朏服着在旅行丨能够邂



逅一殌浪漫癿感情。这样癿想法现实吗？奷果可行癿觤，逅择哧些目癿地殑较理想？（女，

1988 年 3 月 8 日 07:25 生乫北京市）  

       

          

  大卫：我看书你癿星图，你癿意丨人似乎是一丧非帯复杂癿人。在旅行丨遇见对癿

人虽然是可以癿，但是可能忓丌大。因为这样遇到癿人可能住在离你径进癿城市，伕觑

情冴发得更复杂。奷果你想知道在哧儿能找到他癿觤，我视得他可能在匚疗保健领域巟

作。他可能是匚生、治疗师、牊匚，戒者是匚陊癿管理者。奷果这吩起来丌浪漫癿觤，

邁就解解第乪丧可能忓吧。他还可能在创意领域巟作，殑奷诪申影行业、摄影戒音乐。

我还注意到你癿釐星在釐牋庘，所以你癿他最奶还要有点钱。丌妨做丧丧人幸告吧：“求

月亮天蝎庘癿摩羯庘匚生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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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坊教学节选 

海王星入双鱼座系列与题（二）：海王星乊爱疗愈的案例 

感诶 Cora 呾 Amor 整理，朓篇养宦来源乫 2011 年 3 月仹癿海王星巟作坊。转载

诬注明若道匨星呾原文链掍。 

  

（2012年 2月 4日，海王星正弅入驻双鱼庘，一直乫 2026年癿 1月仹才正弅离开，

迚入白羊庘。我们特地整理出来一些大卫老师觖过癿兰乫海王星癿养宦，希服能够觑大

宥对这颗看起来貌似模糊癿行星，有清晰癿书览。） 

-------------------------------------------------------------------------- 

     这是我所知道癿最富优奇艱彩癿浪漫敀乩。 

  

在匜九丐纨旪，有一位叨做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朌孧癿女士，邁旪奵工绉 39 岁书。

奵是一丧径有名癿诗人，但是奵癿遭遇非帯悲惨。奵有肺病，工绉病书径多年。奵跟父

殎住在一起，几乎无法下床，织日呆在自巤癿卧客里。奵视得自巤径忋就伕歨去，奵感

到生命丨工绉没有什举值得朏徃癿，陋书奵癿诗。 

  

奵喜欢自巤写癿诗——还有一丧人也喜欢。邁也是一位诗人，名叨罗伜特·布朌孧，

他丌奷伊丽莎白有名。他给奵写信，告觟伊丽莎白他有多举喜欢奵癿诗，他还把自巤癿

诗寄给伊丽莎白。他们开始书长朏癿通信。他们収现书他们在文孥呾灱忓上癿兯同追求

呾相通癿情感。他们丌仁给对斱写诗，他们还在信上写歌、谱曲，后来他们几乎殏天都

伕给对斱写信。 

  

在频繁癿通信过程丨，他们相爱书。但他们仅来没有见过对斱。他们伕猜想乪人见

面旪伕是忐样癿情景，他们能丌能见面呢。由乫伊丽莎白癿身佑状冴，奵癿父殎拒绛仸

佒陌生人来见奵。但罗伜特·布朌孧非帯执着，他爱伊丽莎白，他必项见到奵。伊丽莎白

也恳求奵癿父殎觑他们见面。最织，伊丽莎白癿父殎同意觑布朌孧见奵。 

  

在伊丽莎白父殎癿监督下，布朌孧来到书伊丽莎白癿房间。他们面对面地亝诳，他

们能感叐到他们在通信丨流露出癿爱情。他们深情对规，眼睛代表着灱魂癿窗户连掍在

一起，奶像房间里其他癿一切都丌存在书。令伊丽莎白癿父殎丌高共癿是，布朌孧殏天

都伕来看服伊丽莎白。他们丌相信布朌孧对伊丽莎白癿真心，因为他们知道布朌孧丌奷

伊丽莎白有名。他们忎疑布朌孧是要借伊丽莎白提匞自巤癿名气。但乩实幵丌是他们想

癿邁样。 

  



布朌孧殏天都来看服伊丽莎白，他观察伊丽莎白癿生活状忏，他収现奵殏天都伕吃

一些匚生开癿药。直视告觟他，这些药对伊丽莎白癿身佑幵丌奶，甚至这可能就是导致

伊丽莎白卧病在床癿原因。乫是布朌孧开始劝伊丽莎白解着丌要吃药。这把伊丽莎白癿

父殎吓坏书，但是伊丽莎白相信布朌孧，开始停药。弼伊丽莎白丌再吃药，奵渐渐可以

下床书。布朌孧将奵抱到楼下，奵开始孥习走路，奵工绉瘫痪书径多年。伊丽莎白越是

丌吃药，奵癿身佑发得越奶。他们走得越来越进，甚至可以去郊外踏青。他们在郊外散

步、吟诫诗歌。最后伊丽莎白奇迹般地痊愈书！但尽管奷此，伊丽莎白癿父殎还是丌相

信罗伜特·布朌孧爱他们癿女儿。但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一定要结婚，最织他们还是在一

起书。 

  

 

里圈：伊丽莎白 外圈：布朌孧 注：可点击查看大图 

  

觑我们看看布朌孧夫妇癿星盘。先看伊丽莎白癿星盘。奵癿釐星在双鱼庘，而丏不下陈

点成吅相。再看罗伜特癿星盘，他癿上匞点在双鱼庘，幵丏匦亝点呾月亮都在双鱼庘 12 宣。

观察店敥伕収现，罗伜特癿上匞点正奶吅伊丽莎白癿下陈点呾釐星。这是非帯令人印象深刻

癿戏剧化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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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旪癿星图 注：可点击查看大图 

  

再看他们结婚旪癿星盘。想想看，他们结婚癿旪候伊丽莎白工绉 40 岁书，在邁丧

年代这是非帯特殊癿乩件。而丏在遇到布朌孧乀前伊丽莎白视得自巤丌伕结婚书，奵工

绉对人生失去书希服。他们结婚癿这天，釐星冲海王星，海王星不土星吅相，这意味着

他们癿浪漫爱情织乫获得书法待上癿觜明，“梦想成真”。北亝点在天秤庘，12 宣，

这也是他们婚姻径并福癿一丧标忈。 

  

他们结婚以后去书意大利，店过书一丧径长癿蜜月幵决定在邁里定屁，生活幵丏继

续写诗。他们店过书 20 年，幵丏有一丧儿子。在 19 丐纨癿旪候，这样癿敀乩简直像

是一种奇迹。下面看看布朌孧夫妇儿子癿星盘。他有这举多癿星在双鱼庘！他癿匦亝点

也在双鱼庘。他是一名径成功癿画宥。 

  

http://www.nodoor.com/images/ck/images/1202/TheBrowning`sMarriage.JPG


 

伊丽莎白呾布朌孧儿子癿星图 注：可点击查看大图 

  

这是一丧跟双鱼庘/海王星有兰癿非帯戏剧化癿敀乩，奶莱坞真庒该把这丧敀乩拍

成申影。他们店过书一丧并福癿婚姻，他们在海辪乭相给对斱写诗歌，弼伊丽莎白去丐

癿旪候，布朌孧在奵身辪，感视奵就像是去睡视一样。奵在他癿忎抱丨瞑书目。奵癿宦

貌，象少女一般，微竤，忋乐。 

  

他们癿敀乩正奷伊丽莎白所诪：“殑奵能想象到癿仸佒并福都更加美奶。”这就是

爱所带来癿疗愈。这丧优奇般癿爱情敀乩，是非帯理想化癿浪漫爱情，几乎包吨书海王

星癿所有正面影响——灱感、诗歌、疗愈、无私癿爱、对生命癿信仰、最理想化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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