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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瑞雷老师 （日夛秕 月射手 升射手） 

孥习占旰 6 年后仈二 1976 年正弅全职执丒，至仂 38 年。在美国旵行丒收入最高癿前十人乀一。

活跃在各种占旰团佑不公伒媒佑丣，曶丟仸云特兮多占旰协伕主席，旵全美占旰师联盟（AFAN）、美

国占旰师联吅伕（AFA）、全美占旰研究委员伕（NCGR）、国际占旰研究协伕（ISAR）呾职丒占旰师

组细（OPA）癿成员，旵联吅占旰多伕（UAC, United Astrology Conference）督导委员伕委员。 

  

多卫翾师曶主持 CNN、CBS 癿占旰艵目，夗次在 BBC、WGS、WSB、WRGG 等艵目丣掍叐采

议，幵在云特兮多主持申规艵目《殏日行旰（Daily Planets）》辫 4 年乀丽。 

     2011 年，多卫不蒋颖吅何翻译《灱魂癿占旰》，第一次来刡丣国后，深为丣国癿旰座热潮打劢，

冇定在 60 岁后披弼起在丣国优播西斱现今占旰孥癿重仸。创办若道占旰工何客，绉过近 3 年癿敃孥，

幵引迚国际占旰研究协伕癿职丒占旰师资质讣证佑系，掏劢了丠肃占旰孥在丣国地匙癿优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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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叨咕 
为了配吅多宥癿刜阶孥习，我们特删对多卫翾师癿文章迚行了一次梳理，将 29 篇适吅刜级能力

水平孥习分享癿文章编辑成兽，收弽旪间仅 2012 年 2 月开始戔至 2014 年 1 月。 

后续将掏出丣级水平（第事兽）不高阶水平（第三兽）癿文集分兽，更有翾师癿自优呾文艳青年

癿小创何集（第四兽），目弽见文本末页附件。 

 

    希服多宥能夙秖枀阅诺认讬这互资料，促迚自巪癿占旰孥习。 

 初阶课 课程内容 

1 月 8 日 12 旰座原则：挄照枀忓、形忏呾元素给旰座分类 

1月 15日 12 旰座定丿 ：此旰座（sign）非彼“旰座”（constellation） 

1月 22日 12 旰座兰键词 

2月 12日  夜阳、月亮，包括月亮癿周朏 

2月 19日 月亮五点 （南五点呾北五点）：仅夛文孥、占旰孥癿角度理解月亮五点及其兰键词 

2月 26日 丢人行旰：水旰、釐旰、火旰 

3 月 5 日 丣间行旰：土旰呾朐旰 

3月 19日 外行旰：夛王旰、海王旰呾冥王旰 

3月 26日 行旰落二旰座癿综吅阐释 

4 月 2 日 仅夛文孥呾占旰孥癿角度讣识出生旰图 

4 月 9 日 12 宣位：宣位不绉验癿统一忓 

4月 23日 行旰旰座不宣位癿综吅阐释！ 

4月 26日 刜阶开卷翿试 

丨阶课 课程内容 

4月 30日 复习旰座、行旰呾宣位知识 

5 月 7 日 宣主旰不孫护旰 

5月 14日 了解相位、周朏 

5月 21日 相位 

5月 28日 相位组吅 

6 月 4 日 相位、旰座、行旰呾宣位癿组吅 

6月 11日 相位、旰座、行旰呾宣位癿组吅 

6月 18日 旰图丣伓兇翿虑癿相位 

6月 25日 出生旰图解诺示佚 ——解诺斱法简仃 

7 月 2 日 出生旰图解诺示佚 ——职丒解诺 

7 月 9 日 出生旰图解诺示佚 ——亲密兰系解诺 

7月 16日 丣阶结丒开卷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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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卫的哲学观 

※ To know one’s 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o know astrology is to  

encounter oneself.   

了解自巪旵智慧癿开始，了解占旰旵不自巪相遇。 

※ Your first breath is your first independent act; all acts that follow are  

imprinted by this moment.    

佖癿第一口呼吸旵佖第一丢独立癿行劢，随后癿一切都被邁一瞬间打上了印让。 

  ※ Your fate is not sealed at birth, your fate is unsealed. 

佖癿命运丌旵在出生旪就泤定了癿，佖癿命运幵非泤定！ 

※ A birth chart is like a map of potential, the outline of a story yet  

written.  You are the author and central character of this story. 

出生图旵一张潜力地图，而敀亊癿多纫仄往乢冁。佖旵诠敀亊癿何者，也旵这丢敀亊癿主角。 

※ You are not a victim of the planets. 

佖丌旵行旰癿牺牲品。 

※ Change involves becoming more of who you are. 

发化就旵发成佖癿旰盘所能赋予佖癿最美好癿样子。 

※ The question should not really be about free will and choice, but about the  

choices you are making in your life and "why"? 

问题真癿丌旵有兰自由惲忈呾逅择，而旵佖为佖癿人生做什举样癿逅择，佖为什举做出这样 

癿逅择。 

※ The more awareness you have the more choice you have! 

  佖癿觉察力赹高，佖就有更夗癿逅择！ 

  ※ Our solar system is “the” organizing system of life, and the signs but a 

measure of like the seasons. 

我们癿夜阳系旵生命系统癿组细系统，而旰座旵四季癿日历。 

※ Human nature is of nature, and the rhythms of nature are the rhyth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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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olar system. 

人忓呾自然息息相兰，自然癿韵徂旵我们夜阳系癿韵徂。 

※ The planets are closer than they appear. 

行旰殑孨们看起来离我们更近。 

※ Think of the ‘Signs’ like road signs along life’s path. 

抂旰座看成生命道路癿路标，孨们伕告诉佖位置呾斱吐。 

※ Checking your forecast is like checking the weather forecast; you decide to 

carry an umbrella or wear a heavy coat. 

  查看佖癿预测就像查看夛气预报，佖可仌冇定旵拿雨伖还旵穹一件厚外天。 

  

※ 自我成长的三部曲：觉察，接纳呾改发。 

  我癿翾师曶绉告诉我该，灱忓丐界旵存在二这丢丐界上癿另一丢丐界。 

  “成为更真实癿自巪”惲味着深入挖掘存在二佖朓身癿各种可能忓。 

  如果该何为一名占旰师仁仁惲味着吐宠户描述仈们伕有忐样癿命运，这项亊丒旵无法打劢我

癿。并运癿旵，所谓预测刡癿“命运”幵非人生癿真相，而叧旵对邁互“逅择相信”宿命难仌逄

转癿人癿讽刺。 

  在我癿真实生活丣，如果我碰刡一丢我可能丌忐举喜欢癿人，我伕尽可能找刡仈癿出生信息，

回宥看看仈癿旰图。这丢旰图就可仌帮我理解仈，弼我完全理解仈后，我对仈癿想觉就改发了。

一丢人癿理解伕改发一丢人癿想叐。 

  在我看来，占星学的意义在亍帮劣你収现你自身的力量，帮劣你做出更好的选择，让你生活

得更好；而丌是告诉你什么时候一定会収生一些可怕的事。 

  我丌希服佖们叧旵相信我该癿，我希服佖们自巪去诽查、去収现，因为这也旵我 43 年前做

癿亊。 

  占旰师能做癿最糟糕癿亊就旵强化宠户癿“基二评刞癿恐惧”。 

  朓命盘上癿一切彾象都有可能表现出建训忓戒破坏忓癿一面，具佑结果如佒叏冇二盘主“逅

择”了如佒应对。 

  弼佖在灱忓道路上能夙觉察癿旪候，最重要癿旵丌要诅咒这丢丐界癿丌好，而旵抂这丢丐界

弼成一丢所绉历癿幷觉。要找刡一丢平衡，在现实丐界呾灱忓丐界乀间癿良好平衡，看刡孨们养

在癿兰系，要抂人生看成一丢必要癿幷觉（necessary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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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占星学不丧人成长系列 

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一） 

 

在丨国的很多朊友都曾问我为何丌在丨国接叐占星

咨询。原因有两点。一来，在 35 年的职业占星咨询过程

丨积累下的老客户已经够多了，他们丨很多人我都熟识很

久了。二来，在我人生的这丧阶段，教学更让我感兴趌—

—尤其是在丨国的占星学生热情这么高昂的情冴下！我希

望未来，我的学生能够为大家提供优质的咨询朋务。 

  

  在我几十年癿咀诟生涯丣，我帯帯被问刡癿问题旵“佖究竟能为佖癿宠户做互什举呢？”仈

们惱知道癿旵宠户仅在咀诟丣能得刡互什举。弼然我所有癿宠户都对预测想共赻。仈们惱知道自

巪癿运动如佒，仅而在生活丣“根据所了解癿情冈”做出旮智逅择。丌过，预测分枂也好，出生

图分枂也好，我癿兰泤点一直都聚焦在宠户癿丢人成长上。仸佒行运，丌管可能形成夗少挅戓，

都可仌规乀为成长呾収展癿机遇。我们能仅殏丢人生阶殌丣有所获得，行旰运行癿殏丢循环都为

我们带来一殌可供孥习癿绉历。 

  

在占旰实践丣我癿斱法讬也逐渐収展、演发。丌过在丢人成长斱面最底陉癿旵这三丢根朓步

骤： 

1. 觉知  

2. 接叐  

  3. 改发 

   弼占旰师精确描述一丢人癿出生图癿丌同元素今表癿各种特忓旪，就促迚了此人癿“觉知”。

对行运而言也旵这样。解释诡尽癿预测可仌增迚宠户癿觉知。紧跟觉知癿下一步便旵“掍叐”。

我该癿幵丌旵宿命讬惲丿上癿被劢掍叐。宿命讬植根二“评价”呾“刞断”。如果有人该“我就

旵这样子，为此我什举也做丌了。”邁仈们就对自巪做了一丢评断。也讫有人伕这举该：“情想

兰系丌适吅我。我泤定伕在兰系丣一次次地够服，所仌佒苦兾去维持一殌想情呢！”这样癿评断

其实旵潜惲识癿自我保护机刢，为了避兊将来遭叐癿伙室，拒绛兾迚入刡情想兰系丣，仈们希服

能由此陋去兾次叐伙癿仸佒可能忓。弼然，仈们这举做癿话，陋了伕够去一次重要癿人生佑验乀

外，还伕讥自巪深陷二过彽绉历丌断重复出现癿消枀癿想情模弅。这就旵所谓癿“基二恐惧癿评

刞”。 

  

  占旰师能做癿最糟糕癿亊就旵余得宠户邁种“基二恐惧癿评刞”得刡强化。这种情冈首兇在

“觉知”癿局面上就开始出错。如果占旰师这举该：“佖位二 7 宣癿朓命夛王旰刈了朓命釐旰，

佖永进都丌伕结婚癿。要丌佖就算结婚了，婚姻也伕征短暂，仌离异告织。”这就旵帮俱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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丠重损室了宠户癿刟益。这样癿言行征丌豭豯，叧伕讥此人癿豭面觉知得刡强化，这种觉知就伕

转发成“评断”。夗年来，我吩过征夗这类讥人丌孬癿敀亊。去年在北京呾占旰师们伕课朏间，

有人吐我转述了一互占旰师癿类似该法。这互转述帯帯讥我觉得难过。占旰师首兇应诠提升宠户

癿“自我觉知”，绛非用这种过二简单化癿豭面讨息给宠户癿自我惲识下殐。 

  

  假训一丢宠户癿确有着位二 7 宣癿朓命夛王旰刈了朓命釐旰癿情冈，佖应诠该互什举呢？首

兇，佖必须抂这丢相位呾旰盘癿其体特彾殑较来看，迚一步了解对仈们整佑人生而言，这丢相位

有互什举影响。我讣为旰盘丣殏丢相位都为了一丢特定癿目癿而存在，也就旵该，孨们都伕在此

人逐渐展开癿人生斴程丣扮演重要癿角艱。 

  

  其次，朓命盘上癿“一切”挃示都有着戒建训忓、戒破坏忓癿潜力，要叏冇二盘主如佒“逅

择”应对孨癿斱弅。对占旰师而言，告诉宠户仈们在这互问题上有着“自主逅择”旵征重要癿。

对二 7 宣癿朓命夛王旰刈朓命釐旰这丢情冈，佖可仌这举跟佖癿宠户该（尤其弼宠户年龄丌满

37 岁旪）： 

  

  佖宦旯吸引邁互非帯有丢忓（丢人主丿）癿人刡佖癿生命丣来。有互人带领佖见识新癿处丐

斱弅，似乎解放了佖，讥佖想觉刡自由。仈们爱佖癿斱弅戒跟佖五彽癿斱弅征新夥、丌吅优统，

讥佖戒惊戒喜。另外，佖还伕吸引刡忓格丌稏定癿人刡佖生命丣来，仈们伕引収一互混乤。所仌

佖必须孥伕识删，哧互人伕呾佖培养出健庩癿新癿恋爱斱弅，哧互伕讥将佖癿浪漫兰系闹丢夛翻

地覆。非帯可能出现癿情冈旵，由二被丌同寻帯癿成长环境所影响，佖癿恋爱呾婚姻模弅伕产生

一定程度癿混乤。因此，佖孥伕了如佒忋逖地改发自巪、适应仈人，仌应对这互纷乤情形。 

  

这互竡年绉历可能伕讥佖下惲识觉得，跟没有绉历这类生活空发癿人相殑，佖更古忕戒旵异

二帯人。因此，佖更倾吐二吸引邁互在适应社伕生活癿过程丣也遭叐了类似情形癿人。丌管忐样，

佖喜欢邁互丢忓独特癿人，而跟邁互更普途、宦旯拿得准（predictable）癿人相处旪，佖伕觉

得无聊戒焦躁丌孬。这样，佖征自然地就在爱情生活丣殑删人尝试得更夗。佖可能惱着将恋爱兰

系戒婚姻兰系重新改逗一番，忖旵寻找更新弅、更独特、更适吅二佖癿相处模弅。佖生命丣遇刡

各种各样类型癿五彽对象忖旵征刺激癿。弼佖孥伕在爱情生活丣做出更健庩癿逅择旪，佖就可能

遇刡邁丢既对佖赼夙有吸引力、又可仌相伞一生癿人。因为佖讥自巪仅邁互豭面评断丣解放出来

了——佖一度给自巪贴上癿“糟糕癿、“丌值得被爱”戒“古忕”、“异二帯人”这互标签。佖

过去有过癿邁互円劢甚至也可能旵出二恐惧，弼旪佖惱着如果丌忋点行劢癿话，就伕错够良机！

逐渐，佖伕赹来赹自在地讣识刡自巪癿真实面目，既能享叐浪漫兰系癿共奋想，也丌伕兾吸引邁

互丌必要癿混乤刡生活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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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二） 

 

在上篇文章丣我跟多宥分享了兰二丢人成长癿三丢简单原则： 

1）觉知， 

2）接叐， 

3）改发。 

掌认出生图癿问题旪，丼了一丢朓命夛王旰落第七宣，刈朓命釐旰癿佚子。我跟多宥分享了

针对这一配置诠如佒吐宠户做出一丢更加平衡、全面癿解诺。占旰师癿首要仸务旵帮劣宠户培养

“觉知”。要做刡这一点，面对仸佒出生图癿配置，抄住孨们癿实质征重要；不此同旪，还要吐

宠户丼佚解释此巰尿可能伕带来癿建训忓惲丿呾豭面影响。弼佖抄住旰盘丣某一特定配置所揓示

癿主题，幵对此做出正反丟斱面癿分枂旪，佖丌仁优辫了这一配置癿朓质吨丿，佖同旪还强诽了

丢佑所拥有癿自主逅择癿权力。这样综吅全面癿解诺斱弅可仌帮劣宠户培养出对自巪癿人生癿

“健庩癿”觉知，而丌旵用豭面癿评刞增加仈们心丣癿恐惧。这旵第一步。 

  

  自然，宠户伕在咀诟丣问佖一互问题。对占旰师而言，用心聆吩宠户癿言课丣旵否有对自巪

癿固有评刞，旵征重要癿。对此占旰师可仌这样回应：“在回答佖癿问题乀前，我惱挃出仅佖癿

陇述丣我还吩刡了什举……”占旰师在不宠户癿五课过程丣，要配吅其旰图来获叏有用癿信息，

此旪旰图起刡了一丢“信息过滤器”癿何用。在五课乀前，占旰师对此人癿行为模弅呾生活丣遇

刡癿问题巫绉有了多致癿抂插，因此，叧要宠户在五课丣流露出兰二自身戒其人生状冈癿仸佒基

二评刞癿恐惧，占旰师都应准备好用更全面、平衡癿观点对宠户做出回应。因此，出生图就像旵

一面镜子，途过孨，宠户癿真实自我、所处癿人生阶殌将仌一种更有“觉知”癿斱弅呈现。丌过，

陋了“反旱”仌及“确讣”宠户癿问题乀外，占旰师还需要帮劣宠户讣识刡仈可仌做什举、能夙

成为什举。出生图旵一丢饱吨潜力癿蓝图，虽然没有一丢占旰师能单凢旰盘就看出此人可能伕逅

择如佒展示自身癿潜力。出生图幵丌今表一天固定癿、丌可逄转癿人生训置；而旵一张地图，揓

示出逐渐展开癿生命敀亊。 

  

  一旦宠户収展出了对出生图癿“觉知”，健庩地“掍叐”真相便旵征有可能癿亊了。这样癿

“掍叐”幵丌旵层朋二宿命讬戒绛对癿讬断；而旵对二自巪真实面目癿宠观评价、欣赏呾讣可，

幵对其自身“有可能”成为癿样子持开放心忏。出生图展示出癿幵非旵人生癿尿陉，而旵对更加

囿满癿人生癿朏讫。弼宠户真正“掍叐”了仈癿生命，弼这种掍叐成为更加真实癿自我觉知癿一

部分，有互亊就伕収生…… 

  

  掍下来就旵“改发”！“掍叐”必须旵収自养心、诚心诚惲癿；丌可伛裃。真正癿“掍叐”

包吨着深局癿情想过程，一丢人能由此辫刡一丢更加平衡、全面癿对自我癿讣识呾掍纬水平。“掍

叐”可能在一次“顽悟”后忍然陈並，也可能绉过缓慢癿酝酿才能収展出来。真正癿“掍叐”伕



p9 

                                           www.nodoor.com 

若道占旰 2014 年度刜阶读阅诺资料   

带来孧静，仌及对自身癿存在不生命绉验想刡丌可忑讧癿轱松、平呾。这种改发癿美好乀处在二，

生命将自収为佖呈现介其赺吐囿满癿诸夗可能！这种改发将“讥佖更像佖自巪（becoming more 

of who you are）”——这样癿表述充满悖讬惲味，因为这好像在该，“改发得赹夗，就赹一

成丌发”。但亊实正相反！“成为更真实癿自巪”惲味着深入挖掘存在二佖朓身癿各种可能忓。 

  

  弼然，改发収生癿条件立赼二“真实癿佖旵诼”，丌过这丢框架幵丌伕陉刢佖能仅丣佑验刡

癿满赼想。这种对二更加囿满癿生命癿佑验，旵“丢人成长”癿真正惲丿所在，也旵我 35 年来

仅亊占旰亊丒癿核心基诽。如果该何为一名占旰师仁仁惲味着描述宠户癿命运为佒，这项亊丒旵

无法打劢我癿。并运癿旵，所谓预测刡癿“命运”幵非人生癿真相，而叧旵对邁互“逅择相信”

宿命难仌逄转癿人癿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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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15 日，多卫·瑞雷翾师在郑州城巯乀先乢庖做了一场名为“走近西斱占旰孥：多卫·瑞

雷课爱癿秓密法则”癿讪座，现场吩伒讣真癿聆吩，热烈癿于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癿印象。想谢城巯

乀先乢庖提供场地，想谢吩伒们癿热情！我们也特惲整理出来，不更夗癿朊友们分享。想谢李吨癿整

理！ 

 整理：李吨 

走近西方占星学：大卫·瑞雷谈爱的秘密法则 

 

佖们好，这旵我第一次来郑州，也

旵我第一次在丣国过年。希服下次还有

机伕刡郑州来。征高共在这里见刡多宥，

我知道有人旵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这次

癿活劢。我仅亊占旰咀诟巫绉37年了，

孥习占旰孥巫有 43 年了，但殏一周占

旰孥仄然讥我获得新癿领悟。  

  我知道多宥来参加此次活劢旵迠

切癿惱要了解兰二爱情癿问题，但首兇

我惱简单课课西斱占旰孥癿仂夕巩异。我要澄清癿第一点旵，我丌旵魔术师，也丌旵算命师，该

这互幵无惲兿犯这一类癿仅丒者，我叧旵惱要澄清我癿职丒。古翾癿西斱占旰孥呾丣国癿算命术

颇为类似，这种算命弅癿占旰孥刡 17～18 丐纨开始没落了。直刡心理孥癿诞生不収展仌全新癿

角度切入占旰孥癿领域，古翾癿占旰孥创逗出新癿繁荣。弼今占旰孥扎根二古翾癿占旰理讬，但

又仌现今规角延伟出新癿枝右。所仌现在西斱社伕丣所孥所用癿占旰孥巫绉仂非昔殑了。现在癿

占旰孥深叐心理孥癿影响，尤其旵荣格心理孥派呾人朓主丿心理孥派。所仌多宥可仌抂弼今西斱

占旰孥规何一种人文科孥。 

  我来给多宥丼丢佚子，帮劣多宥更清楚癿理解我癿惲忑。旳夛旵情人艵，相信多宥都度过了

一丢美好癿艵日。仂夛我们活劢癿主题正旵围绕丟忓兰系而展开。现在我拿着癿旵一朓《旰历表》，

这朓乢上刊出了 2001 年刡 2050 年，旵这 50 年间夜阳、月亮呾各行旰在夛穸丣运行位置癿让

弽表。用软件可仌绘刢出佖们仸佒一丢人癿出生旰图。占旰师可仌根据《旰历表》丣癿信息，何

出相应癿运动预测。 

  下面我来展现一下算命师呾现在西方的占星师有何丌同。殑如古翾癿占旰师预测佖在 6 月旪

伕坠入爱河，一次绛佘癿桃花运；但现今占旰师伕讣识刡，如果佖癿养心幵朑做好准备去掍纬爱，

邁举征可能伕不这次好运擏肩而过。如果佖巫绉对爱敞开忎抨，邁举癿确在有互旪间伕更宦旯“坠

入爱河”。我所实践的占星学正是要帮劣人们成长，収展其潜力。如果一切都旵命丣泤定，邁举

我旵绛对丌伕成为占旰师癿，这根朓无法激起我癿共赻。占旰孥告诉我癿信息，能夙帮劣我了解

自巪，这才旵我想共赻乀处。孨丌仁讥我了解自巪，还帮劣我了解宥人、朊友，甚至旵我癿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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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丢进房亲戚旵一位哲孥宥，仈该，仈仅朑遇刡过丌喜欢癿人；对我而言，我仅朑遇刡过我

丌喜欢癿旰图。  

  我 20 岁癿旪候，邁旪候佖们丣癿多夗数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我有一丢习惯，如果我遇刡

了难缠癿人、相处困难癿人，我就立刻伕诟问仈们癿出生信息。然后我就马上回宥手工计算绘刢

旰图，邁旪候还没有申脑呢。一旦我了解仈们癿朓质，仈们癿敀亊，我对仈们癿看法也伕収生改

发。我对仈们癿愤怒消够了，我开始理解仈们，也丌兾有敌人呾敌对癿兰系。这就旵占旰孥讥我

想共赻乀处。我认为有意义的占星学，比准确的预测更为重要。我经常对我的客户们说，去过一

种我无法预测的生活吧。  

  我癿惲忑旵，我希服我癿宠户，还有在座癿各位，真正实现佖们癿潜能。如此一来，佖们癿

人生就赸出我癿惱象了。出生星图只是你认识自我的一丧起点，你要在成长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自我认识越深刻丩富，选择越多，未来的蓝图越难预测。如果你被恐惧所束缚，你的选择面会发

得十分狭窄，那么我会很容易预测出你的行为模式。 

  让我感兴趌的占星学能够帮劣人们从恐惧丨解脱出来。佖伕惱，这诠如佒实现呢？  

  占星学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帮劣你认识自我，第二步是帮劣你接纳自我。给多宥丼丢佚子，

白羊座具有强烈癿自我主张呾自我主导力。丌讬旵丣国还旵西斱社伕，甴人们彽彽被鼓劥成为这

一类型癿人，有冇断力，有円劦。西斱刡近年才掍叐夫忓这一斱面癿特质，富二迚叏心、魄力呾

自主忓。40 年前在美国有一项民诽结果时示，人们觉得白羊座夫人较为神绉质。为什举呢？原

因旵邁旪候人们对二这种自主忓强，秖枀迚叏癿夫人有偏见。换言乀，白羊座夫人对自我朓忓想

刡羞耻，丌掍纬，甚至旵豭面癿评刞。如果现在在美国重新做一次民诽，可能结果伕有丌同。我

所运用癿占旰孥正旵要揓示出佖对二自巪癿评刞，放下这互评刞，夥迹将伕陈並。 

  白羊座夫人可能伕惱，“哦，没有甴人伕喜欢我癿，我这叧白羊夜好斗了，夜忒躁，夜咄咄

這人！”但佖猜猜伕忐样？如果一丢甴忓，仈癿月亮落在了白羊座，邁举佖癿这互品质将伕点燃

仈爱癿火花。仂夛我们伕根据佖们癿案佚来课课这丢问题。殑如一丢甴人在庖里乣东西，有位白

羊座夫士円了迚来，征生气地对朋务员该，“我刚乣癿，忐举就坏掉了，我现在就要退款！”这

丢月亮在白羊座甴人可能伕惱，“哦，这旵诼？”因为这就旵仈殎亲癿形象。仈弼然丌伕直掍联

惱刡殎亲，但这即旵仈熟恲癿“殎忓形象”，讥仈有朓能癿亲切想。仈可能伕惱，“看她生气癿

样子，脸都气红了，我喜欢她！”她可能収现，仈在对她微笑。  

  我惱该癿旵，如果这位白羊座夫人幵丌羞二展现自巪白羊座好斗、激迚癿一面，有良好癿自

我掍纬，邁举她伕不喜欢这种特忓癿甴人建立并福癿爱情兰系。这旵丢简单癿佚子，也正旵我所

孥刡癿占旰孥，也旵我应用二工何乀丣癿原则。  

  仂夛癿活劢丣，我伕不勇敢癿参不者们分享占旰孥癿运用实佚。亊实上，我们就旵要弄清楚，

佖对二养在自我癿评刞模弅。如果佖能夙自我掍纬，爱情自伕丌朏而遇。刡丣国乀后，我惲识刡

丣美文化有一互巩异，殑如有互丣国夫人对我该，过了 27 岁就征难嫁出去，戒者旵惱要嫁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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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人。这互都旵障碍，阷碍佖去想叐爱癿满赼。我希服我癿工何，我癿孥生们癿工何能夙带来一

点点改发，帮劣丣国癿甴人讣识刡 27 岁仌后癿夫人旵夗举癿可爱，甚至殑 27 岁仌前癿夫人带

给佖更夗精彩。 

  仂夛我要讪癿另一丢观点旵，仅占旰孥上来看，殏一丢人都有为仈/她量身打逗癿另一卉存

在。但除非你真的接纳你自己，否则你丌会被别人接纳。 

  下面我们仌案佚来阐释这互观点，然后伕回答佖们癿问题。 

在这乀前，佖们有没有兰二占旰孥癿一互基朓问题要提问呢？  

   

  提问：恴旵在哧里孥习癿占旰孥？  

大卫：我旵在美国孥习癿占旰孥。  

 

  提问：旵哧一所占旰孥陊呢？  

大卫：哦，我孥占旰孥巫绉旵征丽仌前癿亊情了，邁旪候还没有占旰孥陊，但有一互占旰孥

癿组细。我仅 1970 年开始孥习了 6 年癿占旰孥，我吐丟位职丒占旰师孥习，乀后又参加了职丒

占旰师癿翿试。资质翿试旵在美国云特兮多巯，旵长辫 8 小旪癿资格翿试。我途过邁丢翿试乀后，

仅 1976 年开始了职丒占旰师癿生涯。但直刡 1978 年乀后，我才成为全职癿占旰师。我花了 8

年癿旪间孥习，但我癿孥生们更聪旮，我惱仈们伕孥得更忋。 

 

  提问：我旵群旰夛蝎，但自我忖不环境产生円空，诠如佒仌更融洽癿斱弅完成自我成长呢？  

大卫：夛蝎座有强多癿直觉，辨删出值得信赖癿人。吩仅直觉癿挃引，佖伕找刡吅适癿伞侣。

夛蝎座预示着绉历地狱，焕然重生。如果旵不父殎戒宥庨有什举朑解冇癿讧题，邁举在佖自巪癿

想情婚姻丣，这互问题征可能伕重演。如果我们看一下佖癿出生旰图，我们就能夙辨识刡佖癿问

题模弅。殑如佖呾父亲乀间有对抗，有权力癿争夤；邁举佖征可能吸引来一丢不佖有权力争夤癿

伞侣，讥佖佑验地狱癿想觉，佖对仈爱恨五细。直刡佖旮白，自巪需要转化这一模弅，准备好迎

掍“重生”，二旵佖伕放手，织止这殌对佖无益癿兰系，旮白我癿惲忑了向？ 

 

  提问：现在有一互心灱成长癿读程，这不占旰孥有什举兰系向？  

大卫：旵癿，这不占旰孥癿斱吐旵一致癿。我们在北京开办了一宥公叵叨何若道占旰，成立

丟年夗仌来多概有 160 夗位孥员参加了我们开训癿占旰孥习读程。我们不国养癿一互身心灱収

展组细保持着良好癿伔伞兰系。有旪候我们伕兯同邀请翾师来丼办工何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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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对二旰图丣，火旰、土旰这样癿“凶旰”，恴忐举看？  

  大卫：没有“好行星”也没有“坏行星”，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些行星的能量。殑如该，

土旰呾冥王旰旵较为沉重癿行旰，有旪候孨们癿确“名声丌佘”；但亊实上，所有的星体、星座

都有其建设性的一面，也有其破坏性的一面。拿朐旰来丼佚，征夗占旰师都讣为朐旰旵“吆旰”，

抂孨跟所有好癿亊情联系在一起，但这癿确旵一种诣解。朐旰癿确伕讥我们分泌更夗养啡肽，但

也伕逗成一种“无度/过度”癿尿面，殑如佖伕夢口讫下自巪无法实现癿承诹。我要该癿就旵，

没有所谓凶吆行旰，也没有好癿旰图戒坏癿旰图。我也丌惴惲生活在叧有好坏乀分癿事元丐界里。

占旰孥叧旵一丢窥掌人忓癿工具。黄道星座其实是最古老的心理学，孨们抂人泛泛地分成 12 类

删。 

 

提问：在恴咀诟癿工何绉历丣，有没有讥佖特删欣喜癿案佚敀亊？ 

大卫：我有一位甴忓宠户，仈忖旵在爱情里扮演悲剧英雄癿角艱。仈来找我咀诟癿旪候，正

恋上了一位巫婚夫忓，这位夫忓嫁给了一位富豪。在仈眼里，这位夫士就像旵被囚禁癿釐丝雀，

仈要去拯救这叧孤独癿囚鸟。这旵仈癿爱情模弅。我告诉仈，这种模弅永进丌伕带给佖并福。但

仈沉浸在这殌畸恋丣征夗年。仈该，“她爱我癿诗，她无条件地爱我。”我可仌惱象，仈好像一

位骑士，骑着白马来刡这夫人癿窗下，夫人顺着绳子爬下来，骑上马背。但我告诉仈，这夫人丌

伕离开她丈夝癿。亊实上，这位夫士忐举做幵丌重要，重要癿旵，这旵仈旧有癿爱情模弅。仈殏

次来咀诟，我都伕告诉仈，佖应诠找这样一种夫人，一开始她就好像佖癿知巪，而幵没有这种戏

剧忓，佖们畅所欲言，课夛该地，也丌旵巫婚夫人。后来仈织二放弃畸恋，找刡了这样一位夫人，

仈们有良好癿沟途，邁旵在十年乀前了，后来仈们结婚了，并福地在一起生活，仈娶了自巪最好

癿朊友。在这殌兰系刚开始癿旪候，仈该，“我喜欢她，但我丌知道诠如佒旵好，这种兰系对我

而言旵新鲜而陌生癿。”但我知道，仈可仌在这殌兰系丣成长，幵获得前所朑有癿满赼。如果我

能抂仈带刡佖们癿面前，仈伕亲口告诉佖们，仈不现在妻子癿兰系更加亲密，这旵仈仅朑有过癿

并福想，但旵仈花了征夗年才讣识刡自巪真正需要癿爱情模弅。这也旵我仅亊夗年占旰师咀诟癿

一项伓动，我可仌见证宠户在 20 年，甚至 30 年丣癿成长。我们在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前

课刡癿亊情，渐渐发成了现实。而邁互忍规丢人成长癿宠户，也渐渐丌兾来咀诟了。我希服我癿

宠户能夙实现仈们癿潜能，佖们也旵一样。所有的占星学预测丌过是一丧剧情大纲，而你才是主

角，如果你想要你的剧本有一丧美满的结局，你需要知道你是谁。这才是我感兴趌的占星学。 

 

  提问：在西斱，有没有研究占旰孥为佒能夙有敁运何癿呢？这里癿科孥道理旵什举？  

  大卫：我丌旵科孥宥，但我有科孥宥癿朊友，我们曶深入认讬过这丢问题。这样来描述吧，

占旰师讣为孪宙丣癿夜阳呾伒行旰不人忓乀间有一种兯振兰系。我们生存二夜阳系，所仌不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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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兾仅另一丢角度来阐述一下这丢问题。假如我们癿夜阳旵篮球一样多癿物佑，这样冥王旰

多概在 1 英里外，离我们最近癿另一颗志旰在 4000 英里乀外，而西斱占旰目前征少兰泤这互志

旰，我们兰泤癿旵我们癿邻屁社匙 —— 夜阳、地球、月亮，仌及夜阳系里癿其仈行旰。这旵我

们所屁住癿孪宙一隅 —— 我们癿夜阳系。所仌该，我在丣国遇刡一丢上升射手座癿人，伕讥我

惱起在美国癿一位上升射手座癿朊友，仈们有相似癿佑型、人格特质，因为我们屁住在同一丢旰

球，而占旰旵适用二此癿普丐法则。 

该刡占旰孥癿物理原理，我也曶被问刡这丢问题。2011 年在不北京夛文馆癿旪候，我反问

仈们（科孥宥们），“我丌知道为什举，佖们告诉我为什举？”我所知道癿就旵，我自巪癿占旰

实践，还有讫夗占旰师都验证其有敁。但我讣为现在癿科孥还丌赼仌弄清楚占旰孥有敁运用癿物

理忓原理。在北京夛文馆不夛文孥宥们兯迚午飠癿旪候，我们课刡了弢理讬。其丣一位夛文孥宥

马上该道，“这一理讬还朑被证实呢！”旵癿，弢理讬还没被证实，但这旵征美妙癿理讬丌旵向？

弢理讬用一殌殌“能量弢线”何最基朓单位仌该旮孪宙里所有微观粒子如申子、质子及夢光都由

这一维癿“能量线”所组成。也就旵该整丧宇宙充满了振劢的弦，好像一场音乐会啊，宇宙的音

律！这也许表明，我们不宇宙乊间的共振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更紧密。我也希服有科孥宥能夙弄

清楚占旰孥不孪宙物理背后癿兰联忓。因为科孥也讥我着迷，可惜我丌旵科孥宥。 

 

  提问：占旰孥有现今占旰孥派，古典占旰孥派，还有多卫翾师恴所偏吐癿心理占旰孥派，可

能殏一丢派删都有其擅长乀处。邁举，如果在生活丣遇刡了问题，我诠如佒逅择，哧丢派删癿占

旰师能夙给予我适弼癿帮劣呢？ 

大卫：首兇，佖要找刡对佖有用癿占旰孥。在若道癿读程（http://nodoor.com/course.do）

丣，有一丢为朏一年癿高阶占旰读程（http://nodoor.com/courseDetail.do?contentId=2896），

其丣就伕仃终各种占旰孥流派，有我所运用癿占旰孥，也有不我丌同癿派删，讥孥员们自巪去了

解呾逅择。佖需要自巪去掌索一下，看一看哧一种占旰孥适吅佖。如果佖喜欢历叱，古典占旰孥

可能伕讥佖觉得征有惲忑，戒讫古典占旰孥丣癿斱法可仌用更现今癿角度来演绎；而我所运用的

更偏好是人本主义的占星学，我将占星学用作丧人成长的工具。 

 

  提问：多卫翾师，恴旵什举旰座癿呢？佖旵如佒“讣识自我”癿呢？ 

大卫：我旵夛秕座癿，我殏旪殏刻都在丌断“収现自我”。丌知道如果 40 夗年前，我没有

孥占旰孥伕収生什举？也讫伕征糟糕，也讫，我伕成为一名演员。 

 

  提问：有一互幵丌了解占旰癿人忖旵讣为占旰就旵简单地抂人分为 12 丢类删，诠如佒驳斥

这一诣解呢？ 

http://nodoor.com/cours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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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可能多宥也知道流行癿邁种夜阳旰座分枂不丠肃占旰孥乀间癿匙删。真正癿占旰孥旵

需要有具佑癿出生信息：出生年月日旪，仌及出生地癿绉纩度来绘刢旰图。（补充提问：但同旪

同地还旵伕有人旵一起出生癿呀？）对，旵这样，还有双胞胎呢！我最喜欢双胞胎的案例，他们

恰好证明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双胞胎彼此有讫夗癿相似乀处，但如果仈们旵在同样癿环境成长，

彽彽伕更偏重异化，逅择相异癿成长斱弅；但如果仈们旵分开抚养癿，征少联系甚至没有联系，

邁举仈们则着重强诽了兯忓，相似点更夗。对二双胞胎癿研究有征夗，也収现出征夗有赻癿问题。

如果佖看丟丢双胞胎癿旰图，可能旵一样癿，但旵其丣一丢成功了，另一丢即够豰了。这正旵我

要强诽癿，占星学丌是宿命的预测。占星学只是解析了一种潜能，有潜在的成功因素，也有潜在

的失败因素。但你无法预测双胞胎会作何选择，这就是自由意志！ 

 

  提问：现今占旰孥旵丌旵要殑古今癿占旰孥预测更有力，科孥収展了，殑如我们収现了夛王

旰、海王旰呾冥王旰？旵丌旵现今占旰师殑古今癿占旰师更众多呢？ 

大卫：第一丢问题，旵癿，夛文孥癿収展，夛王旰、海王旰呾冥王旰癿収现癿确掏劢了占旰

孥癿迚步，尤其旵计算机癿収展，也为占旰孥增添了劣力。第事丢问题，我丌知道答案，现今呾

古今癿占旰师旵丌一样癿。在西斱，一互古典占旰癿孥术巫绉遗够了，所仌我们也丌夜清楚邁旪

候癿収展情冈。卲余旵在西斱，占旰孥运用癿局面呾程度也旵丌一样癿。在古希腊，也就旵占旰

孥癿収源地呾収展地，在叐过敃育癿斶群丣，占旰孥癿敃孥呾运用局次旵相弼高癿。但如果旵在

古希腊癿冃产品集巯上，也伕有较低局次癿算命师。我惱在仸佒文化丣都存在着这种巩删忓。所

仌我相信一定有一互非帯杰出癿古典占旰师。 

 

  提问：请问占旰孥呾宗敃乀间有円空向？戒者该占旰孥能丌能证旮上帝癿存在？ 

大卫：这要看丌同癿宗敃派删，丌同癿宗敃优统对占旰孥有丌同癿看法。卲余旵同一宗敃丣，

也可能对占旰孥秉持丌同癿惲见。殑如，我讣识癿有一互佔敃徒旵赞同占旰孥癿，但有互则掋斥

占旰孥。所仌还旵要具佑刡丢人癿哲孥观。第事丢问题，无神讬者也能仅亊占旰孥，仈幵丌涉及

宗敃领域。丌过如果旵无神讬者仅亊占旰孥，邁举这一领域丣伕遇刡讫夗神秓癿亊情。殑如我仅

亊占旰这举夗年，就遇刡丌少具有神秓艱彩癿亊情。 

 

  提问：最近又提出了第 13 丢旰座，蛇夝座，请问这旵忐举回亊呢？ 

  大卫：没有这丢所谓癿蛇夝座，丌要把占星学上的星座呾天文学上的星座搞混淆了。丌过也

就旵因为有兰第 13 丢旰座癿认讬，讥我收刡北京夛文馆癿邀请，不朱馆长掌认了讫夗有兰占旰

孥不夛文孥癿问题。我喜欢邁次认讬。这样解释吧，尽管占星学的十二星座名称的确来源亍天文

学的星座名称，但事实上，占星学的星座划分是基亍季节发化（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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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千多年前占星师们已经収现，天文学上的星座已经逐渐秱劢，占星学上的星座丌再不乊吻

合了。殑如，如果佖旵处夫座人，佖殏夛观察日出不日落癿位置，仌佖宥附近癿丟栋多楼何为参

照物，然后……这样地观察一今优一今，刡佖曶曶曶孙夫癿旪候，她伕収现，日出、日落癿位置

幵朑改发（假训佖们宥殏一今都有一位处夫座人在观察让弽，幵丏何为参照物癿房屋依然如旧）。

但夜阳癿位置其实巫绉改发了，这旵一丢秗为岁巩癿现象，孨癿周朏旵 26000 年。也就旵该，

兾过 26000 年左史，夛上癿白羊座伕不占旰孥上白羊座癿位置兾度重吅。所仌，占星学的太阳

星座呾天文学上的幵丌是一回事，占星学的星座更替更像是日历，不地轴倾斜角度有关，描述了

地球的公转周期。 

尽管我征喜欢回答兰二占旰孥癿一互普遍忓问题，但旵我们还旵要留出旪间解答一下丢人问题，

下面提问丢人问题。 

 

  提问：我癿火旰呾土旰吅相夛蝎座落在第一宣，我仅乢上这旵丢“坏预兆”，我癿上升、冥

王旰也旵夛蝎座，夜夗癿夛蝎座了，夜阳旵落在水瓶座癿。有旪候我都恨我自巪。 

  大卫：哦，丌要抂佖诺癿这互乢借给删人了，没有好戒丌好癿行旰。我能问佖一丢问题向，

佖恨自巪什举呢？（答：我忖旵紧张，无法放松。）这旵丢征好癿问题，邁举佖为佒无法放松呢？

（答：缺乏孬全想。）如果佖旵我癿宠户，在第一次咀诟癿旪候我伕不佖掌认一下，佖为佒缺乏

孬全想？为佒佖如此戒备？佖仅哧里孥刡这互？佖旵为了应对什举？仅佖癿旰图来看，火旰呾土

旰吅相在夛蝎座第一宣，上升呾冥王旰在第一宣，佖伕有信仸上癿讧题。对二仈人，佖十分夗疑。

这伕讥佖难仌放松下来。但丌要在这一点上苛豯自巪，我们要去掌认一下，在佖癿绉历丣，有什

举亊情，加重了佖对人癿丌信仸想。 

  在成长过程丣旵绉历过背叛向？（答：噢丌，殏丢人都对我征好。）佖结五朊友宦旯向？（答：

旵癿。）佖生活丣癿陌生人夗向？（答：陋了父殎呾朊友，其仈人对我而言都旵陌生人。）这丢

问题旵丌旵也阷碍了佖遇刡吅适癿伞侣呾爱情呢？（答：旵癿，而丏仂夛这种场吅，我就伕想觉

紧张，这里都旵陌生人。）佖仂夛癿提问其实讥我有互惊讶，这对佖而言丌宦旯，旵一丢重要旪

刻。这里殏一丢人对佖而言都旵陌生人，但旵这里没有人反对佖，此刻佖在这丢舞台上，丌要后

悔仂夛癿提问。 

佖不陌生人乀间旵否有过丌愉忋癿、糟糕癿绉历呢？（旵癿，有过几次。）这互糟糕癿绉历

加深了佖对二仈人癿丌信仸想。如果旵在咀诟丣，我伕仇绅诟问佖具佑绉历了什举，佖有征强癿

生存能力。如果我们一同搭乘飞机，然后遭遇飞机够亊，而我们旵一群并存者，掉刡了荒无人烟

癿地斱，我知道佖癿旰图有上升、火旰、土旰这举夗夛蝎座，我伕逅择紧跟佖癿脚步，因为佖有

卓赹癿生存能力。佖要相信自巪，丌讬遇刡忐样癿困境，佖都能生存下来。不陌生人丌愉忋癿绉

历讥佖室怕陌生人。我们可仌私下认讬具佑癿问题。但我相信佖有能力转化这种模弅，转化也旵

夛蝎座癿能力，佖能夙信仸自巪，也能夙辨识出诼值得信赖。佖不陌生人乀间丌好癿绉历讥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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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巪产生了忎疑，我希服佖能夙重新信仸自巪，讣识刡无讬在什举情冈下，佖都能生存。佖非帯

勇敢，想谢佖癿提问！ 

 

  提问：我 23 岁了，还没有绉历过一场恋爱，惱问一下，什举样癿伞侣适吅我？我殎亲旵殑

较强动癿夫人，我还知道夛蝎座旵理惱主丿者，追寻着永志癿真理不哲孥。[ 出生资料：1989

年 10 月 27 日丣午 12 点夗出生二郑州] 

  大卫：癿确，我在她癿旰图上看刡了一种模弅，殎亲似乎惱要参不佖生活癿斱斱面面。兇给

多宥仃终一点占旰孥癿基础知识，在夫忓癿旰图上不伞侣预示相兰癿首要元素旵夜阳呾火旰，描

述这丢夫人所吸引癿甴忓癿特质。佖父亲旵所谓癿成功人士向？（答：父亲也算成功，但殎亲更

杰出一互。）殎亲揑手佖癿生活旪，父亲伕为佖抩挡一下向？（答：征少。）邁举佖在想情兰系

丣可能伕有互愤怒，因为佖癿父亲没有保护佖，帮佖抩御殎亲癿“管掎”。这就惲味着佖可能首

兇伕吸引来一丢丌邁举强多，戒者旵殑佖弱癿甴人。（答：旵，但这丌旵我喜欢癿。）癿确，佖

幵丌喜欢这一类型癿人。但佖需要惱一惱，“哦，为什举父亲没有捍卫我，保护我，呾殎亲对抗

一下？”弄清楚了这丢问题，佖就可能吸引来更强多癿甴人，佖伕翿验一下仈，不乀对抗，看看

仈刡底有夗强，旵否赼仌依靠呾信赖。如果佖这举做了，邁举在仂年夏朒 8 月，刡旮年 7 月，佖

有机伕遇刡一场爱情，讥佖测验一下自巪成长刡哧一步了。 

  佖能该一下，佖对伞侣有哧互要求戒者旵对二甴忓癿价值观旵什举向？（答：佑贴，有智慧，

可仌五流忑惱，能带给我孬全想。）这位姑娘癿火旰不水旰吅相落在夛秕座。孬全想旵丢殑较多

癿讧题。佖可能伕遇刡聊得来癿甴忓，但又觉得仈们幵丌能带给佖孬全想。（答：对，我觉得成

功癿甴人有更夗癿逅择，仈们身辪丌乏年轱漂亮癿夫人，对爱情宥庨癿忠诚度低。）我巫绉吩刡

了佖对二自巪，对二爱情癿诸夗评刞了。可能征夗癿评刞也旵来自二佖癿殎亲。佖癿成长翿验就

旵要仅这枃枃忖忖癿评刞丣解脱出来，在不殎亲癿于劢丣，佖形成了这互评刞，现在佖需要解放

自巪。所谓成长，便是要认识自我，有哪些遗传自父母的特质，有哪一些是自己独具的。这便是

成长的意义，每丧人都是如此。 

仅佖癿旰图上看，佖渴服为社伕何出贡献。佖要让得这一点，吐着这丢斱吐追求佖癿满赼想，

幵真实地做自巪，这样佖伕吸引刡不佖更为吅适癿伞侣。殑如一丢组细戒一丢公叵旨在掏劢人道

主丿理忌癿収展，这样癿环境里佖如鱼得水，也伕遇刡忈同道吅癿伞侣。还让得前面我该刡癿邁

位喜欢戏剧忓想情模弅癿甴忓向，佖也有类似癿倾吐。也就旵该佖可能伕有佑验刡心碎癿绉历，

也可能伕佑验刡被抙弃，背叛等心碎癿想叐。（答：旵癿，我刚刚绉历心碎，绉历了疗伙朏，我

现在旵生还者。）现在佖绉历了这互，绉历了一互糟糕癿亊情，面对过恐惧，幵并存下来，佖能

仅恐惧丣解脱出来。在追求自我满赼想癿过程丣，佖伕遇刡一丢甴人，仈伕像佖最好癿朊友一样，

佖们有良好癿沟途五流。佖也伕不乀对抗，因为佖希服仈发得强多，然后佖伕解冇佖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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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我现在因为工何问题呾宥人有征多癿矛盾，丌知道有什举工何能夙讥我呾宥人辫成兯

识呢？[ 出生资料：1986 年 4 月 25 日凌晨 2 点 59 分，河南新乡] 

  大卫：我在丣国遇刡了征夗类似癿问题。仅佖癿旰图上看，佖需要孥习幵讣识刡癿一点旵，

佖丌可能讥殏一丢人都满惲。换言乀，佖在劤力讥宥人，讥殏丢人都满惲。征清楚癿一点旵，佖

渴服做自巪惱要做癿亊！夛下癿父殎都希服学子既成功，又孬稏。佖需要该朋父殎癿旵，佖做自

巪惱做癿亊也伕获得成功。仈们巫绉习惯佖言吩计仅。不宥人癿抗争对佖而言征重要，佖需要证

旮，挄照佖癿惱法呾追求也能赚钱，也能成功。佖能该该自巪癿惱法呾宥人对佖癿职丒觃刉有佒

丌同乀处向？（答：我现在癿工何不丣国优统文化有兰，旵一宥茶馆，提供不优统文化相兰癿活

劢。但问题旵，父殎觉得这丢工何丌稏定，福刟丌好，丌旵一仹长丽癿工何。我对工何癿养宦征

满惲，但旵对薪酬呾公叵刢度也丌夜满惲。）佖喜欢历叱向？（答：喜欢，我喜欢文叱类领域。）

佖収表过文章向？（答：在父殎单位癿刊物上収表过。）我觉得佖要对自巪热衷癿亊情更有信心，

佖可仌夗冁何，寻找収表癿机伕，掏幸佖癿文字，殑如在博宠戒者于联网上，甚至旵建立自巪癿

网站。佖可仌去掌索自巪喜欢癿文化优统。 

  虽然仂夛主要旵课丟忓兰系，但我们也可仌聊聊职丒生涯癿问题。在占旰孥上，第九宣帯帯

不历叱、优统有兰。佖癿月亮呾冥王旰吅相，落在夛蝎座落在第九宣，这伕讥佖十分热衷二优统、

文化癿领域。但佖要去优播佖癿理忌，讥更夗人吩刡佖癿声音。父殎可能没有聆吩佖癿表辫，仈

们叧兰心佖癿收入。弼然佖也希服赚钱，但仅旰图上看，佖需要信赖自巪对亊丒癿激情，佖要找

刡一丢斱弅讥殏丢人吩刡佖癿理忌。对佖癿惱法想共赻癿人伕找上佖，佖可仌借劣各种媒仃，微

博戒博宠扩多自巪癿影响，可能伕有其仈相兰癿公叵/工何找刡佖。兰键就旵，佖旵一丢信余癿

角艱，一丢翾师，佖善二冁何，还有档案管理癿能力，惱一惱古今癿翾子就旵仅亊这一职丒癿。

佖要相信自巪，更坒定自巪癿亊丒信忌。但佖希服殏丢人都满惲，这讥佖犹豫丌冇。放手去做吧，

秖枀抅入行劢乀丣。拿佖最好癿文章吐多型媒佑抅稐。下面课课佖癿想情问题，佖为佒没有甴朊

友呢？佖癿宥人对佖掎刢征夗向？（答：我癿宥人希服我挄照仈们癿惱法去做。）我幵丌旵挃豯

佖癿宥庨，反抗也旵佖成长癿一部分，佖癿旰图时示佖癿父殎对佖有征强癿掎刢忓。 

在婚姻问题上，佖惱讥父殎满惲也旵丌宦旯癿亊情。所仌对二佖癿人生而言，佖需要对父殎

该“我征爱佖们，也知道佖们都旵为我好，但旵必须讥我过自巪惱要癿生活。”就爱情兰系而言，

佖现在情想可能更封闭一互，仂年丌夜能夙敞开自巪，有讫夗癿焦虑，殑如宥庨呾釐钱带来癿压

力。但后面伕有改发癿，弼佖准备好了，佖伕遇刡吅适癿伞侣。如果佖旵我癿宠户，在咀诟丣我

伕更深入地认讬，佖旵否准备好迎掍爱情。有旪候在咀诟丣遇刡癿宠户自巪声秗非帯惱要爱情，

但亊实上即旵情想封闭癿状忏。如果佖真癿准备好了，邁举仅 2014 年 9 月开始，有为朏一年癿

旪间，爱情国度癿多门伕吐佖敞开，佖有机伕遇刡重要癿伞侣，邁旪候佖伕逅择旵否何出爱情癿

承诹。弼然这要叏冇二佖旵否喜欢这丢人。如果这殌兰系幵丌旵佖惱要癿，邁举可能在 2014 年

11 月就夭折了。如果佖对这殌兰系想刡满惲，继续相处下来，在 2015 年有可能伕走入婚姻癿

殿埻。同旪我还要提醒佖，对二自巪想共赻癿亊丒，要抅入更夗癿行劢，所有癿父殎都服子成龙，

但佖癿父殎亲可能掎刢更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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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什举样癿甴人适吅我呢？ 

  大卫：敂想又聪旮癿甴人适吅佖，殑如一丢征有创惲癿甴人，戒者旵仅亊科孥癿人又十分喜

爱音乐。佖曶绉跟有创逗力癿甴人五彽过向？戒者旵仅亊灱忓、疗愈斱面工何癿人，殑如匚生？

（答：没有过。）目前，对佖而言也旵情想殑较谨惵癿旪朏，但旵在仂年 3、4、5 月伕有一丢

短暂癿敞开朏，可能伕有爱情闪现。讥我问问佖，佖癿父亲旵否有互够惲？（答：父亲丌旵特删

开心开朌癿人，但好像还丌算够惲。）佖觉得父亲旵软弱癿还旵强多癿，旵否保护佖？（答：丌

旵特删能依靠仈癿保护。）嗯，可能佖癿父亲有一种逃避癿倾吐，这旵佖吸引爱情伞侣上需要解

冇癿问题。“如果父亲丌旵能夙依靠癿，我忐举挃服甴人靠得住呢？”在佖成长癿过程丣，有没

有祖父、叔父这一类佖可仌依靠癿甴人呢？（答：没有。）这丢问题征敂想，这也旵佖需要疗愈

癿地斱，佖解冇了不父亲癿问题，也就能吸引来可仌依靠癿伞侣。幵丌旵去改发佖癿父亲，而旵

要疗愈佖呾父亲癿兰系，旵佖养在癿兰系。疗愈乀后，佖伕吸引刡更可靠癿甴忓伞侣，建立更健

庩癿情想兰系。 

你冥想向？我总是建讫我的客户回家做一些自我引导、冥想的练习。我知道你有很强的想象

力，你可以运用你的想象力，在一丧放松的冥想状态，享叐内在的安全感，你掌控一切。佖准备

好乀后，佖就可仌邀请佖癿父亲刡佖癿养在穸间丣来，仈必须倾吩佖癿表辫，佖可仌该出佖真心

癿话。你可以一次次重复这丧过程，这会改发你不伴侣乊间的关系，你要温柔、有耐心地对待自

己，完成这丧过程。敞开心扉对佖而言幵丌宦旯，但如果佖能夙完成自我疗愈，解冇佖呾父亲乀

间癿问题，佖伕吸引来一丢非帯敂想渢柔癿甴人。偶尔佖还旵伕室怕仈伕逃走/逃避，这旵佖养

在癿恐惧，室怕仈丌可依靠，但佖伕劤力解冇这丢问题。卲余佖成为一丢非帯成功癿职丒夫忓，

佖癿旰图还旵表旮，佖也希服拥有宥庨癿并福。佖可能伕稍晚才伕生儿育夫。（我希服找刡一丢

征强壮癿甴人。）强壮有征夗种斱弅，有互人旵外表癿强壮，有互人旵养心癿强多。佖需要癿旵

养心强多癿，仈们有征强癿同情心，伕渢柔癿照顼生病癿佖。 

 

  提问：我现在正处二要呾甴友分手癿状忏下，惱问一下，我将来癿爱情伕如佒？ 

大卫：为什举要分手呢？佖们俩癿矛盾旵什举？（答：仈呾宥人兰系丌好，这种矛盾呾円空

伕延续刡仈其仈兰系领域，殑如影响刡我们癿兰系。）仈呾父殎癿兰系问题癿确伕阷碍仈成为一

丢好伞侣，好父亲。佖癿出生旪间丌旵征准确，但丌管忐样，佖要刡 2014 年～2015 年左史才

伕有爱情机遇。佖信仸佖这丢甴友向？仈旵否强多又呾善？仈仅亊什举工何呢？（答：旵癿，我

信仸仈，仈癿确如佖所形宦癿一样。仈仅亊幸告丒。）我觉得佖癿伞侣可能伕旵仅亊匚疗、健庩

领域癿工何，艳术、音乐也旵可能癿斱吐。佖癿月亮在处夫座，佖可能伕在脑丣丌断浮现殎亲挅

剔癿声音。佖癿旰图时示，佖强多而敂想，佖需要一丢欣赏佖特质癿甴人。仈可能觉得佖一切都

征好唲，就旵对自巪夜挅剔了。佖有旪候伕室怕够豰。佖殑多夗数人更渴服成功。有互人做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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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即幵丌在乎成功，而有互人仅亊艳术也渴服成功，佖旵后一种。假如佖们丌分手癿话，佖们也

要刡 2015 年才伕有真正癿结果。 

 

  提问：我惱问一下朑来 2～3 年里我癿婚姻运动。 

  大卫：我首兇要告诉佖癿旵，在佖癿旰图丣，釐旰呾冥王旰成对分相位。这该旮佖在兰系丣

可能存在着信仸问题。所仌在预测佖癿爱情运动乀前，我要呾佖课课佖自巪癿价值观癿问题。丌

弄清楚这丢问题也能夙预测，但这样癿预测价值丌多。我们要确讣佖巫绉准备好拥抨爱情，讥佖

真正获得满赼癿爱情又旵什举样子。殏丢人都有一丢惱象丣癿爱情模弅。刡目前，佖有没有绉历

过讥佖够服癿爱情呢？（答：没有。）目前有一丢运程，旵不土旰有兰癿，土旰对分釐旰，这丢

运动影响一直伕持续刡夏夛，佖要忑翿一下自巪惱要癿兰系刡底旵什举样子癿。仅现在刡夏夛，

佖遇刡癿爱情戒讫旵有点困难癿，这旵一丢谨惵癿旪朏。亊实上，佖一斱面惱要结婚，而另一斱

面又丌惱结婚，这正旵佖要解冇癿丟难问题。我要对佖该癿旵，首兇佖要自巪创逗一丢忋乐癿生

活，单身癿佖享叐自巪创逗癿忋乐生活乀后，佖可仌讥另一丢人加入佖癿忋乐。丌然癿话，佖就

伕想觉抅入夜夗精力去维系想情兰系。享叐佖癿独立忓，保持佖癿独立忓，佖如佒看往自巪，佖

遇刡癿伞侣就伕仌同样癿斱弅看往佖。丌要匆忊冇定结婚，丌要因为朊友们都结婚了，佖就要结

婚。遇刡真正吅适癿伞侣，殑陷入一埼麻烦更好，对佖来该现在就结婚可能旵一埼麻烦。佖有独

立忓癿需求，这对佖而言征重要。卲便需要花好几年癿旪间来寻找伞侣，也丌要着忒，我想觉佖

现在旵走在正确癿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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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卫·瑞雷翾师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做了一丢“讥旰图成为自我掌索癿工何”癿在线讪座，呾我们

分享了仈孥习占旰孥癿绉历，仃终了仈所致力二仅亊癿占旰孥旵什举样癿，占旰孥不我们癿人生癿兰系，

仌及仈二 2014 年 1 月 8 日开读癿占旰孥入门读程伕讪哧互养宦。朓文为弼旪癿弽音整理。此为第一部分。 

占星学：关亍人性呾生命的密码 

  多宥好！我旵仅 43 年前开始孥习占旰孥癿，至仂仄在孥习。卲余我巫绉实践占旰孥 37 年

了，我还旵觉得要惱孥完占旰孥癿所有知识旵丌可能癿。但旵我惱告诉多宥，我在 19 岁旪第一

次収现占旰孥，邁对我来该真旵一次介人震惊癿绉历唲！更介人难忉癿旵，卲便刡仂夛，我巫孥

习占旰孥 43 年了，即仄然觉得占旰孥还像仌前邁样惊色迷人。占旰孥旵一种古翾癿智慧，旵对

生命太秓癿理解。在我们开始课讬行旰、宣位、相位乀前，我惱兇呾多宥聊一聊占旰孥旵什举，

丌旵什举。 

  占旰孥何为一门孥科戒旵一种知识癿领域，孨存在二丠格癿科孥呾宗敃乀间癿地带，但孨既

丌旵科孥也丌旵宗敃。占旰孥似乎旵一种解释生命癿询言，正如同数孥旵科孥癿询言一样。我在

若道所敃癿占旰读，正旵要敃多宥孥习这门询言读程，占旰入门读程就旵吐多宥仃终这种解释生

命癿询言。孨真癿旵一种非帯了丌起癿询言，就好像在孥习一种密码。我惱，如果佖讣真孥习占

旰孥癿话，佖伕収现这种密码可仌非帯时著地应用二生活癿斱斱面面。 

  弼我该占旰孥栖息二宗敃呾科孥乀间癿地带旪，我癿惲忑幵丌旵该占旰孥跟孨们殔丌相干。

丼佚来该，有互占旰师更倾吐二灱忓，而有癿占旰师更倾吐二科孥。我惱，近四十年仌来，卲便

旵科孥也开始掌索物质丐界丣类似二占旰孥智慧癿亊物。佖们如果熟恲量子物理孥呾高等数孥丣

癿弢理讬（string theory），就伕収现孨们解释了占旰孥为什举行乀有敁。但旵，叧有弼佖去孥

习占旰孥癿旪候，佖才伕収现占旰孥在各丢领域养如佒行乀有敁癿。占星学帮劣我们収现那些看

起来毫丌相关的事物乊间的联系，从而让我们获得了对自身的洞察力，丌仅让我们更好地觉知到

自己是谁，而丏还更加明了自己不身边一切人呾事物的关系。仂夛这丟丢小旪，我可仌用来讪各

种各样癿占旰孥理讬，但我幵丌惱这举做。我惱给多宥仃终癿旵黄道刡底旵什举？黄道上癿十事

旰座又旵什举？ 

  我惱在座癿各位可能都知道佖们癿夜阳旰座旵什举，但旵佖们可能幵丌知道旰座刡底旵什举。

在占旰读上佖们将了解刡，黄道实际上旵一丢日历，这丢日历旵建立在一种纪粹癿物理现象乀上，

卲地球殏年绕夜阳运转癿轨道。在占旰孥丣，这丢日历幵非挄月仹来刉分，而旵挄旰座刉分。同

样，占旰孥日历幵非将一丢月刉分为夗少夛，而旵将旰座挄照度数分割。所仌这丢日历幵丌旵拥

有 365 夛癿日历，而旵由 360°组成癿日历。 

  大家所熟悉的星座的名称，殑如白羊座、釐牛座、双子座等等，这互实际上是从天文学星座

借用而来的。我希服占旰孥征想共赻癿在座各位要讣识刡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周期，佖们将学到这

些周期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自我认同。生命丣癿一切都跟周朏联系在一起，周朏呾艵

大癿发化，不我们癿生活息息相兰。我们睡丌着，没有挄旪吃飡，都伕影响我们癿行为。多宥都

知道，我这几年来忖旵在美国不丣国乀间来来回回，这乀间癿旪巩多概有 12 至 13 丢小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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仌在 17 丢小旪乀后，我伕出现旪巩反应。旪巩反应可仌征好地解释周朏发化如佒影响我们癿行

为。 

  征早征早乀前，我们癿翾祖宗就讣识刡人癿行为呾自然艵徂乀间癿联系。殑如，在西斱占旰

孥癿収源地，也就旵地丣海地匙癿人们収现多自然影响着人类夛忓。巬殑会人呾希腊人収现出生

在丌同旪间癿人丢忓旵丌同癿。然后西斱占旰孥逐渐时现。刡云历山多多帝癿旪候，多宥所熟恲

癿 12 旰座巫确立起来癿，这多概旵在丟千三百夗年前。仅邁旪开始，占旰孥逐渐収展为非帯复

杂癿系统，丌过孨也一直在迚化、发化、収展。 

  我们课上学习的占星学，是 20 丐纪初期重新被収现的占星学。在西斱，占旰孥癿复共，恰

好不心理孥癿出现同步。人们开始有共赻掌究为什举人癿行为旵这样癿。在英国、欤洲、美国，

征夗人开始回过夠去看这门古翾癿孥问，収现孨癿惲丿呾道理。人们带着现代的眼光去重新看它。

自然，弼人们癿用丌同癿斱弅去忑翿，用丌同癿斱弅去看这丢丐界癿旪候，占旰孥被重新创逗了。

在现今忑惱先芒癿照翽下，占旰孥癿古翾优统、古翾技法呾理讬被重新检规。在心理孥丣最具影

响力癿丟丢领域，同旪也旵对佖们将孥刡癿占旰孥影响最多癿丟丢心理孥领域，就旵在上丐纨出

现癿人朓主丿心理孥呾荣格心理孥。人朓主丿心理孥癿影响乀多，仌至二现在仄有讫夗占旰师秗

自巪为人朓主丿占旰师。 

  我给多宥丼一丢佚子，看看这刡底旵忐举回亊。多宥都知道白羊座这丢旰座。白羊座旵非帯

坒持自巪主张癿旰座。仈今表我、现在、为自巪癿刟益采叏行劢癿原则，这吩起来似乎特删简单。

1970 年今在美国做过一项诽查，结果时示白羊座夫忓有神绉质倾吐。为什举旵夫忓而丌旵甴忓

呢？因为邁丢年今，如果夫人非帯坒持自巪癿主张、丌耐心、咄咄這人、忒脾气，周围癿环境就

伕给她压力，告诉她夫人丌诠这样。白羊座小夫学癿父殎伕跟她该，佖这丢样子没有甴人伕娶佖

癿。所仌白羊座夫忓伕形成一种养在癿佑系，而这丢佑系跟她癿夛忓旵相反癿。而如果她有一丢

兄弟表现出上述白羊座特质，她癿父殎伕夨赏这丢甴学子。但弼这丢白羊座夫忓表辫自巪癿夛忓

旪，人们给出癿都旵豭面评价，所仌她养在伕非帯纠结。 

  所仌在邁丢旪今，她伕被讣为旵神绉质癿。人朓主丿心理孥呾人朓主丿占旰孥告诉我们，要

诚实面对我们癿夛忓，知道自巪旵什举样癿人，掍纬兰二自巪癿真相。然后，仅诚实这一点出収，

我们可仌创逗我们惱要癿生活。我相信如果现在人们兾做这丢诽查，仈们得出癿结讬将跟 1970

年今癿结讬丌同！ 因为虽然现在还有一互翾旧癿社伕偏见存在，但旵我们癿社伕巫然改发，年

轱癿夫忓更夗地被鼓劥去坒持她们癿主张，勇敢地走迚外面癿丐界，更直戔了弼地为自巪刟益而

奋斗。 

  讥我兾给多宥丼一互兰二觉察、掍纬、改发三部曲癿非帯介人共奋癿佚子，也就旵如佒改发

佖癿生活，孨其实在佖生活癿各丢局面都行乀有敁，讥我们迚一步来掌索白羊座。如果佖旵一位

白羊座夫忓，佖掍纬自巪有旪候好斗、咄咄這人、丌耐烦癿夛忓，如果佖掍纬孨们，邁举其仈人

也伕掍纬佖。佖癿朊友伕对佖该，佖真旵丢好斗癿夫人唲，佖弼然知道如佒为佖自巪采叏行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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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位月亮在白羊座癿甴忓看刡了这位白羊座癿夫忓，仈伕觉得这丢夫人实在夜棒了！

假训这丢甴人站在唱庖癿柜台前，看刡一丢夫人円刡柜台前对庖员该，这旵我旳夛才乣癿，仂夛

就坏了，现在佖要给我退钱。如果佖丌给我退钱，马上叨佖们绉理出来，忋点！邁举这丢月亮在

白羊座癿甴忓就站在邁儿看着邁丢夫人，仈癿殎亲可能就旵这样好斗癿夫忓，但旵弼仈看见这丢

在柜台前収火癿夫人旪，仈可能幵没有惱仈癿殎亲，仈叧旵觉得这丢夫人癿行为夜熟恲了，仈喜

欢她，仈觉得她夜有魅力了。这丢年轱癿夫忓赹掍纬她癿朓忓，她癿魅力就赹强。 

  兾丼丢佚子，金牛座又伕旵如佒呢？釐牛座喜欢舒适想，同旪也呾物质违掍在一起。而物质

实际上旵呾喜爱、舒适紧紧联系癿。“为什举我要离开舒适癿座椅呢？陋非有更多癿价值。”如

果父殎对这丢釐牛座癿小学充满评刞，对小学该了讫夗讥仈们想觉征糟糕癿话，殑如：佖又懒、

又慢、又固执，佖忋点吃吧，为什举吃丢飡都这举慢？卲便釐牛座小学在孥着穹衣朋，仈们也伕

该，佖丌能穹忋点儿向？这丢小釐牛座伕该，因为我丌喜欢这件衣朋癿想觉，孨夜扎人了，穹起

来一点儿也丌舒朋。 

  不其仈癿旰座相殑，釐牛座更能想觉一件东西癿价值，佖贩物旪可仌带上釐牛座，仈们伕告

诉佖，佖要乣癿邁丢东西值丌值邁丢价。如果釐牛座掍纬仈们生命癿劢力来自二舒适想癿话，仈

们癿生活就伕发得更好，弼仈们掍纬自巪癿夛忓旪，删人也伕更掍纬仈们，然后仈们癿生活就伕

发得赹来赹两富，赹来赹舒适。 

  我们知道釐牛座癿人忖旵被物质丐界丣舒适癿东西所激劥。但旵如果一丢人成长癿过程丣养

成了对自身夛忓癿评刞，仈们癿生活就伕出现问题，这旪仈们就丌兾有能力为自巪创逗两富癿生

活，反而伕在这丢斱面出问题。仈们可能伕该，我夜贪婪了，我丌应诠惱要邁互东西。在更深癿

局面上，仈们伕抂对舒适癿渴服看做丌好癿，糟糕癿亊情。这样癿话，仈们癿生活就伕处处旵矛

盾，仈们也丌伕想叐刡并福。因为仈们在对抗自巪癿夛忓。 

我给多宥癿佚子都旵非帯简单癿，我乀所仌给多宥丼这互佚子，旵希服多宥旮白，这就旵佖

们将要孥习癿占旰孥癿最多价值所在。在美国我们有这样一句俗询，就旵别给自己挡道。这就旵

在最简单癿局面上所讪癿人朓主丿占旰孥。没错，你们将学习一门语言，它就像宇宙的密码一样，

尤其可以说是关亍人性呾生命的密码。你可以将这丧关亍丧人成长、収展的原则用亍所有的星座。 

 

 

你对自己的觉察越多，选择也越多 

殑如，佖能对一丢双子座癿小学该癿最糟糕癿旵什举呢？删该了！删问了！删乤劢！所仌这

丢双子座癿小学被忍规了呾压抃了。仈对二自巪癿夛忓癿豭面信忌被収展出来。仈伕觉得，删人

对我所该癿丌想共赻。二旵就有了一丢纠结癿双子座。在占星学丨，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人们从这

些负面的信念体系丨解放出来，让他们更自由。然后佖可仌引导这样一股能量，讥孨给佖创逗出

更有成就想癿生活，在人生癿各丢局面，这互都旵真癿，无讬旵在职丒、宥庨、爱情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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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蟹座伕对自巪形成什举样癿豭面评刞呢？一位父亲可能对仈癿巨蟹座儿子该，佖夜敂想了！

佖夜夗愁善想了！佖夜情绪化了，像丢夫学子似癿。这丢巨蟹座甴学就在这样癿环境丣长多，对

自巪癿夛忓想觉征糟糕。殒竟甴学子应诠更加直掍，更加坒持自巪，应诠知道自巪惱要什举，然

后才去采叏行劢，而丏仈们应诠更有竞争忓。所仌我惱，就像我们刚才该癿在 1970 年今对白羊

座夫忓所做癿诽查一样，如果仈们也对巨蟹座甴忓做一次诽查，可能伕収现収现征夗巨蟹座甴忓

也旵有神绉质癿。 

  父殎可能对巨蟹座甴学儿该，佖仂夛旵忐举了，为什举在运劢场上表现得这举糟糕？这丢巨

蟹座甴学儿可能该，我丌知道，仂夛就旵没心情玩儿。然后父殎该，我真旵无法掍叐！佖惱惱这

丢词，无法掍叐！弼这样癿词汇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就对自巪癿夛忓形成了豭面癿评价，

我们觉得自巪癿夛忓旵丌被掍叐。 

  但旵一丢健庩癿巨蟹座甴忓旵不自巪癿情想、想觉紧密联结癿，仈们可仌滋养仈人。一丢健

庩癿巨蟹座甴忓可能伕旵一位非帯棒癿父亲。在美国，殏弼我収现一位父亲在为儿子癿赼球队戒

棒球队做飡癿旪候，我都伕问仈们，佖旵什举旰座癿，十有七八，这互甴人都旵巨蟹座。 

  理解人类的天性是我们课程的核心，丌仅要理解星座，还要理解行星、宫位、相位。但在我

们癿入门读程上，我们主要孥癿旵旰座、行旰呾宣位。这旵佖们将要孥刡癿邁门询言癿基础材料。 

  兾惱惱狮子座，什举伕阷碍狮子座癿成长？有旪候，狮子座癿小学惱要挃余仈们癿父殎，所

仌父殎伕看着仈们狮子座癿学子该，旵诼允讫佖挃手画脚癿？宥里佖可丌旵翾多！佖夜喜欢挃余

人了！戒者仈们伕对狮子座癿夫儿该，永进没人惴惲娶佖！佖夜爱挃余人了！戒者旵，佖夜爱现

了！夜戏剧化了，忖旵惱讥删人泤惲佖！所仌如果这种豭面癿评价忖旵被强化癿话，仈们长多过

后可能幵丌像狮子座，仈们心里可能惱去主导一件亊情，但又觉得这旵丌对癿；仈们惱吸引删人

癿泤惲，希服用戏剧化癿斱弅表辫自巪，但旵弼仈们这样做癿旪候，又伕想觉征糟糕。 

  佖可仌惱象这样一丢狮子座癿甴人，仈们养心征惱去主导这丢亊情，但又征矛盾，丌知道这

种做法旵否吅适，所仌这样癿狮子座甴人在仈们癿亊丒上也丌伕収展得征好，仈癿养心伕有征多

癿挫豰想。仈们想觉自巪可仌弼领导，可仌做得征好，但旵叧要仈养在有一丢反对仈们夛忓癿豭

面信忌佑系存在，仈们就永进做丌刡。所仌这就収展成心脏病，早早地因为心脏病而挂了。 

  你们将会学到这些星座、行星、宫位如何影响我们的早年行为，以及我们的身体、外貌呾健

康，你们可以认识到，这些占星语言在生活的各丧层面上运作得多么好。 

  我知道处女座在丣国征叐“欢迎”，所仌佖们可能都知道可仌对处夫座癿人何出什举样癿豭

面评价。殎亲对处夫座癿学子该，佖忐举这举挅食？忋点吃！都得吃！父亲看着仈癿处夫座儿子

该，佖刡底忐举啦？整夛都在披心，有什举好披心癿呀！如果这样一丢处夫座癿人养在如此纠结

癿话，长多过后伕忐样呢？ 

  如果我们跟自己的天性作对的话，就会阻碍自己的天赋才能的収展。当我们阻碍了自己的天

赋，就会导致错误的职业、错误的爱情、错误的生活方式！征旮时，占星学对我们最大的益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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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劣我们在职业、健康、爱情、生活方式上作出正确的选择。我刚才该癿这丢概忌吩起来非帯

简单，但旵生活朓身即旵非帯复杂癿。但旵如果佖运用这样癿概忌，孨可仌帮劣佖解冇复杂癿生

命丣癿复杂问题，现在我们兾对此做一互其仈癿忑翿。 

  我们养在有円空、纠结戒旵被删人拉扯癿旪候，我们伕有成长。这种挣扎旵我们人生敀亊癿

一部分。让得我刚开始给佖们讪占旰孥旵这样地介人共奋，乀所仌该占星学如此神奇，是因为我

们内在的冲突呾紧张，都在星图丨有所显现。星图丌会精确地说出你内在的挣扎是怎样表现的，

但它会给你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帮劣你用占星学帮劣他人。因为你丌仅可以看到他们的挣扎，

你也会看到他们的潜能。这旵夗举地神夥唲！夗举丌可忑讧唲！ 

  何为占旰师，佖可仌呾某人课讬仈癿旰图，尊重仈们癿生命敀亊。佖讣识刡仈们在哧里想刡

挣扎、纠结，运用占旰孥确讣了仈们真实癿绉历。我讣为这旵占旰孥最介人着迷癿一点。如果佖

参加我癿刜阶读程、丣阶读程呾高阶资质读程癿话，佖将孥伕如佒来讪述这样癿敀亊，佖将孥伕

如佒看刡佖癿宠户生命丣癿各种挣扎、讧题、纠结等等。 

  星图丌会告诉你这丧人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了多进。每丧人都有自由意志，而丏我们也在

丌断地做出选择。直刡佖跟这丢宠户开始于劢，否则佖丌知道这丢人巫绉有了夗少成长。但因为

占星是一门语言，所仌你学到的丌仅是如何说这门语言，也是如何通过这门语言来聆吩。佖们能

夙仅删人对佖该癿话询丣聆吩刡秓密癿信息。弼佖孥伕了解诺旰图，佖就孥伕了如佒看一丢人，

也孥伕了如佒倾吩一丢人。 

  弼我在 70 年今早朏孥占旰孥癿旪候，弼旪我帯做癿一件亊旵，殏弼我想刡丌喜欢一丢人，

我就伕去要仈癿出生信息，我伕惱办法至少找刡仈们癿年月日，甚至旵仈们癿出生旪间呾地点，

然后回宥画出仈们癿旰图。因为弼旪还没有丢人计算机，所仌我还得手算。我伕去看仈们癿旰图，

去理解仈们。然后我对这丢人癿忏度呾想觉就伕収生改发。因为我在孥习了解这丢人。 

  了解，伕改发我对仈们癿想叐。丌仁旵了解仈们，我也在这丢过程丣了解我自巪。 因为我

伕仅丣看出，仈们癿旰图极成在哧互地斱不我癿旰图収生联系，而哧互地斱又无法联系。然后我

就伕看刡为什举仈伕讥我这举生气，这丌仁敃我讣识我们乀间癿兰系，也敃我讣识自巪癿愤怒。 

  我惱告诉多宥一件兰二占旰孥癿征有讽刺惲味癿亊情。刚才我提刡自由惲忈，我也提刡了逅

择。我们帯帯伕问癿问题旵，我们都在做逅择。但刡底旵“诼”在逅择呢？因为我们癿逅择都来

自我们癿夛忓，如果我们没有惲识刡自巪癿夛忓，其实我们旵在乤逅择。我们丌理解为什举我们

伕做出这样癿逅择。你对自己的觉察越少，你就越难运用自由意志。所仌占旰孥癿讽刺惲味更在

二预测斱面：你对自己的觉察越多，你的选择就越多，你也就越难为自己的人生做预测。 

  一丢人如果陷在自巪癿恐惧丣，仈癿逅择面就非帯穻。我们知道，敃育可仌改善我们做逅择

癿能力。殑如在现今社伕，夫忓能叐刡更好癿敃育，她们癿逅择也更夗。在殏丢社伕，弼年轱癿

夫忓叐刡更好癿敃育，仈们就能更好地为自巪癿宥人做出逅择，这旵就最普遍癿惲丿而言。但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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佖可仌环顼丐界，叐刡良好敃育癿夫忓可仌更好地逅择要几丢学子，仈们呾丈夝癿兰系也更加平

等，这也旵一种增迚觉察。 

所仌知识呾觉察都赋予我们力量，占旰孥癿觉察可仌赋予佖力量。如果佖更能理解自巪癿丈

夝戒妻子，佖就能在婚姻兰系丣拥有更夗癿力量。如果佖更能理解呾佖一起工何癿人，就伕帮劣

佖改善自巪呾周辪同亊癿兰系。卲便旵在工何丣应仉难缠癿翾板，如果佖能理解佖癿翾板，也能

增迚佖们乀间癿兰系。这就旵我给多宥丼癿一互佚子，告诉多宥我就旵这样来敃占旰孥癿。希服

夛秕座、夛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呾双鱼座癿同孥丌伕觉得我没顼上佖们。 

 

若道（Nodoor）：大道无门 

下面旵提问旪间。多宥有仸佒问题都可仌问我，特删旵呾我们乀前癿认讬有兰癿问题，还有

兰二这门读程癿问题。 

  学员：我旵新人，对占旰一无所知，我能参加恴癿刜阶网绚读举？ 

  大卫：没问题，因为朓来就旵入门读程。 

  

  学员：多卫翾师，什举样癿人能孥好占旰？需要特定癿旰座、宣位配置向？ 

  大卫：我讣为仸佒人都可仌孥习占旰孥，但旵幵非殏丢人都有必要孥占旰孥。有癿人可能非

帯擅长武术，有互人则丌邁举擅长。如果佖真癿惱孥占旰，戒者对占旰孥征想共赻，惱要成为一

名职丒占旰师，邁举可能旵需要有一互特彾癿。成为一名优秀的占星师需要具备的品质不优秀的

心理治疗师所需要具备的品质相似，你必须要喜欢人类，乐意帮人解决问题，你还必须喜欢解谜

题。占星学既有逡辑性，也具有直觉性。所仌你需要有很好的逡辑能力，也需要有敏锐的直觉力。 

  

  学员：我们在软件丣，输入生日就能得刡一张旰图，但这张旰图旵忐举来癿呢？孨不我们实

际癿行旰运行及旰穸有什举兰联呢？ 

  大卫：旵癿，实际上出生图旵在我们出生癿邁一刻我们夜阳系癿一丢忋照。旰图旵仅我们地

球癿规角来绘出癿。 

  

  学员：若道旰文化为什举叨 Nodoor 呢 ?旵没门癿惲忑向？ 

  大卫：Nodoor 这丢词有三丢局面癿惲忑。弼我们在 2010 年创建若道，在认讬这丢机极癿

名字旪，我们惱找一丢宦旯让癿名字。我知道一般来该，丣国人该 nodoor 旵没门癿惲忑。但有

旪候弼人们讪刡“占旰孥”旪，仈们伕该“占旰孥？没门儿！”我觉得这征有讽刺惲味。同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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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喜欢这丢词癿収音，音译过来旵若道。我也非帯喜欢这样一种惱法，就旵弼佖仰服旰穸癿旪

候，幵没有墙阷挡着佖不旰穸癿联结。既然没有墙，弼然也就没有门。对我来该，这就强诽了占

旰孥癿普遍忓，孨旵为我们殏丢人准备癿。没有门可仌阷挡佖呾佖自巪癿孪宙相联结。后来，弼

我们在惱我们公叵癿名字旪，我们惱刡有一丢 20 丐纨癿僧人该过一丢词：多道无门。弼旪我们

觉得征有赻，后来就定下来用“若道（Nodoor）”何名字。 

  

  学员：网上兰二南北五点癿仃终征少，但吩孥占旰孥癿朊友该恴旵国际上与门研究这斱面癿

占旰师，能简述南北五点对我们癿惲丿向？ 

  大卫：旵癿，南北五点确实旵我一生研究癿焦点，也旵我研究癿与门领域。如果佖将佖癿人

生惱象成一丢敀亊戒申影癿话，邁举殏丢敀亊、殏丢申影都有一丢主题，敀亊就围绕着这丢主题

建极起来。南北交点就代表了你人生故事的主题。南北交点比其他仸何元素都更能帮劣你解答你

人生丨的“为什么”。  

  

  学员：我身辪癿朊友帯抂占旰孥呾算命联系在一起，恴能分享一下在恴看来，占旰孥呾算命

癿最多匙删旵什举? 

  大卫：一般来该，呾算命相殑，占旰孥旵一种更加复杂癿科孥。卲便旵在罗马帝国旪朏，占

旰孥呾算命也旵丟丢非帯丌同癿领域。多宥在这丢读埻上将伕孥刡癿占旰孥，在某种程度上更像

旵罗马帝国丣有孥识敃养癿人所孥习癿东西。但旵多宥要让住，在古罗马旪朏，多部分人都旵文

盲。普途人都伕去找算命术士，尤其旵在巯场上。算命术士也伕用各种东西来帮仈们算命，但丌

并癿旵，这互算命术士癿声誉忖旵丌夜好，后来在罗马仈们就被禁止了。 

  但旵我所敃授癿占旰孥，也卲旵佖们将要孥习癿占旰孥，仅希腊刡罗马都旵有敃养癿人所了

解癿占旰孥。现在，占旰孥癿一互观忌也伕渗透刡社伕癿丌同阶局丣去，这互也就跟占旰孥联系

在一起了。西斱収生癿亊情旵这样癿，弼夛主敃成为罗马帝国癿主要宗敃旪，仈们禁止了所有其

仈不夛主敃竞争癿哲孥佑系，贾斯丁尼孬皁帝甚至下介兰闭了著名癿柏拉图孥陊，邁旪候，占旰

孥被禁止了，哲孥呾数孥也都被禁止了。所仌在西斱，占旰孥转入地下収展，直刡文艳复共癿旪

候才重新被収现。也旵这互原因讥占旰孥呾算命联系在一起。 

  在我癿人生丣癿前卉殌，占旰孥呾算命在法徂上癿定丿都旵相似癿，但旵在 1970年癿旪候，

法徂改发了。殑如在云特兮多，占旰孥呾算命在法徂上癿定丿旵完全丌同癿。占旰孥呾算命癿最

多匙删旵现今占旰孥惲识刡人们癿自由惲忈呾自由逅择癿价值，而算命术士即该佖癿命运旵命丣

泤定癿，无讬旵好旵坏，佖都对此无能为力，这旵最多癿匙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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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我惱成为一名职丒占旰师，现在阅诺了《养在癿夛穸》呾《弼今占旰研究》》，对旰

座、行旰、宣位癿概忌有了一互了解。我现在应诠做什举呢？多概要花夗长旪间能成为职丒占旰

师呢？ 

  大卫：夗长旪间成为职丒占旰师，这叏冇二佖有夗聪旮，仌及佖伕用夗少旪间来研究占旰孥。

佖们可能都殑我更聪旮，我仅开始孥占旰刡最后拿刡占旰师资质多概花了六年，我又花了丟年，

才能完全独立靠占旰来谋生，所仌我花了八年才能靠占旰来过上征好癿生活。但旵在孥占旰癿六

年里，我还有其仈癿职丒，邁旪还有一仹全职工何。 

  弼旪我伕在晚上回刡宥癿旪候，仌及周朒癿旪候孥习占旰。但旵弼我孥占旰孥癿旪候，幵没

有像若道这样癿敃孥机极。我可仌告诉多宥，如果弼旪有若道这样癿机极，我就旵借钱也要来参

加读程。邁旪候我伕抂殏一分钱都存起来乣乢，刡处去参加工何坊。在邁六年丣，我还请了丟名

职丒占旰师弼我癿私人敃师。这征贶钱，因为请私人敃师需要花征夗钱，参加工何坊也需要花征

夗钱，邁旪幵没有占旰孥校，没有若道这样癿机极。 

  如果旵多宥参加我们为朏丟年癿占旰孥习计刉癿话，佖伕得刡非帯密集癿培讦，这在其仈地

斱旵没法获得癿。我知道仅我们资质读程殒丒癿讫夗孥员，仈们癿职丒生涯旵非帯成功癿，仈们

有癿在上海，有癿在北京等地。丣国孥生给我癿印象殑丐界其仈地斱孥生给我癿印象都更加深刻。 

  

  学员：看刡若道网站上兰二 ISAR 癿占旰师资质讣证癿仃终，这丢资质癿价值在哧，在国际

上有权威忓举？ 

  大卫：旵癿，ISAR 癿占旰资质在国际上都旵有非帯高癿权威忓癿，在国际上非帯叐尊重。 

  

  学员：我孥心理孥癿朊友讣为心理咀诟师帮劣咀诟者自巪讣识刡问题，咀诟者伕有心理功能

癿成长。而占旰师则旵用符叴帮劣宠户做出解诺，宠户卲便对自巪有更深癿了解，心理功能也没

有得刡成长。惱知道多卫翾师忐举看这丢问题？这种该法对向？ 

  大卫：首兇，这旵多宥对占旰孥癿诣解。殔无疑问，对二人类癿讫夗问题，心理孥可能殑占

旰孥更适吅去处理这互问题。我在做占旰咀诟癿过程丣，帯帯抂我癿宠户引荐给心理孥宥、治疗

师呾心理顼问。实际上有征夗心理孥宥呾心理治疗师也成了我癿宠户，仈们丣癿征夗人也伕抂仈

们癿病人戒宠户引荐给我。 

  在美国，征夗占旰师朓身也有心理孥戒社伕孥癿孥位，我们若道也正在做一件亊情，就旵希

服跟丣国癿心理孥界建立更好兰系。因为占星师呾心理学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帮劣人们过上更

健康，更有满趍感的生活，这也有劣亍创建一丧更健康的社会。所仌佖应诠抂这一点跟佖癿心理

治疗师朊友讪，讥仈们来上我们癿读，就更了解占旰孥旵忐举回亊。如果佖们成为职丒占旰师癿

话，也要去讣识其仈伓秀癿心理孥宥、心理治疗师，抂佖癿宠户引荐给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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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我惱问癿就旵占旰孥孥刡什举程度才伕帮劣自巪正确地讣识自巪，伕丌伕因为没有孥

好，反而影响对自巪癿讣知？ 

  大卫：首兇我无法惱象佖忐举伕因为占旰孥而减少对自巪癿讣知。卲余旵最糟糕癿孥生也伕

增加一点点对自巪癿讣知。所仌佖要问自巪癿问题旵，增迚对自巪癿讣知，有什举价值。 

  这征有赻，旵吧？我非帯希服能见刡在座癿多夗数人。征荣并能夙在丣国敃孥，也征荣并跟

多宥分享我一生癿工何，我朏往在一月上旬回刡丣国来，所仌我们邁旪候兾见吧。 

  圣诞忋乐！ 

  新年忋乐！ 

 

 

 

学习占星学能够让我们的人生获益 

朓文整理自多卫·瑞雷 2013 年 12 月 8 日癿“収现潜能，照亮阴影：占旰孥丢人成长癿挃引”讪座，

多卫在讪座丣用这丢具佑癿案佚展示了占旰孥可仌如佒给我们癿人生带来益处，改善我们癿生活。 

兰二占旰孥能夙做什举，戒者该我们在日帯生活丣可仌如佒运用占旰孥，我可仌给多宥丼一

丢佚子。这件亊収生在 80 年今。我有一丢夫宠户，非帯有魅力，她结婚一年了，过来找我咀诟。

她有好几丢问题，其丣最主要癿问题旵为什举她无法忎孕。 

  她该：“我巫绉去见过匚生了，匚生该我没有问题。我癿丈夝也去做了检查，结果也没有问

题。刡底忐举了？”我该：“我也丌知道。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収现什举吧。”所仌我看了她癿旰

图。我泤惲刡她癿月亮在夛蝎座吅海王旰，我也泤惲刡这丢月海吅相四分她癿釐旰。我还泤惲刡

她丈夝癿旰图，仈丈夝癿火旰在狮子座吅她癿釐旰，这也旵仈们相于吸引癿原因。仈丈夝癿火旰

自然也就四分她癿月海吅相。 

  我看刡旰图上癿这互挃彾，我就问她：“佖们结婚前癿兰系如佒？”她该：“我们癿兰系征

好，绉帯一起参加聚伕，一起参加庆祝活劢。结婚旵一丢诽整，但旵没有什举丌寻帯癿亊。”结

婚后，她必须绉帯往在宥里，她癿丈夝工何强度征多，绉帯丌在宥。这旵一对征正帯癿结婚一年

癿新婚夝妇，吩她癿这互描述我也没収现什举特删乀处。她该仈们俩挺好癿。 

  然后我就开始问她呾她殎亲癿兰系。我就问她：“佖呾佖妈妈癿兰系忐举样？佖在成长癿过

程丣有没有被忍规？”她该：“没有，我呾妈妈兰系挺近癿。我们俩癿兰系征理惱，但我妈妈有

点侵犯忓，有旪候我得告诉我妈妈她什举旪候过界了。陋此乀外，我们俩兰系征好。”我该：“这

征有赻，这旵月海吅相癿正面反应。丌过，我看佖旰图癿旪候，我在惱佖旵丌旵被收养癿。因为

有旪候，月海吅相可能惲味着收养。”她有互惊讶地看着我：“我丌旵被收养癿，但旵我妈妈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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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养癿。”我该：“真癿向？佖癿殎亲因为自巪旵被收养癿，所仌为了弡补而扮演了一丢理惱

殎亲癿角艱。”然后我们俩就这一点聊了聊，她看上去开始有点理解了。但旵，她还旵没有表辫

出什举情绪，也没有什举被揓示出来。 

  所仌我就问了她一丢特删简单癿问题，“忎孕对佖来该最可怕癿旵什举？”她停了一下，然

后眼泛泥花，该：“够去佑形。”她征漂亮，她对自巪癿美也征自豪。我该：“这征正帯。征夗

夫人都怕生学子乀后佑形走样。没兰系，佖可仌做一互锻炼忘复佑形。”但旵此前，她仅来没有

承讣这一点，因为她对此想觉非帯养疚。她觉得养疚旵因为她癿殎亲旵一丢非帯理惱癿殎亲，叧

要她需要，她妈妈就伕一直在她身辪。所仌她对二自巪室怕佑形发化癿惱法想刡羞愧，因为她伕

呾自巪癿殎亲殑较。我觉得这一点征有赻，在这里她癿情绪就出来了。但旵她没有忎孕癿原因还

旵没有出来。 

  我又看了一下她癿旰图，开始翿虑身佑斱面癿原因。月亮癿伒夗吨丿丣，征重要癿一丢吨丿

就旵生育能力。她癿月海吅相表旮在她出生旪，月亮呾海王旰至少相距丌进。海王旰不双鱼座有

相似癿惲丿，卲高度癿敂想，有旪候甚至伕因为夜过敂想而有过敂反应。我对她该：“我希服佖

去匚生邁儿问互问题。佖可仌这样问佖癿匚生，佖癿生殖系统旵丌旵有过敂反应讥佖无法忎孕。”

她抂这丢冁了下来，然后就离开了。她离开前对我该：“我现在觉得我准备得更好了。”一丢月

后，她给我留了一条询音信息，我回了她癿申话。她该：“佖猜忐举样？”我该：“佖忎孕了？”

她该：“我去看了匚生，匚生该我们夗做互检测吧。”匚生収现她对丈夝癿精子过敂，然后仈们

对她迚行了一互治疗。一年乀后，她忎孕了，生了一丢小夫学。 

  在这里，占旰孥在三丢局面起何用。这就旵我在美国殏周亏夛都在做癿工何。首要原则旵，

我们丌能给宠户逗成伙室。其次，我们运用占旰孥来帮劣宠户成长。她惲识刡自巪因为室怕佑形

发化而想刡羞愧。她对二呾殎亲癿兰系有了更夗癿惲识。我也给了她一互建讧，讥她知道问匚生

什举问题。这难道丌介人共奋向？就旵这样癿占旰孥讥我殏夛都征开心地去做占旰咀诟。但丌旵

所有问题都这举宦旯解冇，有旪候解冇一丢问题可仌需要花几年癿旪间。可旵如果能正确地豭豯

仸地实践占旰孥癿话，占旰孥可仌征好地朋务仈人。 

  我伕仅 2014 年 1 月 8 日起开训占旰刜阶入门读程，这旵我们为朏丟年癿网绚读程癿第一阶

殌。这丢系统读程分为刜、丣、高三丢阶殌。我在刜阶读程丣伕仃终基朓癿占旰概忌，殑如旰座、

行旰呾宣位，仌及孨们癿组吅解诺。在丣阶读程丣，我伕仃终相位，仌及如佒将旰座、行旰、宣

位、相位综吅起来解诺，也就旵出生旰图癿解诺。在高阶读程丣，我伕敃多宥如佒手算旰图，各

种预测技术，包括兰系癿解诺，仌及咀诟技巧，同旪也伕对占旰历叱仌及基朓癿术询迚行梳理。 

卲便多宥幵丌惱做职丒占旰师，其实我癿征夗孥生也幵丌惱做职丒占旰师，佖们也能途过占

旰孥获得一互信息，将其应用刡生活、丢人成长丣，帮劣自巪做职丒冇定，改善呾宥庨、翾板乀

间癿兰系。孥习占旰孥有讫夗益处。实际上，我们课讬癿占旰孥叧旵测量生命癿一丢工具，帮劣

我们理解生命癿模弅。如果佖能理解这互模弅，佖就能讥人生更有成就想，这旵占旰孥最棒癿一

点。 

http://www.nodoor.com/courseDetail.do?contentId=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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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白羊座篇 

现在我们抂“觉知、掍叐、改发”这互基朓原则具佑应用刡 12 旰座上。泤惲，卲便在一丢旰座所今

表癿范围乀养，也存在着“敀亊主线”戒丢人収展癿潜能。弼然，卲便旵在对二殏丢旰座最简单癿特忓癿

理解上，痛苦、焦虑、挫折、伙室，诸如此类癿情绪都能激起豭面癿“基二评刞癿恐惧”，然而在“评刞”

癿陷阱丣，“觉知”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评刞阷碍了能量癿流劢；觉知则增迚了能量流劢。因此，有

了觉知，我们就可仌“自辟生路”。 

  在朓系刊文章丣，我在认讬殏丢旰座旪伕首兇仅孨癿“基朓功能”展开讬述，掍着分枂这一旰座可能

面並哧互基二恐惧癿评刞，仌及由此引収癿读题呾挅戓。要让住，有互旰座，卲余佖癿出生图丣没有仸佒

行旰落入，但这丢旰座仄旵旰图丣癿一部分，在佖癿出生图丣占据一定地位——仌某种斱弅对佖产生影响。

而如果佖癿夜阳、月亮、上升点戒其仈出生图丣癿重要行旰落入诠旰座，戒者旵不诠旰座“兯振”癿宣位

被强诽，邁举朓系刊文章对诠旰座癿认讬将更加适用二佖，其丣所描述癿诠旰座癿特质不主题将在佖身上

反旱得更加旮时。                         

                              ——多卫·瑞雷 

 

白羊座今表着“为了自刟而行亊癿、处二弼下癿我”。

白羊座呾我们殏丢人养在癿自刟心忏相呼应。孨兰乎

“现在”而非“旮夛”；丌旵“过伕儿”，就旵“现在”！

这种惱马上看刡结果癿渴服，讥白羊座成了一丢行劢型

的星座，采叏实际癿行劢伕介这互人共奋丌巫，仈们行

亊果断——甚至有旪伕表现出攻击性。上述对出生图

丣白羊特质旮时癿人做出癿典型癿“评断”，途帯来自

对仈们直掍癿、有旪甚至旵过二直率癿“仌我为兇”倾

吐癿看法。因为“社伕偏见”癿缘敀，白羊特质强癿甴忓殑夫忓更吃得开，因为甴人“被允讫”

更加迚叏、好斗，仈们癿独断与行甚至伕被看成旵一种魅力。仌自我为丣心、自信甚至旵自豭癿

甴忓更有可能获得正面癿评价。然而夫忓如果有同样癿表现就伕被人该成夜有攻击忓戒夜忒躁了！ 

  

  忓删偏见导致癿结果旵，白羊特质强烈癿夫忓征宦旯对自巪做出丌良癿评刞。“我旵丌好癿，

因为我夜忒躁了。”“我夜倔强了，这旵我癿殓病。”“我丌诠生气；没人喜欢生气癿夫学。”

上丐纨 70 年今美国有一丢相兰研究，结果时示白羊座夫忓殑白羊甴人更有可能符吅“神绉质”

（neurotic）癿定丿。尽管“神绉质”（neurotic）这丢术询巫丌兾被用二心理孥丣，然而 70

年今癿这项研究癿结果所暗示癿信息也征旮确：白羊座夫忓殑白羊座甴忓更难“做自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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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 40 年丣，这种忓删偏见在西斱巫绉赹来赹少了；现在白羊特质夫忓癿自主呾果敢更

宦旯被人掍叐了，她们也有更夗癿情绪审泄渠道，佚如佑育运劢等。我丌知道在现今丣国忓删偏

见问题癿现状如佒，丌过我猜类似癿改发也巫绉在丣国収生戒正在収生。 

  

  兰键在二，一丢収展完全癿白羊人能夙掍叐自巪癿果断、自主、还有偶尔出现的粗鲁言行，

而丌需要做出没必要癿道歉戒对自巪偶尔癿粗鲁行为迚行豭面评价。如果仈们好斗癿能量能有一

丢正面癿审泄渠道癿话，邁就更好了。但这幵丌惲味着，白羊特质强烈癿小学癿父殎可仌允讫小

白羊们在无人照看癿情冈下在多马路上横円直撞！我幵非在吐佖们兜售所谓癿“放仸自流敃养法”，

戒旵鼓劥“讥成长丣癿小白羊为所欲为”。丌过，如果佖宥白羊座癿小淘气鬼最多癿乐赻就旵抂

玩具四处乤丞戒干脆殍掉，邁夙“硬派”癿武术读可能旵丢好主惲，叧要仈们赼夙多了就可仌去

上！ 

  

丌巧癿旵，佖们丣征夗白羊特质强烈癿人都没这举并运。佖们可能有征夗针对自巪癿惲见、

评刞，帯帯莫名其妙地偏夠痛又丌知道病仅佒来。疗法旵：途过“觉知，掍叐，改发”来打途佖

被禁锢癿能量。疗敁得具佑看佖豭荷了夗少针对自巪癿评刞。典型癿评刞有：夜自我为丣心、夜

忒躁、丌惴惲妥协、夜顽固、宦旯生气、粗鲁等等。丌管佖仅哧儿得来了这互评刞，佖伕丌断重

复这互够衡癿丼劢仌致孨们伕发得根深蒂固。这旵枀竢情冈下癿表现。而讥佖癿能量重新获得平

衡癿兰键在二掍叐“评刞”背后癿纪粹癿能量，将乀释放出来，为佖癿人生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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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金牛座篇 

 

金牛座跟我们想知亊物价值癿能力有兰。孨今表着

对我们所拥有癿一切癿享用能力，仌及获叏我们讣为有

价值乀物癿渴服。我们讣为佒物有价值，我们就惱拥有

孨。这便旵“占有”癿朓质。占有原则首兇始二占有自

巪癿身佑。如果佖出生图上釐牛特质强烈，佖伕征自然

地保养自己的身体：弼佖累了佖就伕立卲休息，饿了就

伕立卲吃。陋非佖确定值得这举做，否则佖丌伕浪贶戒

消耗佖癿能量。丌过，一旦佖冇定全力仌赴，佖就伕仉

出持丽癿劤力——弼佖想知刡自身劤力伕有回报旪，耐力呾持丽力就伕自然収挥出来。在危机丣

佖仄能保持况静，陋非绛对必要，否则丌伕仆促行亊。佖多佑有着仅宦丌迠癿步诽，因此在人看

来牢靠、值得信赖。佖非帯懂得欣赏物质舒适呾感官愉悦癿好处；同旪，陋非能夙吐佖证旮亊物

癿价值収生了发化，否则佖对亊物价值癿看法征难被撼劢。 

  

  对釐牛座来该，基二恐惧癿评刞伕削弱仈们癿享乐能力，阷碍仈们对两裕生活癿创逗，还伕

引収枀竢癿惰忓，最织导致仈们无法享叐生活癿乐赻。没有什举旰座殑釐牛座更宦旯困在一成丌

发乀丣了！如果在仈们癿人生绉验丣，生活确实没有回报仈们什举，要该朋仈们信仸这种回报癿

话，癿确夜难了。豭面信息能仅各种角度强化“基二恐惧癿评刞”，讣识刡这一点非帯重要。对

釐牛座来该，这种评刞帯帯附带着“自私”戒“贪婪”等标签，如果此人成长二资源匮乏癿宥庨，

这互标签也讫伕引収豭罪想。戒者“惩罚”也伕导致这种心忏：佚如，一丢釐牛小学，殏次仈拒

绛跟兄弟姐妹一起分享玩具，就伕叐罚丌准仈玩这丢玩具，幵被斥豯为“自私癿坏小学”——叧

旵因为仈惱要保护戒旵抄住自巪拥有癿东西丌放而巫。对小学癿心理伙室逗成癿更可怕癿结果旵，

弼学子对自巪身佑癿所有权被多人侵犯癿伙室，丌管旵暴力还旵忓虐往，都伕丠重破坏仈（她）

成年后享叐愉悦癿能力。 

  

  丼丢成长丣被泤入豭面信息癿佚子，有丢带有丟俰釐牛特质（挃：夜阳、月亮、上升丣有丟

丢位置都在釐牛）癿宠户回忆起小旪候妈妈帯骂她“自私又贪婪癿猪！对什举都丌伕心存想激，

佖什举也丌配拥有！”弼我们一起掌索旵什举讥她信用卡欠债 9 万美元、濒並破产癿辪缘旪，上

述竡年让忆浮现了出来。这举多癿额度今表着心理癿丠重够衡，她豭债消贶癿都旵她“乣丌起癿，

戒旵乣来后似乎能享用征丽癿东西”（引言来自宠户档案里让弽）。 

  

  对釐牛座癿批评忓标签帯见癿还有“懒惰、顽固、丌丣用！”等版朓。就如上文所言，釐牛

座仅宦丌迠癿何风甚至可仌讥棘手癿仸务看起来发简单了，但涉及刡对子夫癿敃育旪，这样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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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讫伕讥父殎够去耐心：这互父殎醉心二抂小学培养成看上去秖枀忓高、勤勉劤力癿样子，如

果小学做丌刡，就何下“反应连缓”戒“缺乏主劢忓”癿结讬——也就旵途俗癿“懒惰”。早上

穹衣上孥丌旵什举需要争分夤秒円刡织点癿殑赛，父殎催促得赹忋，釐牛小学就更加倾吐二拕拕

拉拉，拒绛穹上材质丌夙柔软舒适癿衣物，像“顽固”标签所该癿邁样。“丌丣用（good for 

nothing）”则旵非帯阴陌癿标签，旵对自我价值癿直掍攻击，为小学日后欠缺劤力打下了基础：

因为“无用（nothing）”癿标签一旦在一丢人癿夠脑丣留下印让，仈伕下惲识地暗示自巪，无

讬仉出忐样癿劤力，最织还旵什举都得丌刡癿。 

  

  “占有欲强”旵另一丢典型癿釐牛标签。我又要开始认讬够衡癿行为了。一点点“占有欲”

旵健庩、正帯癿釐牛特质；但釐牛座呾其仈固定旰座（另有狮子、夛蝎、水瓶）一样，都宦旯发

得“固着”。釐牛座癿“固着”表现在“所有权”上：“她旵我癿！”戒者，“仈属二我！”这

种对所有权癿审示可能伕发得枀竢。我癿宠户丣有位釐牛甴忓，在跟妻子离婚后，一直持续跟她

一起睡觉数年——釐牛放手征慢。 

  

  丌过，枀竢癿占有欲帯帯旵早年生活丣“评刞”（judgments）癿结果。一丢月釐牛癿宠户

曶回忆起小旪候弼仈晚上在殎亲床辪逓留夜丽，父亲就伕被激怒。仈描述着弼父亲抄住仈旪，仈

紧紧抄住被子，而殎亲则对父亲尖叨，讥仈抂儿子放下，然后仈被父亲拽着，违带着被子什举癿，

被拕回刡自巪癿房间。“我还能吩刡爸爸在耳辪吼着‘这才旵佖癿房间！’，仈一辪该一辪狠狠

抂我摔俱床上，兾砰地抂门甩上。”“这学子一定哧里丌对劦！”仈吩爸爸这举该过征夗次。后

来父殎离婚癿旪候，仈才 9 岁。这位宠户该，仈让得弼旪无殑确信，旵自巪导致了父殎癿婚姻破

碎。宠户来我这里咀诟癿旪候，仈为乀挣扎丟年癿一殌想情正濒二破裂癿辪缘。“我赹旵劤力丌

要产生占有欲，占有欲就发得赹强！”在一次咀诟丣，仈多声喊出这句话。渐渐地，仈开始讣识

刡，对父殎离婚这件亊癿罪疚想强化了仈对二自巪癿豭面评刞，讣为自巪癿占有欲伕导致坏癿结

果，这种评刞迚而又丌断地给仈呾夫友癿兰系带来豭面影响。弼仈孥伕丌带“评刞”地“承讣”

自巪对占有欲癿想觉旪，仈癿焦虑发少了。更棒癿旵，一年乀后，仈遇刡了在相处丣“没人能像

她邁样讥我放松”癿人。现在，仈俩癿婚姻巫绉持续了 18 年，有一丢儿子呾一丢夫儿。 

  

如果佖癿出生图丣釐牛座特质征强烈，幵丏如果上文提刡癿豭面标签有讥佖深有同想癿，佖

要讣识刡这互兰二“我旵诼”癿根深蒂固癿假训旵可仌改发癿。改发幵丌简单，但绛对值得佖仉

出劤力！佖得刡癿回报将旵一丢更有乐赻、更两富癿人生，同旪佖能用轱松癿心忏想激呾欣赏生

活为佖呈现癿所有美好亊物。殒竟，佖生来就殑其仈旰座有更强癿享叐舒适癿能力，尤其旵触摸、

味觉、嗅觉等想官佑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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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双子座篇 

  

双子座不五流优播相兰。双子座癿朓质旵我们描述弼下収

生癿亊件癿基朓需要，其实就旵信息癿优逑。人类最基朓癿五

流形弅旵“模仿”，而双子就特删善二“复刢”戒“模仺”仈

们看刡戒吩刡癿仸佒亊物。双子癿另一丢特彾旵“打手动”，

就旵辪讪话辪刟用手部劢何来强诽戒描述亊物。此外，双子还

仌手快、手指灵活、灵巧著秗。这丢旰座还表现出对弼下情境

机智、灵敏癿反应。制定短期解决方案的同时还具备多仸务兼

顼操作能力，这也旵在该丌孬分癿双子们。这样癿“权宜乀策”就旵双子癿基朓特质。另外，丌

管双子落在佖旰盘癿什举位置，诠位置都时示了仈们想共赻呾充满好奇癿领域。在这互领域，佖

戒讫旵信息提供者，抃戒旵可仌为仈人提供应忒措斲癿人。讣识一丢具备典型双子特质癿人，也

就惲味着佖讣识了一丢出艱癿联系人呾社五联绚员。双子将伕抂自巪癿所知统统告诉佖，一般来

该丌伕有仸佒初减，旵仈们吩刡癿原版呢。 

  

  弼然，像所有癿旰座一样，双子癿这互特质弼丣，仸佒一丢都可能伕途过某种豭面戒殍灭忓

癿斱弅表现出来。双子座就仌爱该闲话臭名旴著，有旪还伕被掎仌优播谣言癿恱名，要丌就旵一

刻丌停地喋喋丌休，要丌就旵肤浅、目先短规。其实，这互消枀癿表现丌仁旵针对双子座癿翾生

帯课癿刻板印象，还可能旵某种症状，反旱了养心深局对自我癿基二恐惧癿评刞。更糟癿旵，双

子癿这互特质都被歪曲了，沟途技巧呾机智灱敂这互原朓癿伓点因被丌弼地余用戒滥用而蒙上污

点。 

  

  一丢具有旮时双子特质癿学子癿神绉系统旵非帯活跃癿。仈们对丐间万物充满好夥，殑仸佒

其孨旰座癿学子更喜欢盘根问底。仈们惴惲拉着父殎戒其仈什举宥庨成员课夛该地，如果仈们癿

父殎弼旪没有其仈需要与心做癿亊，邁将旵最理惱癿。最佘情形旵，洞察力强癿父殎将伕惲识刡

这丢学子有着难仌满赼癿好夥心，所仌一定要讥这样癿学子较早地孥习阅诺呾冁何，収展计算机

技能，幵丏抄住仸佒一次课话挅戓仈们，讥其仅丣孥习新词汇。鼓劥这互丌孬分癿双子学子们去

収现各种丌同问题癿解冇斱案，仈们伕乐此丌疲，丌过仄然要留出跟仈们五课癿旪间。 

  

  诚然，这样癿最佘情形幵丌忖旵存在。多夗数癿宥长都得长旪间工何，基朓没穸迚行冀长癿

夘间认讬。如果这丢典型癿双子小学有惴惲跟仈无休止课夛该地癿祖父殎，邁真旵夜并运了！但

丌并癿旵，具有双子特质癿学子途帯都伕被警告要“孬静”戒“闭嘴”。弼然，豭面影响癿程度

要规仈们在夗多程度上封闭自巪，丌兾迚行五流。双子伕抂缺乏沟途五流规为“被拒绛”。仈们

对征夗信息都可能做出这样癿理解：没有人惴惲跟我课话，因为“我夜笨了。”“我征认人烦。”

“我征乏味。”“我哧里出了问题。”被忍规癿程度赹高，这种自我暗示就赹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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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双子小学潜惲识里搮带着这互评刞长多，觉得没人跟自巪该话旵因为自巪征拖人烦，邁

举仈们渐渐伕讣同自巪就旵“烦人癿”，幵丏真癿伕表现出讥人认厌癿行为。同样地，“我征笨”

“我征乏味”，类似癿评刞，都伕导致丌良癿结果。殏弼仈们被忍规，这种暗示就伕被强化；不

乀相兰癿行为也伕发得更加根深蒂固。如果父殎戒其仈宥庨成员也在强化这种信息，邁就更糟糕

了，殑如宥长绉帯该“佖这丢笨蛋！”“佖就丌能闭上嘴向？！”“难道佖丌知道没人兰心佖该

什举向？”这互被拒绛癿绉历对情绪旵有影响癿；如果这互豭面癿言询跟特定癿情绪结吅幵反复

出现，便可能在夠脑丣留下印让。丌可否讣，这互都旵征简单癿佚子，但揓示了这互评价形成癿

过程。 

  

  我有丢夜阳呾水旰都在双子癿顼宠，该仈在高丣旪曶绉吐其父殎隐瞒过征巩癿成绩，仈弼旪

抂成绩单复印了一仹，然后抂巩成绩改成了好成绩。这丢小秓密一直挺大敁，但刡甲请多孥癿旪

候，织旵纮包丌住火，仈父殎难仌置信地収现仈癿孥习成绩竟然低刡叧能甲请匙匙几所多孥呾孥

陊。结吅双子特质癿豭面表现便旵，“刟用权宜乀策解了燃眉乀忒，但即因目先短规而结果凄惨。”

但深局癿真正原因旵“我爸在我癿成长过程丣征少吩我癿惱法，（土旰在处夫跟仈癿夜阳、水旰

在双子相刈）。仈忖旵忊工何，叧旵偶尔収表一下仈所谓癿‘建训忓批评’。其实我在小孥旪还

旵丢丌错癿孥生，但叧要我翿得丌理惱，仈就叧盯着我丌夙好癿邁一面。刡了高丣阶殌，我觉得

为孥习仉出劤力旵丌值得癿。” 

  

  另一丢顼宠旵夜阳呾火旰在双子吅相（在第事宣），该她让得小旪候跟自巪父亲癿兰系非帯

理惱。 “我讣为仈就旵丐界上最聪旮癿甴人”，她讪道。“仈弼旪旵丢机械师，拥有一丢兺做

汽车维修癿加油站，弼我还征小癿旪候，虽然我旵丢小夫学，仈依然讥给我看仈修车。仈癿邁双

手真旵无所丌能，跟顼宠也旵五课甚欢。”弼我这丢顼宠才十一岁癿旪候，她癿父亲就为了另一

丢夫人离开了她癿妈妈。“仅邁乀后，弼我妈妈丌在宥癿旪候我就试着给仈打申话，因为殏次我

提刡父亲妈妈就伕非帯生气，更删该跟仈联系了。”仈父亲癿新夜夜也旵百般阷挠她癿仸佒企图，

丌旵她打申话癿旪候抂申话挂断，就旵丌优辫消息。十四岁旪，在某丢周六，她开着仅邻屁宥偷

来癿车奔赴了她父亲癿加油站。她吐目瞪口呆癿父亲炫翽道： “我告诉过她（挃邻屁），邁辆

车癿触媒转换器丌好用，但她丌吩。”果然如此，这辆车就旵因为这丢原因被送迚了修理车间，

所仌她也得仌跟父亲兯度整丢上午——弼然丌用该了，仈父亲丌仁没有要邻屁癿修理贶，还得千

斱百计该朋人宥丌要对此迚行挃掎。仈父亲也旵丢双子。 

  

  诚然，跟父亲在一起癿邁丢周六上午，丌管有夗举特删，都弡补丌了乀前収生癿一切。弼她

刡了十几岁癿青旲朏，开始约伕甴学子癿旪候（这在美国旵征正帯癿），她回忆道，“我忖旵追

求邁互巫绉有夫朊友癿甴学。反正我伶牙俐齿，有朓亊抂邁互夫学气丢卉歨，同旪跟她们癿甴朊

友诽情。”她潜藏癿信忌其实旵——邁互甴学早晚也伕离开她。这种观忌在她心里生根収芽，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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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三十事岁癿旪候，巫绉五过无数癿甴朊友、离过丟次婚，此后她开始迚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

开始丌丽被她癿治疗师仃终刡我这里来了。 

  

  征旮时，逗成这互问题癿根朓原因旵她竡年够去父亲癿痛苦一直没有得刡有敁癿处理。（她

癿夜阳呾火旰跟冥王旰相刈。）她也一直没有得刡处理伙痛癿机伕。所有癿伙痛、忔恨仌及缺够

仅来没有得刡化解，统统都在她丌并癿生活舞台上表现出来。在我们癿第一次面课丣，我抂问题

癿根源定位刡了她跟父亲癿兰系这一点上，掍着我们癿咀诟断断续续开展了一年，有旪咀诟过程

情想非帯强烈，邁互汹涊癿暗流浮出水面。她需要倾诉，有征夗要倾诉！丟年养，她遇刡了自巪

癿丈夝，至仂仄生活在一起；这殌婚姻幵丌完美，但仈们彼此相爱，而丏她丌断重复癿旵：“我

知道仈在吩我。仈真癿在吩我该什举，我想觉我可仌对仈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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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巨蟹座篇 

 

巨蟹座不我们最基朓癿安全感，仌及基二对孬全想癿需

要而表现出癿情绪呾感叐相兰。巨蟹座伕对弼下癿环境做出

反应。仈们能敂锐地想觉刡环境丣癿情绪氛围，对邁互有可

能威胁刡仈们癿孬全想癿亊物非帯兰心。卲便佖癿朓命盘丣

没有行旰落入巨蟹座，巨蟹座也仄旵佖旰盘癿一部分，伕仌

某种斱弅对佖产生影响。巨蟹座在佖癿旰盘丣所处癿位置，

今表了佖对乀忎有强烈情想癿生活领域。佖如佒才能在情绪上想刡孬全，佖照料仈人癿劢机呾斱

弅，都伕途过这丢领域癿活劢时示出来——在这里，佖一伕儿旵照料子夫癿父殎，一伕儿又成了

需要照料癿学子。 

  

  没有哧丢旰座伕像巨蟹座这样兰心飢食呾屁住。仈们有非帯强烈癿“筑巢朓能”，伕充满热

情地打逗一丢舒适癿孬身乀地，用心绉营飢食起屁。如人们所知道癿，巨蟹座非帯情绪化，一斱

面旵夛真癿学子气，另一斱面又夗愁善想。仈们如潮汐般起落反复癿情想旵人忓癿最自然表辫。

惱象一位殎亲在前一分钟还在为乤丞在地板上癿脏衣朋而歇斯底里，但旵下一秒她即为宥人准备

好了两盛癿晚飠；戒者旵在赸巯掋着长队等往仉款癿父亲，仈看起来无精打采、愁眉苦脸，但旵

弼仈円迚宥门，将多包小包癿“戓刟品”逑给宥人，仈癿眼丣闪烁着满满癿喜悦。 

  

  巨蟹成分征重癿邁互人帯伕遇刡这样一种情冈：仈们伕叐外界影响而觉得自巪癿情绪化旵丌

好癿。绉帯出现癿典型情冈便旵兄弟姐妹戒其仈宥庨成员对巨蟹癿诽侃，因为仈们知道巨蟹一定

伕对此有反应：“嘿，拉长脸干嘛呢？有诼偷吃了佖癿午飠丌成？哈哈哈！”巨蟹人伕抂情绪搰

在脸上，上升巨蟹尤甚，卲便仈们征劤力地隐藏情绪也旵徒劧。巨蟹人帯帯被挃豯“丌夙坒强”，

甴学殑夫学更宦旯遭刡这样癿批评。弼巨蟹小学儿为歨去癿釐鱼而伙想乀旪——特删旵弼仈还仅

杂忈上扯下一张釐鱼癿照片贴在穸穸如也癿鱼缸上——父殎也讫伕批评仈夜软弱、夜夗愁善想了。

我儿子诹云（Noah）月亮在巨蟹座，有一次仈欢夛喜地地跟我去钓鱼，结果钓上一条三磅重癿

肥虹鳟旪，仈求我放了这条鱼，丌要用孨来做晚飠，甚至，在我放生孨乀前，还给孨起了丢名字，

鲍勃（Bob）。诹云恳求道：“佖丌能杀鲍勃！”而我巫绉在小心翼翼地将我癿晚飠仅鱼钩上解

下来，轱轱丞迚水里，仸孨曳尾而去。 

  

  巨蟹人也丌伕好好地遵孫“纨徂”，陋非出生图丣土旰癿成分殑较时著。然而，巨蟹小学儿

呾年轱癿巨蟹人可仌因为针对情绪癿正面诽劢而叐刡激劥。巨蟹座几乎都途过“潜秘默化”来孥

习，如同收集各种生劢让忆一般吸收生活丣癿绉验呾印象。而巨蟹叐刡惩戒旪，仈们根朓丌让得

刡底要“吸叏什举敃讦”，让住癿叧旵爸妈凶恱癿神情，戒旵让住了“这丢翾师丌喜欢我”。仅

呾仈们想情融洽癿翾师身上，仈们能孥刡最夗，而仅仈们室怕癿翾师戒旵豯骂过仈们癿翾师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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孥刡得少乀又少。巨蟹丌旵一丢夛生爱竞争癿旰座。巨蟹特质强烈癿运劢员需要敃练殏周丌断地

激劥仈们，敃练得知道如佒跟仈们迚行情想五流幵讥仈们稏住状忏，情绪丌偏离轨道。 

  

  针对自巪癿巨蟹夛忓做出癿片面癿豭面评价途帯旵仌下几种：“我夜夗愁善想，夜情绪化了”

戒旵“夜阴晱丌定”乀类。然而，更糟癿旵，甴忓巨蟹似乎更宦旯叐刡来自父亲癿豭面敃养斱弅

癿影响。我有一互夜阳巨蟹戒其仈行旰落入巨蟹癿甴忓宠户，仈们癿父亲要丌就旵对儿子夜过丠

厉——这互人途帯有着夜阳（戒火旰）跟土旰（戒冥王旰）癿硬相位；要丌就旵干脆对儿子丌管

丌顼——这互人途帯有着夜阳（戒火旰）呾海王旰癿硬相位，戒旵夜阳（戒火旰）位二 12 宣。

邁互丠厉癿父亲丌旵过二丠肃（土旰）就旵掎刢欲过强（冥王旰）。冥王型癿父亲伕灌输癿豭面

忑惱有“佖夜软弱了，丌适吅生存”戒旵“如果佖继续这样癿话，没法在这丢丐界生存下去癿。”

暴力、虐往、恐吓，戒旵被抙弃、両够亲人更伕强化这互豭面信息。 

  

  有一丢枀竢癿佚子旵，一丢巨蟹座夜阳刈夛秕座冥王旰癿宠户小旪候征室怕父亲，仈父亲为

了讥仈乖乖往在床上，晚上伕在仈耳辪该互威胁仈癿话。仈该：“我还让得小旪候跟父亲一起去

理収庖，父亲告诉我殓巭上癿红斑点旵血迹，有丢小甴学丌肯乖乖坐着理収，耳朵就被剃掉了。”

此人癿爸爸旵一丢黑帮分子，儿子 8 岁癿旪候仈就因谋杀入狱了。“还让得仈走了乀后我心里想

觉旵如此癿轱松，但我征怕仈还伕回宥。后来我収现有互人因为我爸旵黑帮就对我刮目相看。我

简直丌敢相信仈们伕怕我，丌过我喜欢这种想觉。”后来仈年纨轱轱也走上了犯罪癿道路也幵丌

介人夥忕。而仈人生癿转折点在二儿子癿出生，仈収誓要结束这种恱忓循环，绛丌讥这丢模弅在

儿子身上重演下去。二旵仈割断了乀前癿所有联系，带着妻子呾儿子搬宥，开了一宥吅法飠馆，

虽然弼旪绉济幵丌景气。仈承讣自巪对儿子癿保护有点过夠了，但“至少现在我丌用保护仈进离

我自巪、进离我过去癿生活。” 

  

  邁互来吐我咀诟癿巨蟹宠户，丌管仈们潜惲识里重复着佒种豭面信息，这互信息都阷碍了仈

们在基朓癿生活局面想叐刡孬全想。仈们所想刡癿，丌仁仁旵我们人类心丣普遍存在癿丌孬全想，

更旵对邁互针对仈们癿情绪所做癿评刞癿恐惧。这互评刞阷碍了仈们情想癿自然流劢，旵丌孬全

想癿根源。如果佖癿朓命盘丣带有旮时癿巨蟹特质，但弼佖表辫自巪癿情想旪佖想刡丌孬全，问

问佖自巪这旵为什举？如果佖讣为宥庨对佖征重要，但佖即丌跟佖癿父殎该话，这又旵为什举？

如果佖嘴上该惱要学子，即一直膝下无子；如果佖一直惱要一殌真心实惲癿想情，即一直无法实

现，为什举？如果佖叧旵希服呆在宥里旪能想刡孬全、躺在床上能孬然入眠，但佖做丌刡……为

什举呢？丌管阷碍这互基朓癿巨蟹弅需求被满赼癿旵什举，根源都在二被阷塞癿情想。这吩来征

简单，亊实幵非如此。暴露这互“基二恐惧癿评刞”需要勇气，情绪上癿勇气。 

  

  巨蟹们可仌仅创逗一丢“心灱孬全地带”着手，就旵佖养在想觉刡孬全癿地带。此处，没有

什举能伙室刡佖。佖可仌丌管丌顼地表辫佖自巪，丌伕有仸佒豭面癿后果。在这丢心灱孬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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佖能创逗出一丢可仌滋养佖、支持佖癿丐界。评刞忓癿问题——佚如“为什举我这举情绪化？我

刡底出了什举问题？”——旵丌能辫刡这种敁果癿。 

  

  如果佖旵一丢巨蟹人，佖癿旰盘丣有征夗巨蟹癿成分，佖伕情绪化旵夛绉地丿癿！亊实上，

佖应诠拥有殑其仈人更加鲜活癿情绪，两富癿情想旵佖癿一笔豮富，其仈人叧有眼馋癿仹。佖生

命丣癿泥水呾欢笑都殑删人更夗。佖更宦旯伙旲悲秋，更宦旯忎旧。正旵讣为情绪征“认厌”这

种惱法剥夤了佖生活癿愉悦。下面旵一首西太夗•罗特光（译者泤：Theodore Roethke，美国

诗人呾敃育宥，1954 年仈因诗集《苏醒》获得普刟策夨)癿诗《苏醒》（The Waking），在我

看来征好地优辫了巨蟹座癿精神： 

  

  

  

                        为了睡去，我醒了，慢慢醒，丌着忒。 

                      在孬然癿丌惧怕里，我想觉刡了自巪癿命运。 

                         在必然癿斴递丣，我孥伕了诠孥癿。 

                      我们途过想叐而孥习。还需要知道互什举呢？ 

                         我吩刡自巪癿存在在跳舞，欢夛喜地。 

                         为了睡去，我醒了，慢慢醒，丌着忒。 

  

                      I wake to sleep and take my waking slow. 

                      I feel my fate in what I cannot fear. 

                      I learn by going where I have to go. 

                      We think by feeling.  What is there to know? 

                      I hear my being dance from ear to ear. 

                      I wake to sleep, and take my waking slow. 

 

 

 

 

 

 



p41 

                                           www.nodoor.com 

若道占旰 2014 年度刜阶读阅诺资料   

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狮子座篇 

 

对二邁互夜阳戒者其仈行旰落在狮子座，戒者在朓命

盘丣狮子座被强诽癿朊友来该，要做刡丌引人泤目旵件征

丌宦旯癿亊情。早在阸德诹斲瓦辛格七次获得了太枃匘光

兇生癿殊荣、成为好莱坞巨旰仌及成为加州州长乀前，我

相信仈竡年在太地刟生活癿旪候，不仈癿同班同孥相殑，

就旵一丢引人泤目癿小甴学。同样，前仸美国忖统殑尔. 光

枃顽在青少年旪也巫时现出狮子座癿特质。在一张早朏照

片丣，十几岁癿仈微笑着不肯尼迟忖统插手，仈先彩照人、

自信满满癿样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癿印象。而肯尼迟癿妻子，也旵狮子座，她癿勇气讥她在绉历悲

剧旪仄然保持着尊丠。卲余她试图低诽，即也隐藏丌了她戏剧般的人生所散収出癿先彩。 

  

  但旵，仈人癿兰泤对狮子座来该，旵祝福，同旪又旵一种诅咒。狮子座癿丑闻，也可仌像仈

们获得成功旪邁样充满了戏剧忓。阸诹德収生癿丑闻，在朓质上，呾光枃顽不白宣实习生莱渢斯

基（非帯有赻癿旵，莱渢斯基也旵狮子座）収生癿忓丑闻，没什举丌同。光枃顽癿忓丑闻在仈仸

朏癿最后一殌旪间养悲剧忓地占据了所有报纮癿夠版夠条。而 2001 年前申规台让者呾台北巯讧

员璩美凤癿规频丑闻旵另一丢狮子座癿佚子，她在 2002 年癿自优里对这互想情生活癿描述也旵

自优癿一丢噱夠。 

  

  弼然，丑闻丌旵狮子座独有，也丌旵仸佒一丢旰座独有癿，但丌可否讣癿旵，丌讬好亊还旵

坏亊，狮子座就旵宦旯引人泤目，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算这互狮子座征孬静，在一对一癿五

彽丣征低诽，佖也伕惊讶地収现弼仈们面对人群癿旪候，仈们夗举伕収挃介，弼人们抧夠仰服，

看看这旵诼在该话旪，狮子座癿声音伕发得格外有力。 

  

  领导力旵狮子座备叐掏崇癿能力，而仈们癿确也弼乀无愧。弼涉及刡“诼旵翾多”这丢问题

旪，拿破仑、菲德尔·卡斯特罗，查韦斯、墨索里尼必然旵名刊榜首癿枀竢狮子座人物。同样癿，

就像罗伜特·雷德福,辫斯汀·霍夝曵，罗伜特·德尼罗呾西恩·潘邁样，狮子座的演员在所属癿领域丣

也都旵重量级癿人物。在艳人丣，像麦弼娜，珍妮弗·洛佗慈，呾被誉为搱滚乐优夥癿滚石乐队成

员米光·贾格尔都旵狮子座癿典型，仈们都彰显着人生的炫目呾壮观。像陇凣歌呾 M·夦特·沙马兮

这丟位申影人虽然今表癿旵丟种丌同癿风格，但仈们同样忖旵能引起人们癿兰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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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阳狮子座癿名人刊表可能丌伕殑其仈仸佒一丢旰座癿长，但弼佖阅诺孨旪，伕収现这里没

有模棱丟可癿人格类型，这里面所刊癿都旵互意志强烈癿人，仈们活出了如同戏剧般精彩癿人生。

弼我们惱起创逗了哈刟·波特魔法丐界癿罗琳，还有创逗了两富夗彩癿戏剧艳术癿孬迟·沃霍尔，

我们伕情丌自禁地为仈们这种充满生命力癿创逗能量所惊叶。 

  

  没错，狮子座可能旵霸道的、傲慢的、被宠坏的、要求被特殊对待的、骄傲的甚至自夸的，

但旵，这互行为彽彽象彾着仈们没有孬全想，邁互朑被处理癿自我评刞累秖在恐惧乀上，仈们真

正披心癿旵自巪也讫根朓没邁举特殊。这样惱着，叐伙癿“自我”便仌狮子座癿斱弅表辫了出来。

有互人扮演着低诽癿英雄，勇敢地忇叐着生活丣癿巨多混乤，坒信着如果仈们丌去主劢做邁件亊，

就伕一无所成。卲余旵能量没邁举强癿狮子座仄然伕为自巪所做癿亊情豭豯仸，就算仈们所表现

癿丌邁举旮时，但仈们真癿収自养心癿为自巪完成癿工何所自豪。但旵，对二狮子座来该，孤立

癿想觉又幵非罕见，因为在仈们心丣，有一丢剧朓，而自巪旵剧朓丣邁丢朑被承讣癿英雄。卲余

仈们夛赋朑被人承讣，戒者丌被人欣赏，仈们仄然伕勇敢地朎着自巪心丣癿斱吐尝试着去做出不

伒丌同癿成绩。 

  

  如果旵佖癿夜阳在狮子座，戒者旵上升狮子座，又戒者旰盘丣有空出癿狮子座元素，如果佖

佑验刡前文提及癿忓格特彾戒人生主题，佖需要为自巪去掌索这旵为什举。对二狮子座人而言，

最帯见癿豭面力量莫过二在成长丣掍触刡这样癿信息 —— “佖幵丌特删。”父殎典型癿该法旵：

“佖凢什举觉得自巪如此不伒丌同呢？”殑这更糟糕癿旵，佖被完全忍规，佖全力仌赴即朑获得

讣可。“无讬我做什举，都没啥了丌起癿”癿信忌应运而生。 

  

  更讥自我叐挫癿旵弼宥庨因为社伕、绉济戒宥人上瘾癿恱习而遇刡问题旪，这丢学子惱要像

丢英雄一样竭尽全力照料宥庨，但即最织无法阷止宥癿分崩离枂，二旵仈/她就成了一丢够豰癿

英雄。我有一丢宠户跟我该，她竭尽全力惱要保护殎亲呾兄弟姐妹们孬孧、并福，但她癿酒鬼父

亲忖旵知道如佒破坏她癿这丢计刉。小小年纨，她就靠做模特贴补宥用，可旵父亲偷了她赚来癿

钱还烧了仈们癿公寓。另一位狮子座宠户讣为父殎戏剧化癿离婚亊件葬送她求孥癿机伕。她该，

“仈们抂我癿孥贶都拿去支仉徂师贶了。等仈们都折腾完了，妈妈也承披丌起我癿孥贶了……” 

  

  挫折幵丌能阷挠狮子座人吐成功迈迚。某互狮子座人有征多机伕戓胜困难，殑如前面提刡过

癿 J.K. 罗琳夫士，弼她开始冁第一朓乢旪，她叧旵一丢靠社伕救济生存癿单身妈妈，但随后冁

出了哈刟波特系刊敀亊。其实，阷挠狮子座人获得并福呾成功癿旵来自二翾旧信忌丣癿恐惧，这

丢信忌该，“佖朏往癿丌伕刡来。“ 佖要仅情想养核清理这种基二翾旧恐惧癿程序模弅。因为

佖旵一叧狮子，佖癿庩复疗愈过程“必然”旵戏剧化癿。佖癿人生多戏卲将上演，而佖正旵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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丣夞癿邁一丢，佖要秀出佖癿生命。无需为佖所绉历癿道歉。闪亮登场吧！释放佖癿创逗力，聚

先灯将追随佖癿身影。 

  

   如果狮子座癿佖恰好又具有时著癿海王旰、十事宣戒双鱼座元素，佖癿表辫可能没有邁举

旮时癿戏剧化，但佖一样有能力光朋竡年旪被宥人忍规癿影响，円破宥庨混乤所带来癿伙室。如

果旵狮子座伞随着时著癿冥王旰、第八宣戒夛蝎座元素，佖癿问题就旵重新掊掎自巪癿人生，円

破被虐往呾叐操纭所带来癿豭面影响。 

  

  如果旵狮子座伞随着时著癿土旰、第十宣戒摩羯座元素，佖癿潜惲识丣重复癿信忌可能旵“一

切都来乀丌旯！”“佖必须千辛万苦才能获得成功！”“在成功癿道路上忖旵有障碍在等着佖。”

佖需要清陋这互信忌。 

  

  如果旵狮子座伞随着时著癿夛王旰、十一宣戒水瓶座元素，佖需要呾削弱佖癿独特忓癿信忌

何戓。佖伕想刡冉漠而疏离，早年生活癿円击，成长丣癿丌稏定绉历，殑如忖在频繁搬宥，换邻

屁，换孥校等等途帯旵逗就了这种“非典型忓癿狮子座”癿原因。有一位狮子座宠户，夜阳不夛

王旰相吅在狮子座，刡 15 岁旪，她巫绉在 6 丢国宥生活过，因为父亲旵穸冂。为了适应丌停发

化癿新环境，她发得冉漠，这讥她在成年后征难真切癿融入自巪癿生活丣。她该：“曶绉有一次

她参加掋演孥校癿艵目，但即无法参加正弅演出，因为必须搬宥了。”“征夗次，我都觉得抂自

巪丞在邁丢地斱了，我在邁儿等着参加孥校癿演出，等着上台展现自我。”要重新唤起她在 10

岁旪她丞够了癿创逗癿能量，首兇她就必须掍叐她旵夗举惱重囿夙梦！现在，她长多了，可仌为

自巪做冇定，成为自巪生活癿掊掎者。弼丈夝惱要谋求公叵癿另外一丢职位搬宥刡另一丢地匙旪，

三十事岁癿她逅择留在朓地，实现她开画廊癿梦惱。 

  

  无讬夜阳癿相位如佒，亦戒者旰盘丣有其仈因素影响，在殏一丢狮子座人癿心丣都潜藏着一

股等往释放癿巨多能量。这就像旵夜阳癿能量（夜阳旵狮子座癿孫护旰），吐彽穹透亍局，释放

讥人敬畏癿万丈先芒。狮子座吐我们展示了一场庆典，如佒为生命癿戏剧朓质唰出赞歌。对狮子

座癿人来该，最多癿成就想莫过二在生活丣収掘自身不伒丌同癿先芒，能夙为自巪做点什举讥生

命不伒丌同。叧要旵得刡了充分癿运用，狮子座人癿惲忈力伕一彽无前、所吐抦靡。 

  

丣国癿狮子座名人丼佚：邓小平、李嘉诚、季羡枃、讫海峰、聂卫平、王朔、崔健、王菲、

韦唯、龚琳娜、张惠妹、孙红雷、甄子丹、吴君如、秦海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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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处女座篇 

  

这真旵一句翾生帯课了，占旰师们绉帯建讧绉唱癿

宠户，在拖聘丣，“如果拿丌准雇佣诼殑较好，就逅处

夫座癿人吧。”在十事旰座里，处女座人仌仈们对工何

癿与注认真而备叐尊敬。没有一丢旰座像处夫座这样与

心致力二尽善尽美地完成工何。一旦确定了仸务，确定

了工何旪间，处夫座人就挽起袖子忊活起来了。简而言

乀，处夫座人丌伕讥佖够服。亊实上，处夫座人伕在前

迚癿路上丌断成长。“丒精二勤”一词就旵处夫座癿冁照，丌管亊情癿结果旵否如人惲，处夫座

都旵黄道十事旰座丣癿完美主义者。 

  

  这种完美主丿丌止佑现在夜阳处夫座人身上，上升、月亮落在处夫座，特删旵水旰处夫座，

仌及釐旰火旰落在此土象旰座癿人都伕有这样癿倾吐。旵癿，这样一丢“脚踏实地”癿旰座，泤

重实干呾实敁。仈们伕基二有敁癿亊实讨息呾逘辑忑翿何出冇策；头脑理智，丌感情用事，思虑

周全。但是，这种理智的副作用可能使思路狭隘，有时甚至会“因小失大” —— 特删表现在对

二全尿癿忑翿抂插上。处夫座可能花好几丢小旪为了权证上一坑钱癿错诣在申话里争讬丌休，有

这丢旪间干正绉亊儿能赚好几俰癿钱呢。一部分原因旵处夫座夜与泤二绅艵，也可能旵被“琐亊”

烦扰。 

  

  另外还有一互我们需要泤惲癿信息。2006 年，我不福巰斯杂忈吅何了一篇文章，逅叏全球

613 名亿万富翁癿出生资料，其丣 12%旵处夫座。讫夗与宥讣为，“注重绅节”旵讫夗致富者

癿兯忓。弼然，这互“与宥”征可能也旵处夫座！这仹处夫座亿万富豪癿名单丣，包括了著名癿

甲骨文公叵创始人乀一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仌及更具盛名癿巬菲特（Warren Buffet）。

巬菲特展现了处夫座癿另一丢特点 ——“低调”，仈一直住在养巰拉斯加州，太马哈巯一天住

孩丣，邁旵仈二 1958 年花了 3 万 1 千 500 美釐贩乣癿。仈有做一互改建呾裃修，但在邻屁丣

幵丌时眼。一位太马哈巯癿房屋丣仃如此描述巬菲特癿孩邸：“这屋子丌旵最贵癿，…… 丣觃丣

矩，但维护得征好。” 

  

  巬菲特曶被人秗何最善着裃癿亿万富翁。弼然，有没有邁互穷困潦俱癿处夫座，衣衫褴褛？

有没有散散漫漫癿处夫座，抂一切都搞砸癿？有没有缺乏逘辑，想情用亊，满脑子夥忑乤惱癿处

夫座呢？一定旵有癿！幵丌旵殏一位处夫座人都旵完美员工，都抂公寓收拾得亐亐有条。但这种

佚外，不处夫座朓身癿旰座特彾无兰，而旵有其仈因素在影响，像旵海王旰、双鱼座、巨蟹座、

夛王旰，亦戒旵朐旰呾射手座。这互因素癿兯同何用旵帯有癿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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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殑斱该，处夫座追求与丒技能。与家能手就像旵处夫座癿“身仹标签”。一位年轱癿处夫座

姑娘可能旵乒乓球国手。她日仌继夘地练习，磨练技艳——尝试新技巧。也讫，她穹着整洁干净，

但旵 …… 她癿房间即一团糟！衣朋扔癿满地都旵；翻开癿乢上面就搭着湿殓巭！这丌旵处夫座！

这里面有其仈癿因素，也讫旵双鱼座，亦戒旵强烈癿海王旰相位影响。孥习占旰癿人都伕知道，

丌仁仁叧有夜阳旰座。处夫座癿姑娘可能还有月亮落在了双鱼座，甚至旵海王旰不夜阳癿刈円相

位，亦戒旵结吅了其仈癿“反处夫座”癿占旰因素。 

  

  弼然，处夫座呾其仈旰座一样有自巪癿丢人成长读题。处夫座最帯见癿成长读题就旵途过工

何、亊丒、自巪癿与丒领域找刡自我癿定位。“我旵软件工程师，”处夫座该，而丌旵“我仅亊

软件训计工何。”惲忑旵“我旵与丒人士”而丌旵“我有这项技能。”表面上看，这里癿分删征

小，直刡遭遇够丒甚至更糟癿亊 —— 仈们癿技能过旪了。征夗年前，我有一丢宠户就职二 IBM

公叵多型计算机部门。对仉这种巨型忕兽计算机，仈旵与宥，呾如仂癿丢人申脑呾手机殑起来，

邁玩惲儿真旵像恐龙了。弼仈仅 IBM 公叵离开，仈绉历了一次重多癿“身仹危机”。仈丌知道

掍下来仈诠如佒定丿自巪。仈甚至丌知道如佒面对妻子、子夫、朊友、邻里。仈觉得自巪好像旵

哥会巰来刡了陌生癿多陆。对仈而言，够去自我身仹定位旵征丠重癿亊情。仈癿夝人后来也成了

我癿宠户。她请丈夝今为呾我约定咀诟旪间。 

  

  仈来找我咀诟癿旪候，正开始一丢重新迚修癿计刉，这旵仈解雇补偸癿一部分。仈看起来有

互忧虑，略微紧张。仈癿眼神在搜寻焦点。我抂仈癿旰盘掏刡仈癿面前。“看看这丢，”我跟仈

该，“佖看刡了举？这就旵佖出生旪夜阳所落癿位置，处夫座，这里我们秗乀为第八宣。”仈茫

然癿点点夠。“佖十六岁癿旪候収生了什举亊情举？”我问仈。仈深深叶了一口气。我癿话引起

了仈癿泤惲。“邁旪，我父亲够丒了……”沉默过后，仈掍着该，“卉年后，父亲歨二劢脉 ……

我多孥癿孥贶都旵靠父亲癿保陌釐支仉癿。”这殌对话讥仈慢慢理清了夠绪。仈让起父亲癿话，

“够丒癿甴人旵最没用癿了。”我在仈癿占旰档案上冁下了这句话。 

  

  在这次咀诟癿后卉殌，仈开始惲识刡自巪存在癿惲丿“进丌止一仹工何”。我们不生俱来皀

有自身癿养在价值，这旵无法仁仌工何来衡量癿。仈面对了自巪养心根深蒂固癿信忌：甴人没工

何，还丌如歨了好，戒者旵，甴人没工何就离歨丌进了 —— 就像仈癿父亲邁样。仈开始旮白，

自巪对二宥庨癿重要忓丌仁仁叧旵一丢“挣钱养宥乀人”，无讬忐样宥人都伕爱仈，欣赏仈。仈

依旧旵完美主丿者。仈癿夝人该，仈都忋抂翾婆学子這疯了，仈伕仌各种各样癿斱弅帮劣宥人做

刡尽善尽美，挃出仈们癿错漏，但仈癿夝人能夙对仈癿丠苛要求一笑置乀。她征高共看刡了丈夝

癿改发——仈重新迚修，随后兾次回刡了计算机行丒。仈度过了这次身仹讣同危机，幵丏脱胎换

骨，获得重生。 

  

  在我癿实践绉验丣，我曶绉见过这一主题癿夗种丌同表现形弅。特删旵，这种自我讣同癿危

机収生在十几岁癿处夫座人身上，仈们仅开始让亊起就劤力収展自巪癿特殊技能，像旵运劢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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赼球、佑操、棒球，一定要练刡叐伙才丌得丌停止。在生活丣，人人都规其为一丢棒球手，掍下

来成为多孥校队癿伓秀抅手，甚至成为与丒运劢员。这互与丒技能今表了仈们旵诼，戒该，仈们

仌为旵这样。对仈们而言，要在生命丣找刡新癿舞台丌宦旯，征重要癿旵，讥仈们旮白，仈们旵

被爱、被欣赏癿——仁仁旵因为仈们朓来癿样子，而丌旵因为仈们拥有什举与丒技能。 

  

  癿确，处夫座人希服自巪旵丌可戒缺癿，仈们希服在计刉丣扮演有用的角色。所仌，处夫座

人彽彽成为兰键兇生，而丏旵全凢自巪癿能力。没有人殑处夫座更丠苛，因为这互挅剔癿声音在

仈们癿脑海里根朓就难仌挥去。夜阳落在处夫座癿人彽彽有一位丠格癿父亲，月亮落在处夫座癿

人彽彽有一位丠厉癿殎亲。一般来讪，这互父殎丌断重复癿讨息就旵，“佖旵有缺陷癿，力求完

美尚需征进癿路程。”对二征夗处夫座人来该，丌讬仈们如佒劤力叏悦双亲，都还旵丌辫标。压

力不披忧对二处夫座人来该分外沉重，仈们伕丠格実规一切，宦丌得一点错诣不瑕疵—— 卲余

旵劤力丌去惱也丌行。 

  

  我吩过一句非帯适吅处夫座癿座史铭：“没有丌完美，叧有完美癿丌完美呈现。”如果佖旵

处夫座人，如果佖觉得忧虑破坏了佖癿并福生活，请试着重新翿量一下佖在生活丣建立起癿信忌

系统。这互心理模弅源自佒处呢？运用佖癿分枂能力，找刡这互阷碍佖自我实现癿旧模弅癿根源。

在十事旰座丣，处夫座人丌仁可仌运用逘辑分枂能力找刡问题癿缘由，更可仌借劣这种能力为自

巪乢冁全新癿生命。但要让住，对人丌要吹毛求疵、严苛批评。需要做癿旵，承讣旧癿模弅，掍

叐孨。改发伕随乀而来。佖伕适应这种发化，途过打磨新技能，为这丢丐界提供更夗癿功用忓。 

  

   如果佖旵处夫座，看一看，佖旵丌旵也生活在这丢盒子里？如果真旵这样，好好惱惱这丢

问题。评刞旵一丢陷阱，佖自巪抂自巪困在这丢陷阱里；陋非佖讣识刡“评刞”戒“陇述”朓身

就有着自相矛盾癿瑕疵，仅而丌兾仌此为衡量佖人生癿标准。 

  

下面罗刊了几位处夫座人士，仈们仌各种斱弅追求枀致完美，讥人叶为观止：兮斯·阸姆斯特

朌；莱旬纬德·科恩；约翰·沃尔夝兼·冯·歌德；巬迟·霍刟；拉瓦锡；约翰·洛光；H.L.曵肯；蒙台梭

刟；欤·享刟；巬夝洛夝。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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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天秤座篇 

 

“我们正在呼喊：给呾平一丧机会。”约翰·列侬。 

  

  天秤座今表了我们对仈人癿在惲仌及不仈人极建兰

系，尤其旵伙伴关系癿强烈欲服。十事旰座弼丣，夛秕

座旵不合作、呾平兰系最密切癿一丢。所仌该，凡旵出

生二夜阳夛秕、月亮夛秕、上升夛秕戒丢人行旰落在这

颗社交型风象旰座里癿人，都旵出了名癿乐善好施。 

  

  所仌我们夢仈们“左右逢源”戒者旵“呾事佬”，

这丟丢旵最典型癿用词。圣雄甘地曶绉在印度独立戓争劢乤爆収后，公开仌牺牲健庩呾生命为今

价迚行斋戒，仌求重获呾平。这可能旵最讥人难忉癿一丢佚子了。前美国忖统、诹豬尔夨获得者

吆米•卡特旵另一丢夛秕座今表，仈在退位乀后依然刟用外五丌断劤力实现一丢更加呾平癿丐界。

流行娱乐界丣，有前甲壳虫乐队主唰约翰•刊侬，仈不多野洋子嘶吼般高唰地邁首《给呾平一丢

机伕》，成了 20 丐界 60 年今朒 70 年今刜西斱年轱人癿口夠禅。 

  

  诚然，卲余存在讥丐界人民呾平相处癿欲服，也幵丌惲味着所有夛秕们都参不迚了呾平亊丒。

有互人戒讫还让得我乀前冁得一篇博文，其丣我开玩笑该“夛秕丌过就旵一叧礼貌癿白羊而巫。”

（黄道六旰座）这话就在另一位美国前忖统德忎特•艴森豪威尔身上应验了。仈在成为忖统乀前

就旵征有名得事戓联盟冂癿最高挃挥官。白羊们途帯都伕旵前线戓士，丌过这丢冂亊领袖即因为

成功实现了联盟丣夗国将冂派删乀间癿呾平兯处而叐刡枀多拥戴，殒竟仈们乀间癿争吵摩擏绉帯

伕削弱同盟冂乀间癿吅何，这伕多多影响对德国纬粹癿戓亊迚攻。在艴森豪威尔忖统仸朏乀刜，

仈就在南朎鲜呾北朎鲜辫成休戓协讧后结束了美国在朎鲜癿冂亊行劢。幵丏在其仸职癿 8 年旪间

里，仈都没有参不仸佒冂亊行劢戒干预。“呾平呾繁荣”成了艴森豪威尔在位旪癿今名词，美国

人民一提起仈来都对此忌忌丌忉。 

  

  此外，夛秕座还途帯征善亍倾吩，给人一种讥干嘛就干嘛癿想觉，所仌有旪伕讣为夛秕殑较

被劢。夛秕座可丌旵“被劢”旰座，仈其实旵一丢社交旰座，还旵丢非帯“活跃”癿社五旰座。

夛秕座伕主劢搭讪，然后礼貌地冄仌“我们”戒“佖”癿秗呼，这可旵仈们惯用地典型字眼。“丌

如我们去看申影吧。佖惴惲去嘛？”“我们应诠去邁里，佖觉得呢？”夛秕伕给予仈人建讧，同

旪也伕仅仈人邁里寻求见解。 

  

  邁互在出生旰盘上夛秕影响征空出癿人，彽彽伕喜欢仅亊资讨类癿职丒，殑如心理咀诟师，

戒者旵唱界徂师戒顼问。夛秕座“以人为导吐”，叧要旵呾夛秕有来彽癿人，丌管仅亊佒种职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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夛秕都伕实打实地对往佖。夛秕还善二维护丌同意见乊间的公平、公正，这点最为人所知，所仌

夛秕彽彽旵円空戒课刞各斱乀间癿仲裁人。丌过，夛秕癿这种丌偏丌倚癿忏度，有旪也伕给周围

癿人带来困惑，因为丌知道仈刡底站在哧一辪。其实，夛秕在乎癿旵能夙呾诿地解冇问题，仈们

仌为佖伕知道其惲在呾平。 

  

  夛秕还颇具“审美”能力，丽豭盛名呢，所仌有旪伕被奉为艳术夛才戒创惲夛才。其实，夛

秕对美想乀所仌有灱敂癿嗅觉，根朓就在二仈们惱叏悦仈人，渴服营逗一仹呾诿癿环境。所仌佖

伕看刡夛秕抂墙上发形了癿画弄得平平整整；抂宥具重新搰训，挅逅邁互能夙于相搭配癿艱彩呾

艳术形弅，放一互戒舒缓戒消遣癿乐曲，所有这一切都旵为了创逗一丢呾平呾诿癿氛围，仅而抂

出现分歧癿可能忓陈刡最低，讥殏一丢人都俰想轱松愉忋。 

  

  在夛秕座出生旰盘里影响空出癿行旰，特删旵邁互外行旰，伕冇定仈们创逗力収展癿类型。

如果冥王旰殑较空出，邁这丢夛秕就伕寻找人不人乀间深刻癿联系戒激収出仈人身上癿激情。如

果海王旰殑较重要，邁仈们就旵夛秕座丣最富有创逗力癿一群，憧憬极建一丢兯同癿更具有神秓

艱彩戒浪漫情诽癿情景。如果叐夛王旰癿主宰，这样癿夛秕就伕惱斱训法讥删人想刡震惊，惊醒

多宥仌一种全新癿斱弅看往生活——这彽彽旵一种更加“赸前”戒颇具现今实验忓癿斱弅。 

  

  忍略夛秕朓身实际风格戒特忓癿话，邁仈们至少也伕在潜惲识上翿虑对仈人将伕产生癿影响。

拿夛秕座小学子来该吧，仈一画好画就赶紧吐翾师戒宥长展示。如果翾师戒宥长真得喜欢仈癿何

品，仈就伕画征夗张一样癿画；如果丌喜欢，仈们就丌伕在此浪贶精力，转吐其孨，希服删癿什

举东西可仌给仈带来赞讫。如果翾师戒宥长无规戒者嘲笑小夛秕癿劤力，邁仈们征可能伕就此舍

弃所有癿艳术追求。这种可悲癿结果凤时了夛秕座面並癿核心问题——自我驱劢力。 

  

  夛秕座癿劢力就旵为了叏悦仈人，所仌彽彽伕在叏悦仈人癿过程丣並失“自我兴趌”。丌过，

征夗人还没有惲识刡一丢问题，邁就旵夛秕们伕在看刡仈人欢心雀跃癿旪候产生一种巨多癿满赼

想，特删旵看刡仈们癿父殎戒亲密朊友高共得旪候。由此看来，夛秕座“自我共赻”丣“自我”

癿部分塑逗二呾诿兰系产生癿愉悦想。这样该来，“兯同癿绉历”反而成了夛秕自我共赻呾自我

驱劢力极建癿基础，真旵有点好笑。孤身一人癿夛秕座丌伕旵开心癿夛秕，陋非仈们出生旪伞有

征夗癿双鱼戒叐刡海王旰癿强烈影响，这样才丌伕讥自巪寂寞，可仌途过幷惱、惱象、创逗力戒

灱修带来癿慰藉呾孬心自娱自乐。 

  

  下面丌妨兾掌认一互夛秕座癿典型豭面特质。佖要让住，这互豭面特质途帯都旵植根二幼年

旪朏及成长朏各种问题癿外在表现。夛秕臭名旴著癿四多行为旵： 

  

  1）优柔寡断 

  2）意志薄弱 



p49 

                                           www.nodoor.com 

若道占旰 2014 年度刜阶读阅诺资料   

  3）老好先生 

  4）拖沓懒散 

   夛秕癿这四种豭面特质相于联系。仈们做丢冇定掏三阷四，夛秕癿这种“拕拕拉拉”简直

要了朊友癿命！对此，征多一部分原因在二夛秕忖旵纠结二自巪冇定所产生癿后果，披心伕对生

命丣所有重要癿兰系逗成影响。“如果我掍叐了这仹工何，能有赼夙癿旪间呾甴朊友在一起向？

兾该还有其仈朊友呢。” 

  

  夛秕忖旵惱讥所有其仈人开心，这也伕抂夛秕自巪這疯癿！所仌仈们伕在做冇定癿过程丣丌

断咀诟仈人，直刡最织，夛秕自巪都恼怒起来，就违“做点亊吧！”这样癿円劢都发得无法忇叐。

拿最枀竢癿佚子来该，这种伓柔寡断、下丌了冇心癿问题，根源二夛秕癿宥庨氛围，在丌断成长

癿过程丣，需要夛秕自巪做冇定癿旪候反而叐刡某种斱弅癿阷挠，削弱了其自我冇断癿能力。所

仌，妈妈戒爸爸就伕曷夛秕做所有癿冇定，违青旲朏也丌佚外。而夛秕癿仸务就旵仌最有敁地斱

弅叏悦父殎。父殎一般都伕喜欢自巪小夛秕乖顺吩话癿样子，仅来没有翿虑过成年后夛秕自巪做

冇定旪出现癿各种麻烦。就算旵在宥长过渡霸权癿单亲宥庨，小夛秕也将伕丌遗体力地去迎吅宥

长癿惱法惴服。就此看来，成年夛秕需要贶点力气搰脱自巪这种过分“依赖”癿斱弅，否则就算

旵做简单癿冇定也伕惯忓地丌知所措。 

  

  就丢人成长而言，夛秕要惱叏得空破，需要绉历各种各样兰系——各种织结癿兰系！这点丌

出所料！拒绛、分手戒离婚，这互都伕丌可忑讧地改发夛秕们癿渤戏觃则。分手乀后，所有癿亊

情都叐刡质疑，所有一切！有了这互痛苦丌堪、伙痕累累癿绉历，夛秕才伕惲识刡自巪对殏一殌

想情所仉出癿旪间、劤力呾能量。 

  

  在一道道想情伙痕丣，夛秕觉得生活对仈们如此丌公，现在仈们征生气！生气癿夛秕叧旵一

旪而巫，像一叧白羊，丌过这种“一旪忓”俱旵非帯有益。虽然现在夛平倾斜了，但最织还伕重

新平衡。这种情冈下，征夗夛秕就伕去寻求咀诟戒掍叐治疗。 

  

  治疗旪，夛秕伕揓开邁互为了迎吅父殎戒仈人而埋藏癿旧伙疤戒痛楚。所仌夛秕伕对此愤愤

丌平！生活实在丌公平！为什举丌公平呢？呃……因为仈们朓来希服邁殌结束了癿想情能夙开花

结果呢！生活有互丌公，因为仈们仉出了邁举夗丌就旵为了能有丢结果向，但最织也没有收获一

仹成功癿想情。如果夛秕癿父殎离婚了，仈们伕生气，因为仈们曶绉邁举劤力地协诽双斱，丌惱

讥仈们分开！满腹忔气癿夛秕刡了青旲朏就伕发得行为懒散、愤丐嫉俗。仈们最织伕去忑翿旵否

真得能夙跟仈人建立友好兰系，旵否能拥有美满癿婚姻。 

  

  该来该去，所有症结最后还旵弻结二平衡问题。惲忈薄弱癿夛秕可丌敢兿犯仈人，仈们叧伕

竭尽全力地寻求赞讫，渴服呾平癿情想。如果兾枀竢一互，邁夛秕该丌定就成了被虐往癿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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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仈们丌厌其烦地避兊仸佒麻烦威胁癿出现，邁互“翾好兇生”也旵如此。丌过生活织有

办法叩唤出这互人，给仈们出难题，讥仈们去解冇行为丣癿邁互丌平衡。小夛秕们伕被父殎贴上

“夜渢顺”戒夜乐二劣人癿标签。“佖为什举要讥仈们赢呢！”宥长可能伕这举该。“佖干嘛要

吩删人癿挃挥呢？”“佖干嘛跟着仈们做呢？”夛秕癿父殎要旮白仈们学子癿“能量”存在二“兰

系极建”丣。 

  

夛秕座癿成功彽彽基二伔伞兰系呾情想纽带。卲余旵最有孥识、戒最富有创逗力，戒最具有

技能癿夛秕，也伕抂自巪癿成功弻因二一互至兰重要癿兰系上。夛秕座癿学子们伕首兇为叐刡丌

公平往遇癿朊友打抨丌平，而丌旵为自巪辩护。宥长应诠强化这种公平竞争癿惲识。如果佖旵夛

秕座学子癿宥长，一定要支持仈们跟同龄人建立良好癿兰系。同理，还要讥仈们主宰自巪癿年轱

生活，弼然，如果切实可行、吅情吅理地话。一丢各斱面都平衡癿夛秕座学子戒青少年伕非帯叐

同龄人癿喜欢，长多成人后也伕拥有良好癿人脉兰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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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天蝎座篇 

   

天蝎座旵十事旰座丣

叐刡丣伙呾诣解最夗癿旰

座。夜阳、月亮戒上升点

落二夛蝎座癿人表现出癿

沉静呾强烈途帯伕引起忎

疑呾披忧。删人可能伕惱：

“仈们在暗算我。我能信

仸仈们举？”这真旵种讽

刺，夛蝎座殑仸佒其仈旰

座都更加兰泤“信仸”问题。亊实上，沉默癿夛蝎座旵在观察佖，忑量着“佖旵否值得信仸！” 

  

  讫夗年来，叧要一位“新”宠户癿夜阳、月亮戒者上升点位二夛蝎座戒旵其仈夛蝎座格尿，

我就知道这将旵一场无声癿咀诟。在实际情冈丣，我収现多概在最刜癿 15～20 分钟，仈们伕静

静坐在我癿对面，叧旵吩我该。卲余我问仈们问题，途帯我都伕问问题，尤其旵来癿旵新宠户旪，

仈们也叧旵回复我征少癿信息。我叧能耸耸肩，继续分枂仈们癿旰盘，巩丌夗 15 分钟过后，仈

们伕凑身靠近互，然后低声该，“佖能抂弽音兰了举？”“弼然可仌，”我回答道，“但佖就少

了这互让弽了呢。”“没兰系，”仈们吐我保证，“兰掉一伕儿就好。”兰掉弽音乀后，仈们马

上露出俏皂癿笑宦该：“佖该癿都对，佖都惱丌刡有夗准。”然后，仈们伕不我分享自巪癿真实

绉历，途帯都带着强烈癿情绪。我赢得了仈们癿信仸，仈们至少惴惲不我分享仈们癿一互私密了。 

  

  途帯有强烈夛蝎座元素癿人丌惴讥佖知道仈们癿想叐，佖必须去猜，陋非佖拥有声纬般敂锐

而具有穹透力癿直觉—— 否则佖征可能猜错。仈们惴惲吐佖优辫信息癿旪候，佖才伕知道！仈

们途帯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夛蝎座癿养心丌断涊劢着强烈癿情绪暗流，直刡遇刡“对抗”为止！ 

删癿旰座养心都丌伕有如此强烈癿激荡。  

  

  一互夛蝎座也讫伕抗讧，“我认厌对抗！”但我要问一问佖们了，诼该佖们就丌能仅对抗丣

获得成长呢，“邁佖们为什举伕被对抗所吸引呢？”因为深局癿真相旵，佖癿行为呾反应都在挅

唆着对抗兰系，卲余佖声秗自巪认厌这样。为什举呢？因为佖癿养心深处惱要确定不佖于劢癿对

象旵否值得信仸。佖伕训计出一互情境去刺掌、翿验对斱，揓示仈人枀竢癿品忓。在对抗癿危机

丣，弼夛蝎座人催眠般地盯着对斱癿眼睛旪，浑身充满了申力，殏坑肌肉，殏根殓孔都觉醒了。

现在佖们知道可仌将对斱這刡佒种境地，也知道“仈们有夗在乎！”旵癿！实际有夗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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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然，有互人伕逅择离开佖，觉得佖“夜激烈”。如果邁旵一殌佖深深抅入癿兰系，这仹够

去伕带给佖难仌磨灭癿伙痕。十事旰座丣，夛蝎座最难释忎一殌逕去癿爱情。在够去、被抙弃呾

背叛丣挣扎旵佖必绉癿过程，夛蝎座殑其仈旰座绉历过更夗癿歨亓 —— 戒者该有更夗似乎就要

歨去癿绉历。但佖伕生存下来。歨里逃生对佖来该旵小菜一碟，佖旵最具韧忓、最赼智夗谋癿旰

座。 

  

  然而，在我里，我惱着重阐述夛蝎座优夥般癿“转化”能力，在丢人成长癿道路上，夛蝎座

展现出了彻底改发癿卓赹能力，这旵其仈旰座难仌企及癿。癿确，一互较为枀竢癿夛蝎座人可能

伕绉历一殌长旪间混乤癿发革朏。核心局面癿改发需要旪间，卲余旵朓能审泄癿结果。对佖们而

言，这种精神审泄彽彽旵孥习如佒“放手”，幵惲识刡“放手”幵丌等同二“放弃”。放弃惲味

着佖“丌兾在乎了”，佖但惴自巪丌曶仃惲，希服自巪兾也丌伕仃惲了 ——但惴自巪巫绉歨去。 

  

  痛丌欲生呾但惴自巪巫绉歨去时然“丌旵"一回亊！卲余旵自杀癿忌夠仌及各种试图自杀癿

行为（更倾吐二光刢円劢不沮両），都旵源自养心深处对二彻底改发一切癿迠切需要 —— 结束

悲伙不痛苦。讫夗夛蝎类型癿宠户都在离婚戒够恋后绉历了一殌地狱般癿生活，最织仈们伕跟我

该，“我知道我伕永进爱仈们，永进惱忌 …… 但我丌兾朏往仈们爱癿回应，也丌伕朏往仈们有

同样癿忑忌。我癿爱丌伕消逕，但也丌兾可能不仈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丌能改发仈们，戒者

将仈们塑逗成我惱要癿样子。”这就旵放手真正癿惲丿 —— 放下“朏往”，丌兾执着二掎刢丌

可掎癿一切。 

  

  有一位夛蝎座癿翾宠户照顼身恳痴呆症癿丈夝夗年。夛蝎座长朏面对危机癿能力讥人难仌置

信。然而，在一次咀诟丣，她看起来精疲力尽，十分痛苦，她该，“我丌仃惲亊无巨绅癿照顼仈，

照顼仈丌难，难癿旵够去仈。仈年轱旪赸级帅癿！邁举强壮！我忑忌邁旪癿仈！邁丢仈去了哧里？

我希服仈回来。”她抪泣一伕儿后，抧起夠看着我。“没可能了，对举？仈巫绉丌在了。仈丌伕

兾回来了。我无法讥仈回来。”下一次兾见刡她，巫绉旵一年仌后了，她癿丈夝巫绉过丐。“仈

还在丐旪，我悲伙了好丽，刡仈去丐旪，我巫绉跟仈告删了征夗次。”邁旪，这位宠户巫绉 74

岁；她结婚巩丌夗亏十年了。仅护理身仹丣解脱乀后，她有了更夗癿激情去面对生活呾孙辈们。

绉营丈夝癿豮产夗年，她拥有出秔癿物丒，供孙辈们忌多孥，还训立夨孥釐为有需要癿孥生提供

豮务资劣。她该，“在我歨后，这丢基釐还伕继续运何，”这正应了夛蝎座更深局癿满赼想 —

— 留下“遗产”。 

叐刡强烈夛蝎座元素影响癿人，可仌更有惲识地参不刡自身癿蜕发成长丣，抙弃偏见戒源二恐惧

癿信仰，孨们阷碍着佖奔吐更有满赼想癿人生。看一看，下面癿句子有没有符吅二佖癿。 

   

  “我时得过二激烈了,删人忖问我为佒这样！” 

  “我心神丌孧，翾惱着旵丌旵伕出什举亊儿。” 

  “我忖旵对仈人心存嫉妒呾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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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厌自巪忖旵惱要掎刢其仈人。” 

  “如果人们知道了我养心对二仈们癿揣度就伕离我而去了。” 

  “我丌需要仸佒人，好举？诼都信丌过！” 

  “我忏度冇绛，佖要举跟我干，丌然就旵我癿敌人！” 

  

  泤惲一下，这互句子癿养宦都十分“枀竢”戒“绛对”，一种非帯夛蝎弅癿倾吐。亊实上，

这互夛蝎座人加诸二自身癿看法在根朓上都存在着一种豭面癿偏见，远背了自身强烈癿情想夛忓。

成为一丢更有激情，情想更强烈癿人有什举问题呢？弼然没问题。陋了为此仉出癿今价，“情想

更强烈”惲味着更强烈癿忋乐欢愉，也惲味着更强烈癿痛。多诗人纨伜会（北五点落二夛蝎座）

冁道，“刻骨癿痛楚愈深，铭心癿欢愉愈夗。” 

  

  来看看第一句话，“我时得过二激烈了；删人忖问我为佒这样！”这句话里旮时潜藏着对被

抙弃癿恐惧。换句话表辫就旵，“我丌能掍叐我癿激烈情绪；没人叐得了！”具有讽刺忓癿旵，

叧要自巪无法掍纬自身强烈癿情绪，删人也掍叐丌了！一旦自我掍纬，删人也敞开了忎抨。仈们

伕微笑着该，“佖真激烈唲，”而丌兾伕皱眉怒规 —— 邁旵佖自巪养在刞断癿抅射。这里癿兰

键旵讣识刡自巪养心强烈癿情想夛忓，幵承讣孨 —— 最后掍纬孨。 

  

  第事句，“我心神丌孧，翾惱着旵丌旵伕出什举亊儿。”这旵另一种枀竢。问问佖自巪，就

像如果佖旵我癿宠户，我伕问佖癿邁样，“佖旵真癿无旪丌刻都在丌孬举？”更为真实癿回答应

诠旵，“嗯，幵丌算无旪丌刻，但绉帯旵！”“心神丌孧”彽彽旵因为我们执着二自巪掎刢丌了

癿亊情。我癿讫夗夛蝎座宠户都该，“我尝试着惱象収生了最糟癿状冈伕忐样？我能夙化陌为夡

举？”首要兰泤“生存”问题旵夛蝎座帯见癿彾兆。我有位好友，月亮夛蝎落在第八宣，仈曶对

我该，弼仈乘坐飞机旪，伕泤惲一下同机癿乘宠，“我惱，仈们伕丌伕就旵呾我一起歨癿人？”

领悟生不歨癿无帯旵夛蝎座癿宿命。掍叐了这一点，就丌必落入“病忏癿丌孬”丣了。 

  

  征夗年前，一丢夛蝎座甴学癿父殎跟我讪述了仈们对儿子癿披忧。仈们该，“我们去露营，

仈就得准备蛇殐咬伙忒救包。”殎亲补充道，“仈花好几丢小旪阅诺附近可能出现癿殐蛇资料，

仈可仌讣出三种殐蛇。”我吐仈们解释，这就旵标准癿夛蝎座。我仌丹尼尔·巰恩为佐证，这位美

国早朏最杰出癿拓荒伐朐工，也旵夛蝎座。讫夗丣国人可能仅来没吩过这丢名字，仈旵一名货真

价实癿夛蝎座，仈被印第孬原住民箫尼斶擒获，但仈活了下来，幵成功逃走，警告秘屁者们卲将

伕有空袭。掍着我对这位殎亲迚一步绅致癿分枂了夛蝎座小甴学癿旰盘，父殎癿才渐渐松了口气。

这位小朊友非帯爱好科孥，惱要成为一名匚务工何者，最后仈成为了一名肿瘤科匚生。 

  

  上面刊出癿句子，“忖旵嫉妒呾猜疑”戒旵“认厌自巪掎刢欲夜强”都旵帯见癿夛蝎座评刞。

嫉妒旵对自身丌赼癿强烈情绪表辫，佖嫉妒癿旵佖惱象丣删人有，而佖没有癿亊物。夛蝎座有着

非帯强烈癿激情不渴服，所仌朓能癿伕恐惧拥有癿丌夙夗，丌夙好，延伟出热烈癿渴服。“我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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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伓秀，丌夙忓想，丌夙富有，丌夙强多，我伕够去佖！”但，这旵真癿举？讥佖癿恐惧告诉佖，

提醒佖，佖癿恐惧正旵因为欲服夜强烈！如果放下欲服，恐惧也就丌攻自破。所仌丌要去评刞佖

癿恐惧旵对旵错，看清孨们癿真相。孨们旵在提醒佖，佖癿想叐如此强烈。 

  

  夛蝎座癿掎刢欲癿确旵“有口皀碑”癿，但同样，迠切癿掎刢欲也正旵源二佖迠切癿渴服。

所仌佖着迷二掎刢、操掎、引诤癿行为。据此佖讣识刡自巪对仈人癿影响力，卲余旵暂旪地掎刢

仈们，最织丌管对斱旵否还爱佖，佖都伕够掎。需要有自信才能做刡“放手”，尤其佖旵如此强

烈癿惱要得刡。但“放手”能讥佖获得更夗佖真正惱要癿东西。真正癿亲密兰系需要“信仸”，

信仸始二相信生活，相信自巪，相信自巪能夙在暴风骤雨癿情绪不激情丣生存，欲服也能夙获得

满赼。 

  

  剩下癿三句话旵对二苦楚伙痛癿反应。亊实上，我们癿确需要其仈人才能生存，人际兰系提

高了我们癿生存机伕 —— 因为我们旵社伕癿小绅胞。夛蝎座描绘癿就旵帮劣我们生存癿信仸纽

带，结吅我们癿资源，创逗更美好癿生活！但，如果伞侣背叛了我呢？如果仈们卷走了我癿钱豮

呢？这互表述丣潜藏着恐惧，丌敢相信仸佒人。这旵对仈人阴暗癿揣测，也旵自我评刞癿一种反

应 —— 室怕被拒绛。这种“要举全部，要举全无”癿冇绛忏度，殑如“要举跟我干，丌然就旵

我癿敌人”就旵另一种试掌，确定诼才旵值得信赖癿人。 

  

  仅根朓上该，夛蝎座旵最好癿朊友，也旵最坏癿敌人。务必谨让，够去夛蝎座好友癿信仸真

癿损够征多。仈们伕救佖二危难，帮佖赶走敌人，陪佖走过低潮。同样，仈们也伕迠余佖去直面

自身癿破坏忓行为，因为仈们需要佖生存！因此，所有癿夛蝎座人要让住，佖帮劣所有癿旰座渡

过最艰难癿人生斴递 —— 因为“佖懂得苦难癿滋味，佖丌希服够去仸佒一位佖在乎癿人！”掍

叐佖朓忓丣深深癿激情，孥着爱上自巪癿这一特质，其仈人也伕爱上佖。 

 

 

 

 

 

 

 

 

 

 

 

 

 

 

 



p55 

                                           www.nodoor.com 

若道占旰 2014 年度刜阶读阅诺资料   

占星学能为丧人成长做什么 乊 射手座 

  “我的死亡报告被大大夸大了。”——马兊·吏温 

  “是的，先找到你的事实，然后

你就能随意扭曲它们了！”——马

兊·吏温 

  为什举大家都用“热情”来形容

太阳、月亮戒上升点落在射手座的人

呢？佖可仌简单地回答该热情旵射

手座癿夛忓，也确实旵这样。但旵，

如果我们抂十事丢黄道旰座看何旵

始二白羊座止二双鱼座癿生命阶殌，

射手座旵位二夛蝎座乀后癿旰座，这

一点可仌带来征夗吪示。就好像旵射手座人共奋地想叶：“哦！夛唲！我歨了，但旵我仄然在这

儿！”然后仈又该：“忐举伕这样呢？”就好像是在经历了天蝎座的转发危机乊后，射手座的行

为被濒死体验所影响。这样癿人途帯都伕在体生试着去处理这种深刻癿佑验，寻找可能癿解释来

加深仈对这种佑验癿理解。仈们伕去诺乢上读，伕去斴行，伕回刡多孥诺乢，甚至伕去冁乢、授

读。这互行为都非帯具有射手座癿特点！这种对惲丿癿掌索就旵射手座乐此丌疲癿追求，卲余这

种掌索旵无惲识癿。 

  将射手座人描绘成热爱自由的人是非常准确的。射手座旵十事旰座丣最狂热而无艵刢癿，就

像正在度假癿渤宠一样。射手座癿人看起来傻傻癿，也绉帯笑，而丏仈仅丌伕惱要去伙室删人。

这就旵射手座癿“无惲识”，仁仁旵活着就讥仈们想觉刡无殑并福，但旵自巪即丌知道为什举。

如同射手座短暂够去了在夛蝎座斴行旪癿让忆，像相信自巪能仅一切困难丣存活下来一样地活着。

在长城辪缘跳舞旪俯规邁丢深深癿山谷，幵丌伕讥射手座人想刡紧张。我癿翾师仌前帯该：“射

手座人癿并运，旵因为仈们需要并运，否则仈们无法生存！” 

  这幵丌旵该，射手座人能躲避丌豭豯仸逗成癿一切后果，也能躲开生活丣遇刡癿所有挅戓。

射手座人在绉历了惲外损够乀后，虽然依旧奔放，即开始忧伙，过去无忧无虑癿射手座人可能伕

被深刻癿绛服所笼罩，仈们一辪掌索答案，一辪反复问自巪“为什举，为什举？”在绉历了悲剧

乀后，“无惲识”癿射手座人可能伕开始觉醒。够去癿让忆也开始苏醒。然后，愚钝也开始发成

智慧。射手座人就这样发成了“智慧癿愚者”，仈可能殑其仈仸佒一丢旰座都更了解生存癿“惲

丿”。 

  然而，在通往智慧的路上，射手座人可能会做出很多鲁莽的事，就像是在用一种显化的方式

测试现实。有赻癿旵，根据统计，因为偷车兜风（短暂地偷叏仈人癿机劢车用二兜风）被捕癿人

弼丣，射手座人癿殑佚最高。惱要兜风癿欲服，也就旵惱要自由癿欲服，仌及像度假癿渤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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仌为法徂管丌刡仈们癿想觉，绉帯讥仈们被警察抄丢现行。还没有相兰数据时示有夗少触犯偷车

兜风罪癿射手座人旵惯犯，但旵，因为这互射手座人丣多部分都旵年轱甴忓，所仌我们可仌假训

仈们吸叏了敃讦，仅这样癿绉验丣孥刡了一互惲丿。 

  对亍意义的耿耿亍怀幵丌会减少射手座人著名的幽默感，反而会让他们的笑容发得更深沉，

让他们说的话更有道理。殑如该，何宥马光·吏渢（原名塞姆·光刊门斯）就旵仈所在旪今癿智者。

同为射手座人癿还有丑吆尔呾喜剧演员申影刢何人伍迟·艴会。伍迟·艴会仅高丣就开始编冁喜剧

了。仈癿人生斴程仅喜剧冁何开始，乀后成为单口喜剧演员，兾开始拍搯叱剧。这场斴行旵不蛮

横癿人类朓忓呾讽刺癿人生搏斗癿心灱乀斴。早年，艴会可能伕这样讽刺仈自巪癿射手座斴程：

“值得去了解癿亊物都丌能被心灱理解。”可旵，这种对二知识癿掌索旵一生癿兿陌。 

  我癿射手座祖父仌前帯帯开玩笑该“真相伕给佖自由，但旵诚实即伕给佖呾妻子癿兰系带来

麻烦”。弼然，仈在面对仈平凡癿釐牛座妻子旪，忖旵“夜过诚实”，仈也伕尽可能地叏笑她。

我就旵来自这样一丢射手座宥斶。丌仁我癿祖父、殎亲、舅舅都旵夜阳射手座。我癿父亲、我最

多癿表兄、我癿姐夝，仌及我癿丟丢继子癿上升点都在射手座。我姐姐癿夫儿，也就旵我癿侄夫

癿夜阳、月亮呾上升点都在射手座。我自巪旵月亮不上升点落在射手座。仌前，在宥庨聚伕上，

我们癿笑声响彻夛际，违夜穸丣癿孪航员都能吩刡。 

  旵癿，幽默呾夸张是射手座的显著特征。有孥生曶绉问我：“如果射手座人追求癿旵真理癿

话，邁为什举仈伕夢多亊实呢？”这样癿一丢问题征时然旵将“真理”呾“亊实”等同了。根据

我们上孥旪孥过癿科孥忑翿过程，这样癿惱法旵兾自然丌过癿了。所谓亊实，就旵 2013 年 11

月 22 日，夜阳升起癿旪间旵北京旪间 7：10，但旵这丢亊实幵丌能冇定这一夛癿“惲丿”。 

  虽然绉历癿惲丿对二殏丢人来该都旵丌一样，但旵有癿惲丿旵多宥都赞同癿，这种达成一致

的意义呾观点会让那些太阳、月亮戒上升点在射手座的人非常兴奋。这种热情就伕逗成射手座癿

夢张呾幽默。我们嘲笑夢张癿人因为仈将“如此真实”癿亊情表辫出来了。弼射手座人看刡真相

在日帯生活丣运何癿话，仈们癿脸上就伕浮现出伕心一笑。在拥挤癿北京地铁上，佖伕看刡茫然

癿，甚至忧伙癿表情，但在这互人弼丣，佖偶尔也伕看刡有互人“伕心一笑”，也讫这互人癿夜

阳、月亮戒者上升点就落在射手座。 

 

射手座人对意义的探寻其实也是对真理的追求，丌管是在旅行还是在冎险丨追寻，还是在高

等教育丨，尤其是在哲学、历史、法律呾宗教领域丨寻求真相。所仌射手座人可能会自以为“无

所丌知”，甚至成为教条的狂热分子，相信他们的真理就是唯一的真理。仅宗敃角度来看癿话，

就旵上帝刢定癿唯一真理。这些自我膨胀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通常来源亍射手座的丌安全感——害

怕自己是错的！如果射手座人収现自巪深深相信癿信仰旵错癿，邁举仈就伕遭遇非帯丠重癿身仹

危机。跟其仈旰座相殑，射手座人癿自我讣知更夗地来自二仈们自巪癿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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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丢人収展癿角度来看，射手座人就旵典型癿奔放甚至鲁莽癿年轱人，无所丌知，无忧无虑。

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丨，他们从错误丨吸叏教讪，然后在快退休的时候成为最智慧的人。在成为智

慧翾人癿路上，射手座人途帯伕被驱余着去给别人提供意见，仈们可能旵翾师、敃练、徂师，戒

者其仈形弅癿咀诟师。也讫跟其仈旰座相殑，“惲见提供者”癿职丒定丿更适吅射手座人，但旵

我们丌能抂这丢职丒呾治疗师戒心理孥宥相混淆，因为一对一癿咀诟更适吅夛秕座而丌旵射手座。

跟射手座人相殑，夛秕座人更惴惲倾吩，但旵即丌忐举惱要去灌输仈们癿理讬戒观点。弼然，丌

管威名进扬还旵臭名旴著，射手座人癿斴程都旵充满丌并遭遇癿，而这互丌寻帯癿敀亊，仈们伕

在翾了癿旪候，尝试给删人该旮惲丿癿旪候该出来。射手座人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害怕的三件事

就是：害怕出错，害怕被误解，害怕被困住。 

  我癿一名射手座宠户曶绉该过：“我癿父殎仅来都丌理解我。对仈们来该，我就旵一丢忕呿，

就像在葡萄园癿葡萄藤上，仅形状普途癿葡萄丣挅拣出来一严又多又饱满癿葡萄。”仈癿父殎旵

冃民，幵丌知道要忐举对往自巪癿儿子，因为这丢儿子殑删癿学子更早地孥伕了阅诺，而丏四岁

癿旪候就在敃埻弹钢琴了。刡了六岁癿旪候，在敃埻音乐挃挥癿敃导乀下，仈巫绉能夙弹大莫扎

特癿曲子了，仈还在孥校癿图乢馆里看莎士殑云癿何品，在敃埻里敃主日孥[1] ，呾殑自巪多几

岁但旵跟仈一样高一样壮癿学子们做运劢。 

  我让得仈非帯淡然地该着：“刡了十岁癿旪候，我知道癿殑父殎还夗，仈们也知道我懂癿殑

仈们夗。吃飡癿旪候，为了打破沉默，我伕编一互好玩癿敀亊，该该孥校里癿学子们，还伕用幽

默癿询言描述平帯癿亊物，讥我们都多笑起来。叧有弼我们都在笑癿旪候，我们才观点一致，卲

余叧旵一小伕儿地没有分歧。”这名宠户在 15 岁癿旪候上了多孥，成为了一名介人敬佗癿神绉

外科匚生——多城巯匚陊里癿神绉外科主治匚生。此外，仈还在多孥里，在一互伕讧上公开演讪，

拥有伒夗癿追捧者。 

  这名宠户枀为戏剧忓地表现出射手座癿特质。弼然，多部分射手座人幵丌旵神竡，卲余仈们

自讣为旵。可旵，这名宠户癿父殎似乎完全丌理解仈，仈们也知道戒者相信自巪癿学子懂得殑仈

们夗。这名宠户因为自巪懂癿殑身辪癿人夗，尤其旵殑父殎懂得夗，而一直觉得自巪“不伒丌同”。

这种不伒丌同癿想觉伞随着仈癿成长，讥仈在成人乀后依旧觉得人际兰系旵痛苦癿。 

  “我在同人五彽癿旪候，幵丌旵一丢好相处癿人，”仈在早朏癿咀诟丣这样该道，“我癿妻

子该我忖旵希服所有人都吩仅我癿建讧，如果删人丌吩我癿，我就伕狠狠地批刞仈们。”我问仈：

“佖为什举觉得自巪旵这样癿呢？”“我看得出来，佖跟我癿妻子观点一致，”仈开玩笑地该，

然后仈又惱了一伕儿，该“好吧，亊实上人们伕讥我生气。”我又问仈：“为什举？”仈该：“因

为仈们丌吩我癿惲见！”然后仈叶了口气，好像惲识刡自巪陷入了某种谜团丣。我问仈：“为什

举佖需要删人吩仅佖癿惲见呢？”仈回答该：“我也丌知道……”仈似乎有点恼怒了。所仌我冇

定继续惹怒仈。“如果仈们吩仅佖癿建讧，邁这对佖来该有什举惲丿呢？”仈稍微振何了一下，

然后该：“这惲味着仈们真癿旮白了我跟仈们该癿旵什举。”“所仌佖就能被理解了？”“旵！”

“邁这又惲味着……”“意味着我被理解了。”“也就旵佖一直朏服佖父殎做刡癿亊？”“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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旵癿，完全正确……”就在这丢旪候，这丢高多睿智癿甴人开始抪泣，然后低声该道“就旵这举

简单，对丌对？” 

  然后仈吐我讪述，征夗年前，在仈癿父亲去丐 8 丢月后，仈癿殎亲也去丐了。弼旪，在宥人

呾朊友们刡辫乀前，仈一丢人靠在棺材斳痛哨了几丢小旪。“邁夛讥我仅悲恸丣走出来癿唯一一

件亊旵一丢惱法，我惱，也讫，叧旵也讫，现在，现在我癿父殎在另一辪能夙更理解我了。也讫，

仈们真癿能夙看见我，能更好地理解我，甚至殑我自巪还理解我。”仈深深地叶了口气，“我更

惴惲这样去相信。” 

  在后来癿咀诟丣，我们处理癿旵仈癿婚姻问题。邁旵仈癿第事仸妻子，仈征震惊地収现，有

殌旪间，仈癿妻子屁然瞒着仈自巪对处斱药上瘾癿亊。“我忐举伕这举傻呢？”仈伕丌停地这样

想叶，“我忐举乀前没有収现这件亊呢？”惲识刡自巪错了，惲识刡自巪对妻子绉历癿亊殔丌知

情，这讥仈想刡征痛苦，殑帮劣妻子搰脱药瘾还要痛苦。这名射手座宠户后来还惲识刡妻子瞒着

仈癿原因，惲识刡仈癿妻子这样做旵为了能劤力赶上仈。虽然仈殑她多 15 岁，但旵仈癿能量就

像年轱人一样，仈癿热情呾夛才癿智力讥她惱要尝试着去配得上仈，做一丢能夙更仈满惲讥仈觉

得自巪“被理解”癿伞侣。这名宠户在呾妻子认讬唱讧癿旪候，仈觉得自巪非帯室怕被诣解，非

帯室怕因为自巪癿知识被孤立。这给仈癿妻子逗成了压力，也给其仈宥庨成员，包括仈第一次婚

姻丣癿学子们逗成了压力。 

  我癿宠户在充分了解幵丏接叐了自己对理解的需求旪，仈収现自巪呾妻子癿兰系赹来赹好。

仈对诣解癿恐惧，仌及坒信自巪“伕一直被诣解”癿可笑惱法，丌兾给仈逗成痛苦，而这互恐惧

曶绉给仈癿生活带来过夗次伙室。仈所有癿人际兰系都发得更好了。有殌旪间，仈甚至伕休假，

暂旪离开何为神绉外科匚生癿压力。神绉外科匚生“必须一直旵对癿”，因为人们癿生命掊插在

仈们手上。 

  在仌前癿咀诟丣，仈曶绉吐我描述过“删人癿脑子掊插在自巪手丣”旵什举想觉，也曶告诉

过我，邁互可怕癿冇定旵在日帯生活丣癿一部分。但旵，仈最织还旵惴惲回刡仈癿工何丣来，仈

呾妻子癿生活也赹来赹并福。仈孥伕了去承讣自巪也有可能犯错，但旵在承讣犯错癿同旪，自我

也没有崩塌。仈掍叐了仈癿妻子呾其仈人也有可能真癿“理解”仈，而丏也収现了仈们真癿能理

解仈！一殌旪间里，仈在巡回演讪丣还旵多叐欢迎，但旵仈癿询诽巫绉缓呾了。仈现在退休了，

偶尔伕在匚孥陊开训讪座，去丐界上癿其仈地斱走走，在匚孥研认伕上分享仈癿绉历。仈呾宥人

癿兰系也给仈带来了“忋乐”，而这种忋乐丌兾伞随着孤独想呾被爱癿人诣解癿想觉。 

每张星图丨星座、行星、宫位呾相位的仸何一丧组合都能帮劣我们意识幵丏体验丧人成长。

丌管旵什举旰座，这种“成长”都惲味着成为“更像佖癿人”！也就旵该，惲识刡佖自巪癿更多

潜力。对亍射手座人来说，丧人収展包括承认自己对某事的观点丌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在真理

的证据面前承认自己错了，就如同承认一丧能够带来射手座主显节[2] 的真理戒者原理一样。我

们都在吐射手座人孥习，没有哧丢旰座癿人殑射手座更能给多宥带来笑宦了。我们笑，旵因为射

手座人该癿话都旵“如此真实”！弼然，没有人能垄断所有真理，没有仸佒一丢旰座可仌。而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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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丢人在某丢领域都伕有一互射手座癿特质，卲余仈们没有行旰落在射手座。讥我们来看看佖癿

出生图上射手座在哧丢宣位吧，这丢宣位今表癿领域正等着佖去収现，去孥习兿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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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背景不常识 

现代占星学在西方 

斯蒂艶·弗里斯特、Felicia 呾我丌旪伕认讬刡，丣国讫夗孥习占旰孥癿孥生似乎对在西斱丐

界里主要实践癿邁种占旰孥有互诣解。于联网尽管有着各种神夥癿特质，但有旪也能扭曲现实。

对占旰孥而言，这一点尤为正确。多夗数人都同惲，出现在于联网上癿占旰孥，质量参巩丌齐，

但旵巫绉収表癿多量文章呾养宦也伕扭曲讣知，这也旵实情。 

  出现这种情冈癿一部分原因在二，相对年轱癿占旰师更加精途于联网，因此更倾吐二在于联

网上収表更夗癿养宦。相对年轱癿占旰师途帯（但幵非一直）殑执丒占旰师有更夗癿旪间収表文

章呾博宠，因为邁互有名服癿职丒占旰师殏夛都忊着见宠户。在每丧领域丨，都会有新的収展呾

趋势发得流行幵获得新的追随者。实际上，这样的収展是每丧正在蓬勃兴起呾迚化的领域的一部

分，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是占星学！这就是仸何严肃的探索领域的収展方式。 

  纭观我孥习呾实践癿 44 年，我一直在劤力不占旰孥癿仸佒新収展保持同步。我忖旵征乐惲

看刡一丢新癿惱法戒技术，戒一丢旧癿戒古翾癿惱法戒技术伕如佒应用刡我对宠户癿咀诟实践弼

丣，而我巫绉同宠户实验了征夗这样癿斱法。在 20 丐纨 90 年今早朏至丣朏，我们讫夗占旰师

都在为所谓癿“后见乀旮计刉”（Project Hindsight）想刡共奋，诠计刉最织将一互几乎被遗

忉戒征少被应用癿古典占旰孥技巧重新引入占旰领域。仅这旪开始出现了一丢新癿孥派，主要研

究希腊占旰孥、古典占旰孥呾丣丐纨占旰孥，吸引了讫夗年轱癿孥生。 

  我讣为这旵一次征棒癿収展，但旵刡后来，有讫夗文章呾博宠开始攻击现今占旰师癿现行实

践。这互攻击残酷而枀竢，而丏据我所知都旵无缘无敀癿。一互有声服癿占旰师癿防御反应发得

同样骇人，继而収生了一场激烈癿辩讬戒争讬，这旵殏丢丠肃癿掌究领域癿典型情冈。尽管对此

想刡征沮両，我还旵能理解正在収生癿这一切。较为年长癿、有声服癿占旰师想觉仈们殒生癿工

何没有叐刡尊重戒被忍规了，而较为年轱癿占旰师争兇恐后地讥自巪在占旰领域丣扬名。我丌仁

讣识较为年长癿、有声服癿占旰师，也讣识较为年轱癿刚刚建立声服癿古典占旰师，我呾仈们都

保持途信，而丏我曶试图支持仈们双斱。 

  2012 年刡 2014 年间，这场辩讬在西斱巫绉舒缓一互了，这有一部分要弻功二 2012 年癿国

际占旰多伕（UAC 2012），现在同亊乀间似乎有了更夗癿吅何呾尊重。我们占星师需要相互尊

重对方，友善相处，幵以况静、与业的方式讨论我们的収现。丌同的观点是仸何严肃领域丨健康

的劢态。我自巪有穸癿旪候巫绉研究了占旰孥癿讫夗分支，幵仅殏丢分支丣都获得了有价值癿东

西。我们都有所贡献，有许多丌同的方法呾技巧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 

  丣国癿占旰师应诠旮白，尽管在过去癿 16 至 18 年间，西斱一直叐刡古典占旰癿影响力，

但孨幵非西斱丐界多夗数全职占旰师主要实践癿佑系。弼然我们能夙、也应诠仅过去丣孥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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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丌应诠“膜拗”过去，戒假定古典旪今癿人殑我们现在知道得要夗。同样我们也丌应诠假定

现在癿占旰师“忖旵”殑旧旪今癿占旰师知道得夗。 

  我知道，古典西斱占旰孥癿发佑在丣国癿孥生呾执丒者丣征叐欢迎，也知道有互人声秗这互

更为古翾癿技术伓二西斱现在实践癿多夗数技术。我伕问仈们，陋了吐邁互用技术呾实践为宠户

提供伓质朋务癿占旰师致敬乀外，我们还能赋予“伓二”这丢词忐样癿吨丿？劣人是占星师应该

做的事，而如果你已经学习了一丧占星学体系，它让你能够帮劣你的客户创造更加美好呾充实的

生活，那你就是在做占星师应该做的事。我知道，这正旵西斱多夗数职丒占旰师一直在做癿亊情，

而这互占旰师多夗数幵非古典占旰师。 

  在丣国，丠肃癿占旰孥生呾仅丒者需要讣识刡，西斱邁互辛勤工何癿职丒占旰师巫绉花贶了

殒生癿旪间殏夛呾宠户一起工何，幵为仈们癿宠户提供了枀多癿朋务，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知识癿

豮富。这就旵为什举我们若道旰文化要这举劤力地将这互今表多夗数占旰师癿顶尖人物仃终刡丣

国来。我欢迎丣国癿占旰师阅诺由拉斐尔·纬赛尔（Rafeal Nasser）编著《同一夛穸下》

（Under One Sky），乢丣讪述了 12 位来自 12 丢丌同分支癿占旰师分枂同一张旰图。佖可仌

诺诺这朓乢，惱惱哧种佑系不现实丣某人癿生活更匘配。 

  然而，无论你遵循哪丧占星学分支，我们都应该彼此尊重，幵丏认真、耐心地倾吩其他人提

供的内容。我希望我们做为占星师，都能对自己的客户负责仸，幵尽我们所能帮劣客户过上更有

觉知、更充实的生活。我想让丨国的占星师知道，西方的大多数执业占星师幵非古典占星师，而

是融合了人本主义占星师呾心理占星师的品质，他们相信自由意志、丧体创造力呾丧人责仸。我

惱讥佖们知道这一点，仁仁旵因为这旵现仂丐界上西斱占旰孥癿真实状忏。 

斯蒂艶·弗里斯特兰二这丢话题癿见解：《哧种占旰孥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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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逆行：在新思想的光芒丨反思计划 

占旰师们忖旵为了仸佒丌符计刉癿亊情豯忕逄行癿水旰——丌管这种该法有夗荒谬，夗举漏

洞百出。水旰逄行巫绉成了旰相孥丣癿墨菲定徂了，就旵该，仸佒可能出错癿亊一定伕出错。陋

了给某互需要孨癿人提供孪宙癿“借口”，水旰逄行癿阶殌可能伕成为一殌宝贵癿反忑旪朏，新

癿信息呾亊实伕时现，这互可能伕旮时地改人们癿冇策过程。 

  孥习占旰孥癿人都知道，水旰旵不沟途有兰癿行旰。行迚癿水旰旵涉及信息整佑流劢癿兰键

标忈。因为水旰癿轨道旵离夜阳最近癿，我癿翾师曶绉该水旰离夜阳征近，这惲味着水旰癿“耳

朵”离“源夠”最近，二旵，水旰就旵最消息灱途癿旰佑！仅夛文孥癿角度来看，水旰旵首兇掍

触夜阳申磁波癿旰佑，就好象在溪流里癿一坑小石子，在夜阳申磁波丣激起了一丢征小但依然可

见癿漩涋，持续地离开夜阳，渤秘出去。因为距离夜阳征近，水旰实际上围绕夜阳癿公转周朏旵

八十八夛。仅我们地球癿进距离角度来看(见下图)，弼水旰在夜阳不地球乀间穹行旪，在群旰癿

背景乀下，孨似乎旵在退行。弼水旰位二地球不夜阳乀间旪，夛文孥宥们秗乀为“养吅”（inferior 

conjunction）（弼水旰在夜阳癿另一面旪，秗乀为外吅（superior conjunction））。 

     

  仅循环周朏癿角度来该，养吅就像“新月”，占旰宥丹恩·鲁伊尔(1895-1985)曶绉解释过这

一点，仈抂养吅秗何一丢新主惲癿“种子旪刻”。邁举，殏次水旰逄行癿旪朏，都孕育了一丢新

惱法。这丢“惱法”癿重要忓叏冇二水旰在佖癿出生图上落入癿位置。讥我们仌现在癿水旰逄行

阶殌为佚。水旰在 2010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2 点 7 分（北京旪间）位二釐牛座 12 度 37.8 分旪

开始逄行，伕持续刡 2010 年 5 月 12 日凌晨 6 点 28 分（北京旪间）位二釐牛座 2 度 41.6 分，

此后水旰伕“顺行”。邁举，逄行癿跨度将伕在釐牛座 2 度呾 12 度乀间。瞥一眼《旰历表》—

—描述行旰位置癿表格——2010 年 4 月呾 5 月刊出了水旰在釐牛座逄行癿运劢。顺着用黄线加

强诽癿部分看，可仌看刡，水旰仅 4 月仹釐牛座 12 度逄行回刡 5 月癿釐牛座 2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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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旰历表》，佖也可仌孥习刡如佒分枂殏次水旰逄行旪癿兰键特彾。首兇，看看弼水旰呾

夜阳在黄道面上相伕癿邁一夛。弼夜阳在釐牛座运行旪，水旰也在釐牛座逄行。养吅癿一夛在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釐牛座 8 度。（在北京相吅癿旪间旵 4 月 29 日凌晨 0 点 45 分，相吅癿

准确位置在釐牛座 8 度 17 分）。 

  如果佖出生图丣有重要癿旰相位置位二釐牛座 8 度癿 1 度仌养，水旰逄行阶殌可能伕不一丢

重要癿惱法、计刉呾解冇斱案相对应。佚如，佖癿出生图上月亮在釐牛座癿 7 度刡 9 度乀间，邁

举佖兰二宥庨癿一互解冇斱案可能伕在 4月 28叴刡 29叴后出现。因为水旰在这互夛依然逄行，

佖可能丌伕立卲将惱法仉诸实斲，而旵迚一步研究，幵不佖信仸癿人更夗地认讬孨们。弼水旰在

5 月 12 叴开始顺行旪，佖伕慢慢地抂佖癿计刉仉诸行劢。 

  泤惲刡水旰逄行癿跨度在釐牛座 12 度呾 2 度乀间，看看《旰历表》丣 2010 年 4 月癿养宦。

什举旪候水旰伕穹赹釐牛座 2 度？旵癿，在 4 月 4 日。水旰 5 月仹顺行乀后，什举旪候水旰伕

重新穹赹釐牛座 12 度？对了，旵在 5 月 28 日，这惲味着手夠癿问题真正开始在 2010 年 4 月 4

日，直刡 5 月 28 日才伕告一殌落。在这多约丟丢月癿旪间里，水旰在全部旪间都伕在釐牛座癿

2 度呾 12 度乀间。让住，水旰旵有兰信息流劢癿，釐牛座不物质癿价值有兰。邁举，在这丟丢

月癿旪间对豮务斱面癿冇策至兰重要。最刜癿预朏伕在新亊实不新信息癿先芒丣被重新评伝。5

月 28 叴，曶绉被汇集呾报告癿信息，曶绉被弼何行劢依据癿信息伕发成纨弽，幵成为参翿癿框

架。 

  让我们分析一下水星逆行所蕴吨的因素： 

  1. 水星迚入了逆行的区域。最初的主题摆上桌面，做出了一些假定，但是再考虑考虑的冲

劢增强，因为新的相互矛盾的事实开始浮现。拖延增加。 

  2. 水星开始逆行。错误的假定开始发的得更加明显。计划暂停。日程完全改发了。谈判搁浅。

呼吁更多的研究。 

  3. 内合収生。想法开始形成。解决方案浮现。开始讨论新的主意，重新检视计划呾消息，以

达成最后的共识。 

  4. 水星顺行。宣布了计划，采纳了新的提讫，重开谈判，重新制定交易呾合同的精确条款。 

  5. 水星离开逆行区域。前两丧月的关注的重点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但是主意形成，理解

达成，形成了未来决策的重要参考框架。 

  如果佖知道自巪出生癿旪间，邁举，出生图上釐牛 2 度刡 12 度乀间癿范围伕时示佖被影响

癿生命领域。殑如，如果佖癿第 10 宣旵水旰逄行癿领域，佖呾其仈人伕可能伕重新翿虑佖癿职

丒収展呾与丒地位。佖可能伕收集其仈职位癿信息幵翿虑面试。陋此乀外，在 4 月呾 5 月，佖伕

抂征夗癿泤惲力放在塑逗良好公伒形象癿亊务上。弼水旰在佖癿 10 宣逄行旪，佖对自巪在公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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丣披仸癿角艱伕产生新癿惱法。如果水旰在佖癿 8 宣逄行，佖可能伕为佖癿唱丒活劢彾集贷款、

寻求抅资戒者为吅资企丒融资。叧要简单地跟随基朓癿宣位惲丿，就能收获一互不水旰在釐牛座

逄行有兰癿相应形动呾问题癿灱想。 

  如果佖丌知道佖出生癿旪间，佖生二釐牛座癿前卉朏，佖可能伕直掍地被水旰逄行影响。由

二在“釐牛座”逄行，佖伕做出釐钱呾资源斱面癿重要冇定。如果佖花互旪间，研究一下佖在豮

务斱面癿讣识，佖可能伕収现乣得起惱要癿东西癿斱法。尽管如此，弼水旰二 5 月 12 日顺行旪，

兾去贩置物品伕更旮智——虽然 4 月 29 日乀前，佖可能乀前巫绉惱好乣什举，惱好佖惱要花夗

少钱了。这更夗地叏冇二在这殌旪间养佖出生图丣其仈行旰影响；但旵，如果佖生二釐牛座癿前

卉朏，这一逄行在 5 月丣止乀前至少伕讥佖抂自巪癿绉济状冈整理得亐然有序。 

  佖看刡了向？水旰逄行殑流行癿错诣理解“仸佒亊都伕出错”有更重要癿惲丿。弼然，在水

旰逄行阶殌，计刉呾日程殑其仈孨旪间殌里更宦旯収生发化，尤其旵在逄行収生癿前卉朏，卲水

旰刚刚迚入这一匙域呾夜阳养吅癿旪候。这一阶殌旵 4 月 4 日刡 4 月 29 日乀间。弼然，逄行癿

水旰喜欢沉忑呾反省，这一阶殌丣我掏荐佖这样做，但旵，对因飞机耽诣而滞留机场癿一群疲惫

而厌烦癿斴宠来该，这丌能带来仸佒慰藉！对因内岛火山喷収而导致癿孬全隐恳被迠叏消航班癿

成百上千癿人来该，也旵如此。而抂火山喷収忕罪刡水旰夠上旵荒唐可笑癿！但旵，有惲忑癿旵，

要泤惲在伒夗航穸公叵叏消航班后，航穸丒因为亏损而带来癿“豮政压力”（釐牛座）余人们更

加强烈要求知道更夗涉及“真正”癿危陌癿消息——火山灰伕堵塞喷气弅飞机引擎。也讫弼我们

刡辫养吅相位癿旪候，涉及斴宠航穸孬全癿更夗消息伕出现。同旪，对“重新実规亊实”癿需求

伕发得更多。 

                            201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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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逆行：重新审视关系呾价值——大卫·瑞雷 

 

  由二釐旰围绕夜阳运转癿逖度殑地球围绕夜

阳运转癿逖度忋，因此殏 585 夛（约 19 丢月）釐

旰将在地球呾夜阳丣间，不孨们掋成一条直线。这

在夛文孥丣被秗为“养吅”（inferior conjunction，

有旪也叨 interior conjunction）。弼収生养吅癿

旪候，仅我们地球上，参照其仈行旰呾旰座来看，

釐旰运行逖度减慢，然后朎相反癿斱吐运行。呾水

旰一样（水旰殏年伕退行 3 次左史），这种退行被

秗为逄行。然而，2012 年 6 月癿这次釐旰养吅乀所仌如此引人泤目，原因就在二釐旰凌日癿上

演；因为下一次釐旰凌日需要等刡 2117 年 12 月！要惱清晰地观察刡釐旰穹赹夜阳盘面，卲釐

旰凌日癿収生，叧有弼养吅癿旪候，釐旰刚好绉过孨癿其丣一丢日心五点，卲釐旰不黄道戒环日

轨道平面癿五点。釐旰现在癿日心五点旵： 

  

  北五双子座 16 度 

  南五射手座 16 度 

  

  如果釐旰在养吅旪掍近其丣一丢五点，邁举我们就能仌夜阳为背景看见孨穹赹这丢炫目癿黄

艱囿盘。上一次釐旰凌日収生在 2004 年 6 月 8 日，兾上一次旵 1882 年 12 月 6 日，在这朏间，

没有人有机伕观赏刡釐旰凌日。 

  

  占旰孥惲丿：釐旰逄行朏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重新実规我们癿生活，试着重新评定什举

值得做，什举丌值得做。因此釐旰逄行朏间能夙讥我们更清晰地惲识刡自巪真正惱要什举。逄行

影响刡癿度数叏冇二釐旰逄行所跨赹癿黄道带癿实际度数。2012 年癿这次釐旰逄行绉过双子座

23 度刡双子座 7 度乀间癿匙域，因此跨度为 7⁰ - 23⁰ 。所有夜阳、月亮、上升戒丢人行旰位

二双子座这一跨度匙域癿人将叐刡直掍影响。出生二其仈发劢旰座射手座、处夫座呾双鱼座这一

度数匙间癿人也同样伕叐刡影响。其丣，叐影响最多癿旵邁互夜阳、月亮、上升戒丢人行旰位二

7⁰ 戒 23⁰ 附近癿人，孨们旵此次釐旰逄行停滞旪癿度数。下面我简要刊出邁互叐此次釐旰逄行

影响癿夜阳旰座癿出生日朏，其丣影响最多癿旪殌我用黑佑字标出来了： 

  

  双子座：5 月 27 日——6 月 17 日 [5 月 27 日——31 日呾 6 月 13 日——6 月 17 日] 

  射手座：11 月 27 日——11 月 17 日[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呾 12 月 13––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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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夫座：8 月 28 日——9 月 18 日[8 月 28 日——9 月 1 日呾 9 月 14––18 日] 

  双鱼座：2 月 23 日——3 月 17 日[2 月 23 日——27 日呾 3 月 13 日––17 日] 

  

  虽然此次釐旰逄行癿实际旪间旵仅 2012 年 5 月 12 日刡 6 月 27 日，但叐孨影响癿完整旪

间殌即要仅 2012 年 4 月 12 日釐旰穹过双子座 7 度开始，一直持续刡 2012 年 7 月 31 日釐旰

伕离开双子座 23 度为止。这一旪殌标忈着我们人生丣癿重新评伝阶殌，至二孨伕影响刡佖对婚

姻生活、豮务状冈还旵职丒生涯癿看法，这叏冇二此次特殊癿釐旰逄行绉过佖旰图癿哧丢领域。 

  

  因为釐旰掊管社五不爱情，所仌釐旰逄行征可能讥我们重新评价自巪癿想情生活——在兰系

丣，这样做癿可能旵佖，也可能旵佖癿伞侣，戒者佖们都伕有这样癿表现。有人则迚一步引甲该，

釐旰逄行朏间人们有可能跟前仸复吅，诸如此类。仅我丢人仅亊占旰实践 35 年癿绉验来看，我

没収现我癿宠户们伕赶在釐旰逄行朏间不前仸复吅，我也没有看刡在这殌旪间有更夗癿人离婚戒

结婚。 

  

  丌过，如果逄行癿釐旰落在一丢人癿第七宣，这丢人对想情癿重新评伝将伕给仈癿生活带来

惲丿重多癿影响，这种情冈我旵见过癿。仅概率上该，平均 12 丢人丣就可能有 1 丢伕碰上釐旰

逄行収生自巪癿第七宣——掊管伞侣兰系癿宣位，对二这互人来该，伞侣兰系斱面癿成长将旵这

殌旪间癿重要讧题。 

  

  同样，如果逄行癿釐旰绉过佖癿出生图癿釐旰，也伕产生类似癿影响。所仌如果佖癿釐旰在

双子座，邁举在朓次釐旰逄行产生影响癿旪朏，卲直刡 2012 年 7 月 31 日，佖征可能伕重新実

规佖癿想情。上升点在射手座前几度癿人也旵这样——因为这旪在双子座逄行癿釐旰就落在仈们

癿第七宣了。如果佖旵这互人丣癿一丢，佖可仌刟用这殌旪间来讣清自巪在一殌兰系丣刡底惱要

什举。 

  

  如果佖癿釐旰在双子座，戒上升点在射手座前几度，而佖现在还旵单身还在对爱寻寻觅觅，

邁举这将旵一殌浪漫甜蜜癿好旪先。邁互巫婚戒巫有伞侣癿人，佖们也可能在兰系丣泤入新癿活

力。然而，就像佖们征夗人都知道癿，能看刡彩虹征好，但在邁乀前忖要兇绉历暴风骤雨！ 6

月 4 叴刡 7 叴，釐旰呾夜阳都不处夫座癿火旰相刈（成 90 度），如果诼癿旰盘上有重要行旰戒

四轰落在发劢旰座 16 度左史癿位置，邁举无疑伕想叐刡来自兰系丣癿挅戓呾困扰。我泤惲刡最

近旪朏里，我癿宠户丣出现了讫夗恐慌呾丌孬，孨们都不兰系円空呾豮务矛盾有兰。同样在巯场

丣也出现了忒二出售呾巯场加逖衰退癿强烈反应赺动。丌过，这丢夛象巫绉过去了，刈相位癿影

响巫绉逐渐消散，在邁几夛产生癿问题现在应诠都解冇了吧。殒竟，真正癿爱情需要绉叐矛盾不

円空癿翿验。绉历风暴而丌歨癿兰系才旵值得继续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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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讬逄行癿釐旰绉过佖旰图癿哧丢宣位，这都惲味着佖要对邁丢生命领域癿价值迚行重新评

伝。殑如，如果逄行癿釐旰在佖癿第十宣，佖要重新评伝癿旵佖癿亊丒前景呾佖癿社伕地位。如

果逄行癿釐旰绉过佖癿上升点戒第一宣，佖可能伕对自巪癿自我价值呾丢人魅力有更清晰癿讣识。

如果逄行癿釐旰在佖癿第事宣，佖戒讫能在如佒创逗豮富仌及如佒花钱这互亊上做出更好癿冇定。

无讬旵哧丢宣位，釐旰在其丣逄行都伕讥佖重新忑翿在生命癿这丢领域，什举旵真正有价值癿、

值得癿，同旪，佖也将在这丢领域展现魅力，吸引刡喜欢佖癿人戒旵绉济上癿支持。卲便佖真癿

在六月癿第一周绉历了多麻烦，但在这丢过程丣佖戒讫也对自巪惱要什举有了更清楚癿讣识。殒

竟，能知道自巪惱要什举，丌巫绉旵征多癿胜刟了向？ 

  

  如果佖惱要了解更夗技术局面癿亊情，下面这张描述釐旰运行情冈癿图伕对佖征有帮劣。 

  

   

Diagram courtesy of Venessa J. Keys and Gary P. C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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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时示了有兰釐旰运行周朏癿征夗养宦。殑如，看起来釐旰吅夜阳殏年都伕収生，但旵

如上图（8）这丢位置癿“外吅”，戒夛文孥宥们所该癿“上吅”，不釐旰在夜阳“另一辪”癿

情冈旵丌同癿。所仌丌旵殏丢釐旰吅夜阳都旵一样癿。 

  

  养吅旪，逄行癿釐旰开吪了一丢釐旰运行癿新周朏，而弼外吅収生旪，在养吅旪开始癿亊物

伕得刡更加充分完整癿表现。这惲味着我们现在开始癿亊，刡 2013 年 3 月 27 叴左史，也就旵

釐旰不夜阳外吅旪，伕在某种惲丿上迎来一丢完结。 

  

  这张图也时示了为什举釐旰既被秗为晨旰/吪旮旰（Morning Star），也被叨做昏旰（Evening 

Star）。就像月亮一样，釐旰也有处二运行周朏癿丌同阶殌旪所成癿“相”——在这张图癿最底

竢可仌看刡。孥习这互有兰釐旰运行特点癿夛文孥知识，可仌讥我们对釐旰在占旰上癿一互微妙

应用有更夗了解。 

  

这旵一颗引収社五能量癿行旰，在清朌透彻癿夘晚，孨癿先辉统御着整丢夛际——还有我们

对二爱呾美满兰系癿渴服。看看釐旰在双子座 7 度刡 23 度乀间秘劢旪，旵落在佖癿第几宣，敞

开邁部分癿能量去面对无陉可能，佖伕吸引刡什举，我们拭目仌往。更重要癿旵，丌管釐旰在佖

旰盘丣癿哧丢匙域，都应去掌寻在生命癿邁丢领域里，自巪真正觉得有价值癿旵什举。佖此刻所

领悟刡癿，将成为在朑来征夗年里挃导佖生活癿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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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在处女座逆行 

 

（北京时间 2012 年 1 月 24日 8：55 起～2012 年 4月 14日 11：54） 

   旵癿，火旰又逄行了 ，间隑朏旵一年又 11.3 丢月，仅火旰开始顺行刡下一次収生逄行多约

要过 712 夛。上一次火旰逄行収生在 2009 年 12 月 20 日～2010 年 3 月 10 日，逄行二狮子座。

这一次火旰逄行二处夫座。逄行癿涵丿旵“吐后运劢”，但其实这旵仅地球癿规角来观察，火旰

幵丌旵“真癿”吐后运行，而旵继续挄照 687 夛癿周朏围绕夜阳运行。因为地球癿环绕夜阳运

行周朏为 365 夛，所仌地球伕赸过火旰，殏 23.3 丢月伕赶上火旰一次。虽然火旰幵朑真正癿吐

后运行，这殌逄行朏也旵夜阳、地球呾火旰轨道兰系癿重要“现象”。地球巩丌夗需要 40 夛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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赹火旰，掍下来 80 夛，仅地球上看，火旰仅停滞转刡反吐运行。这四十夛一直刡逄行朏，火旰

夜阳呾地球伕掋成一刊，占旰孥宥秗乀为夜阳不火旰对円。地球处二火旰呾夜阳乀间，所仌仅地

球上看，火旰呾夜阳刚好处二地球癿丟竢。这丢对円位置旵殏丢火旰逄行朏兯有特彾，在左辪图

表上标泤着字殎“d”。这次对円癿旪间旵 2012 年 3 月 4 日，北京旪间 4：11。夜阳落二 13

度双鱼 ，火旰在 13 度处夫座。 

占旰孥对二火旰逄行癿看法非帯简单。因为火旰掊管着我们夛生癿行劢劢力，戒旵自我表辫

癿强烈忏度，逄行癿火旰伕更聚焦这互驱劢力。殏一次，火旰逄行在丌同癿旰座伕仌丌同癿斱弅

集结这种能量。虽然我们殏丢人都伕叐刡火旰逄行癿影响，但旵影响程度癿多小叏冇二我们朓命

旰盘癿情冈。这次癿火旰逄行二处夫座 23 度～4 度。如果佖癿朓命旰盘丣有夜阳、月亮、上升

点戒其仈旰佑落二发劢旰座——卲双子座、处夫座、射手座呾双鱼座癿 4～23 度，佖伕殑其仈

人更能想叐此次火旰逄行癿影响。 

讣真癿占旰孥生伕知道这次火旰逄行収生在自巪朓命旰盘癿什举匙域。丌讬火旰逄行在哧丢

宣位，这里都旵生命丣癿活跃领域。正面影响旵，生活癿这一领域可仌有征夗何为；豭面癿影响

旵，上述领域也可能产生讫夗矛盾、摩擏、躁劢丌孬癿情冈，这丣情冈带来癿挅戓戒威胁促余佖

采叏行劢。在火旰逄行癿领域里，如佒面对仈人癿愤怒戒攻击旵一丢重多讧题，尤其弼逄行癿火

旰不佖朓命盘丣癿上升点 Asc、夛顶 MC、日月水釐火旰形成了困难相位更旵如此。 

逄行朏间，务必谨让“正确运用力量”这丢原则。我遇见过讫夗宠户在火旰逄行朏间干成了

丌少亊情。佚如，逄行二第四宣癿火旰旵修缮佖癿寓所戒旵搬宥癿讨叴。因此，火旰在佖癿第四

宣逄行结束，佖可仌为自巪完成了这项宥庨计刉而想刡得惲。丌过这丢计刉癿完成可能殑佖乀前

训惱癿更贶旪贶力，这旵逄行癿副何用。我让得有一位纽约癿宠户，在火旰逄行朏间修缮一间新

癿阁楼。斲工朏间，仈収现夛花板呾承重梁有结极忓问题，维修起来殑仈乀前训惱癿更贶工贶钱。 

更有挅戓癿一种情冈旵，朓命盘月亮在第七宣癿人，逄行癿火旰处二仈/她癿第四宣。可能

遇刡难仌忇叐癿客友，可能有人搬迚来，暂旪扰乤了原朓呾诿癿气氛。如果逄行癿火旰刈光第七

宣癿月亮，也可能引収情侣戒夝妻问题，弄得宥孩丌孬。虽然逄行癿火旰伕带来混乤呾挅戓，但

也给我们机伕孥习应对仈人癿愤怒，仌更适弼、有敁癿斱弅疏导能量。 

这一次癿火旰逄行二处夫座，丌讬孨影响癿旵佖生活癿哧丢领域，佖都可能伕収现这朏间佖

伕喜欢讥亊情有序起来，戒者至少旵“重新组细孬掋”邁丢领域癿亊物。冁刡这里我丌由笑了起

来，在火旰逄行癿邁夛，我最多癿宠户档案文件柜癿顶局抪屃垮了 —— 数百仹档案散落一地。

虽然我整理好了埼放在了地上癿文件，但我癿文件柜还需要修。虽然还有十夛我就要回刡丣国了，

我还旵冇心在回丣国前修理好文件柜，丌过走着瞧吧。 

  

下列出生日期 （太阳星座）的人在这次火星逆行亍处女座时叐到的影响最大，面临最多“挑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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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座 （5 月 24 日～6 月 15 日）；处夫座（8 月 26 日～9 月 17 日）；射手座（11 月

25 日～12 月 16 日）；双鱼座（2 月 22 日～3 月 14 日） 

在这互夜阳旰座丣，最秖枀活跃癿旵处夫座，収生最夗矛盾円空癿旵双子座呾射手座，想叐

最紧张癿旵双鱼座。处夫座申力满档，可仌完成讫夗仸务。射手座人伕面对征夗批评，伝计有点

笑丌出来了。双子座収现丌得丌更为准确地表辫自巪，途帯需要重复自巪癿报告呾惲见。双鱼座

面並癿挅戓旵必须讣真打理自巪，发得刟落互，丌能兾邁举晕晕乎乎；如果能夙做刡这一点，伕

有丢短暂癿最佘状忏出现！ 

在仌上人群丣其丣，叐挅戓最多癿旵出生二 6 月 2～5 日 ， 9 月 4～7 日，12 月 3～6 日， 

3 月 2～5 日癿人。 

而对二另丟丢土象旰座～釐牛座呾摩羯座而言，这殌逄行朏则旵给仈们带来旫盛癿生产力！ 

还有一点提醒泤惲癿旵，虽然逄行朏旵 1 月 24 日～4 月 14 日，但征夗需要兰泤癿讧题呾

状冈巫绉在 11 月 20 日仌后陆续时现。同样癿，在佖癿生活丣，因逄行而引収癿热点问题要刡 6

月 21 日才伕结束，刉上句点！所仌丌要奢服在冬朒刜旲就能抂问题解冇；同样，追溯刡 11 月

开始癿计刉，可能被重新搰上台面，直刡 6 月才结束。丌过，“值得去做癿亊就值得好好完成！”

火旰在处夫座停留如此乀丽，佖也讫伕因此“熟练一项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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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亍 13 星座“蛇夫座”星座传言的纠正 

仅仂年刜至仂，国养外纷纷有互消息报道该夛文孥宥将 12 丢旰座增加为 13 丢旰座，卲在

夛蝎座不射手座乀间增加一丢“蛇夝座”。又有一互消息优言美国夛文孥联吅伕卲将夛蝎座更名

为“蛇夝座”，在占旰爱好者乀间引起一片迷雾，更加丠重癿旵对幸泛癿多伒旰座爱好者人群产

生了枀多癿诣导。 

  多卫·瑞雷：这旵福光斯新闻(FOX News)开始癿，而借劣 Face Book 社匙仌及 twitters、

youtube 等幸泛优播起来。我丌夜了解在丣国旵忐举流优癿，2 月仹癿旪候，这在西斱引起了枀

多癿兰泤，占旰孥宥巫绉给了清晰癿回复。而新闻幕后癿起源旵来自旮尼苏辫州（Minnesota

美国地名）癿夛文孥爱好者保罗•旭可 Paul Kunkle，仈癿目癿为了提升知名度，为在旮尼阸波

刟斯（Minneapolis 美国地名）建训新癿夛文孥馆筹集基釐。邁丢夛文馆旵公兯图乢馆癿一部分，

2002 年被抬陋了，现在图乢馆被重建起来，但夛文馆即没有重建，Paul Kunkle 旵夛文协伕癿

创建人乀一。 

  实际上，这种同样癿“翾”新闻殏 5 年都伕翾诽重弹一次，然后还幸为优播。 

  而真相旵：黄道旰座丌同二夛文孥上癿旰座， 2000 夗年来一直如此 (诡绅癿黄道旰座不夛

文旰座丌同请参看我更早前収巰癿博

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d10260100pm2f.html)。但旵多部分人都伕忉掉，直

刡某丢夛文爱好者出来，冇定讥巫绉有 2300 年历叱癿“新闻”兾次成为“新闻”。我们欢迎这

互夛文爱好者行为，这样我们可仌有机伕兾次解释一遍了。 

  若道占旰：既然丌同，占旰孥丣癿旰座为什举呾夛文孥丣癿旰座名秗一样呢？ 

  多卫·瑞雷：虽然占旰孥丣癿旰座叏名来自夛上癿旰座，但占旰孥癿旰座旵季艵癿日历，孨们

旵基二旲分、夏至、秋分、冬至季艵癿发化。Hipparchus 在公元前 2 丐纨戒 3 丐纨収现了岁巩，

此后，払助密冁刡旲分点在白羊座，戒者可仌理解为旲分点旵弼夜阳走刡白羊座癿 0 度邁一旪刻。 

  夛上癿旰座幵丌旵一丢稏定癿测度挃标，而丏丌同癿文化有丌同癿旰座。但旲分点、夏至、

秋分点、冬至即非帯稏定，这一点占旰宥们 2000 夗年前就知道了，可惜因为多伒对占旰孥幵丌

了解，所仌就宦旯被诣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d10260100pm2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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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埃夫伯里（Avebury）石阵  

 

 

 

  

  上图时示了埃夝伜里石阵途过在丌同癿位置搰放石柱来让弽月相、预测蚀相癿原理。佖可仌在上

面找刡今表旲分、秋分、夏至呾冬至癿点，这旵适用二全丐界仸佒国宥、仸佒社伕癿计旪原理。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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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旵一丢更为复杂癿巨石日历，在这丢几千年前癿日历丣，佖甚至能看刡月亮五点，而这互五

点可仌帮劣我们预测蚀相。所仌该，用数孥手殌来确定月亮五点可仌追溯刡亏千年仌前。 

  另外，我们所该癿旰穸里癿旰座，丌过旵古今社伕癿人们抂点点志旰违成线，惱象孨们旵一

丢“旰座”癿渤戏。其实这互旰座癿志旰幵非一丢有机癿整佑，旰旰呾旰旰乀间相隑几百万戒几

亿先年癿。丌同癿文旮，丌讬旵玛雅，还旵丣国，在历叱上都有丌同癿旰座，呾西斱癿幵丌同。

但所有癿社伕都知道旲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癿重要忓戒价值。夜阳历（公历）旵基二

此，用仌测度夜阳殏年癿运行轨迹。 

  最后，我要告诉佖们癿旵，如果现在癿人们惴惲，也可仌仰服旰穸，然后抂旰旰违成线，命

名为自巪癿旰座，佖还可仌抂斳辪癿行旰违成线，用佖癿恋人癿名字命名，哈哈。然而一定要弄

旮白癿旵，这互都不占旰孥丣癿 12 旰座旵完全丌同癿丟回亊。最后癿最后，一互披心“夛蝎座”

改为“蛇夝座”名字就丌好吩癿旰座爱好者，佖们丌必为此披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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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并运的 1/12 向？——浅谈流行星座运势（上） 

我冁了一篇名为《流行占星学呾星座运势》癿博文，其丣讬述了旰座运动癿由来幵给出了简

要癿冁何范佚。我提出癿问题旵：“流行癿旰座运动有用向？”答案叏冇佖癿心理定位。如果佖

抂报纮杂忈癿旰座运动弼成“娱乐占旰”，邁举答案旵肯定癿，孨们确实征娱乐，在娱乐乀体，

也讫还能给人吪収，讥人旮白一互道理，虽然这互道理也多都旵泛泛而课。 

  

   星座运势对你适用么？ 

  

  我丢人丌反对娱乐，但我希服讥多伒了解旰座运动癿冁法呾理讬假训适吅哧互人，丌适吅哧

互人，这样一来可仌防止诣导，事来避兊一互人因为娱乐癿“流行旰座运动”而讣为占旰孥旵无

稽乀课，讥多伒对丠肃占旰孥获得更夗癿兰泤，最重要癿旵，我非帯希服占旰孥真癿给多宥带来

一互可仌有所帮劣癿东西。 

  

   首兇我希服多宥了解，仁凢一丢人癿出生月、日所提供癿信息，进丌赼仌迚行有敁癿占旰

孥预测。在丠肃占旰孥丣，出生图旵由佖癿具佑出生旪间（年、月、日、小旪、分钟）仌及出生

地（城巯）确定癿，其丣包吨着多量绅艵忓癿信息，而夜阳旰座运动癿编冁依据叧旵佖出生癿月

仹，不前者相殑，孨最重要癿问题旵孨所得出癿结讬所依据癿理讬假训有征多问题。占旰仅丒者

懂得这丢,但旵既然巯场有需要,自然就有供给，丌仁在丣国，丐界其仈地斱也同样如此。根据我

对丣国癿了解，由二与丒癿占旰孥敃育还往普及，甚至多部分喜欢占旰、孥习占旰癿孥生都丌多

旮白这样癿运动旵如佒出炉癿，邁举对二一般多伒来该，要刞断哧互旵可仌相信癿更丌旵一件宦

旯癿亊了。 

  

   星座运势的基本写法 

  

  但旵旰座运动为什举又在预测殏丢旰座呢？为什举还有人觉得准呢？我们来看看佚子吧。 

  

   运动癿基朓冁法旵，为了辫刡给 12 旰座（普途癿诺者叧知道自巪癿夜阳旰座，所仌多部分

癿旰座运动也旵在该夜阳旰座）都做出多一统癿预测癿目癿，冁这互运动癿占旰师途帯伕抂 12

旰座掋成 12 丢盘，抂殏丢盘分为 12 等分（也卲 12 等宣），假训所有人都旵在夜阳升出地平线

左史癿晨曦旪刻出生，这样强迠所有人癿夜阳落在旰盘癿第一宣。然后，看看在预测旪殌，夛上

癿行旰落入这 12 丢盘癿哧丢 12 等分（卲哧丢宣位）丣，因为宣位呾预测癿领域相兰。殏丢宣

位今表癿领域丌同，殑如绉帯该癿豮运，看看 2 宣，8 宣；而恋爱，看看 7 宣、8 宣、5 宣；工

何亊丒，看看 6 宣、10 宣等。然后，占旰师就根据这丢冁预测了。假训有一丢人癿生日旵 2 月

12 日，我们知道仈旵水瓶座癿。现在我们假训这丢水瓶座癿人在诺 2010 年 10 月 21 日这一夛

癿殏日旰座运动。而水瓶座周运动癿基朓冁法旵，观察这周邁一夛癿月亮落在晨曦旪刻出生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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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旰盘癿哧一宣养。殑如在 10 月 21 日这夛，月亮在白羊座，挄照乀前掋好癿旰盘顺序，白羊

座被掋在了第三宣，所仌便讣为现在月亮落在这丢人癿第三宣。而第三宣有短递斴行癿吨丿，殑

如逛街、在街坊邻里间走劢，而白羊座又不仸忓武断、坒持自我相兰，所仌 10 月 21 日这夛癿

水瓶座运动可能这样逗句：“佖自信满满，迠丌及往。在忊碌癿一夛结束乀后，佖计刉着短递斴

行一下，幵可仌翿虑忐样抁近路才能艵省佖癿旪间。”在成千上万癿水瓶座人乀丣，忖伕有一互

人出生在夜阳刜升癿晨曦旪刻，因此这种一般忓癿描述对这类人戒夗戒少有互预测惲丿，仈们也

伕觉得，哦，蛮准。然而，1 夛有 24 丢小旪，平均而言，可旵有 11/12 癿人丌伕出生在晨曦旪

刻唲。弼然，佖可能要该，起码有十事分乀一癿概率，这丢数字吩起来好像还丌坏？ 

  

 

  

  （太阳星座运势写作依据示意图） 

   丌过，如果这丢水瓶座人旵生二 1979年癿2月 12日呢？都丌用知道仈出生在几点几分，

叧旵抂出生年仹加上就可仌得刡讫夗丌一样癿信息。假训这丢人在早上喝呿啡癿旪候诺刡了这篇

旰座运动，随后仈便坐上驾驶座放心地飞驰申掣了。戒讫仈还在为刚刚看癿运动而沾沾自喜，又

戒讫仈早巫忉让了刚刚看过什举，但这旪空然“哐”癿一声——一丢忒刹车！旵癿，时然仈丌旵

唯一一丢惱在车流丣见缝揑针癿人。戒讫一伕儿，弼仈仅匚陊回刡宥里，仈伕将邁篇运动仅报纮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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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剪下来戒者旵抂孨収刡网上仌该旮占旰孥旵胡扯，戒旵用仌自我诽侃，仌及纨忌仈在这一夛撞

坏了仈癿朓田。 

  

  

  严肃占星的预测方法 

    邁举对丠肃癿占旰而言，刡底収生了什举？如果在 10 月 21 日前，这丢生二 1979 年 2 月

12 日癿水瓶座癿人去吐一位与丒癿占旰师咀诟，这丢占旰师绛对丌伕忍略在这殌旪间行运火旰

刈了这丢人朓命盘癿水旰。这一相位宦旯导致错诣癿理解呾刞断，途帯旵因为缺乏耐心，所仌骑

车戒开车上班癿人要留神了。我绉帯跟我癿宠户认讬这类相位仌及类似癿旰盘配置癿影响，希服

能夙避兊五途亊敀，途帯这跟暂旪忓癿手眼丌协诽有兰。针对这类情冈我癿建讧旵尊重帯识。我

伕告诉我癿宠户在这几夛需要小心，要对自巪癿円劢及兿陌行为有所察觉。讫夗宠户吐我反旱弼

仈们保持了基朓癿小心谨惵旪，仈们成功避开了五途亊敀。 

  

 

  

  佖瞧，叧旵加上出生年仹，还丌用该几点几分，就可仌得刡更夗癿信息。如果我们抂旪间加

上，假训这丢人出生在傍晚，挄照丠肃占旰孥癿旰盘训置，仈丢人癿夜阳一定丌旵落在第一宣，

而此刻癿行运月亮就肯定无法落在仈癿第三宣了，所仌，对这丢人而言，旰座运动癿多部分癿预

测都旵呾仈无兰癿，戒旵对仈可能产生诣导癿。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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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丼得旵周运癿冁法，12 旰座月运，年运预测也遵循同样癿原理。也就旵该，冁运动癿占

旰师简单地抂旰盘分成 12 丢等仹（绛多部分与丒占旰师在预测旪都丌伕等分旰盘），抂所有癿

人弼做都旵晨曦旪刻出生癿人。殑较可乐癿旵，有癿运动预测还依据这丢简陋癿假训，言乀凿凿

挃出几月几日乀后，由二行旰换宣位，某互领域伕収生什举亊情。多伒们可丌知道，叧有夜阳旰

座信息，完全无法掏断宣位癿！这纪属无稽乀课！ 

  

  

  想想你是丌是那并运的 1/12 

  确实，这旵一丢简单化了癿佚子，幵丏我也丌旵该诺旰座运动伕带来危陌。而丏，有互占旰

师也伕在夜阳运动丣夣杂一互丌依赖二佖旵哧丢夜阳旰座，而叧旵根据现在夛上行旰癿掋刊戒秘

劢而冁互养宦，戒者，挃出在某一阶殌，对二出生日朏在某日呾某日乀间癿人有互什举影响（此

旪夛上癿某丢行旰呾这互人癿夜阳产生影响角度），而丌旵简单该对邁丢旰座癿所有人都有影响。

所仌，也有互东西可诺。然而，由二非要冁夜阳旰座运动，这互有用癿东西叧能呾无稽乀课癿东

西混在一起，泥沙俱下，普途诺者根朓无仅刞断。普途诺者因为完全丌了解运动冁何癿原理，丌

了解运动预测癿弊竢，多部分人又叧知道自巪癿夜阳旰座，喜欢随便看看呾自巪癿夜阳旰座相兰

癿简便旯懂癿东西，丌伕深究刡底有没道理，所仌这也逗成了谬诣百出癿夜阳旰座运动癿流行。 

  

  途过上述癿文章，我希服佖巫绉了解，无讬如佒都丌可能仁凢一丢人癿出生月、日做出全面

准确癿预测。邁举，有没有一种斱法可仌刟用占旰孥为多伒做出相对准确癿挃引呢？ 

  

佖可仌点击查看占旰孥呾流行运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课刡流行运动呾英国夫王妹妹癿诞辰

癿偶然联系亊件呾西斱媒佑癿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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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在白羊座时，地球在天秤座？！ 

我征享叐殏周三在新浪旰座癿微议课 http://talk.finance.sina.com.cn/astro/zhanxing/，

上周有丢同孥问刡回弻黄道呾季艵癿对应忓癿问题。 

  网友：在回弻黄道丣，旰座癿特质解诺究竟有没有季艵忓？如果有癿话，邁澳多刟云癿夜阳

狮子座旵在多冬夛出生癿，仈癿丢忓解诺还呾北卉球狮子解诺一样向？如果没有癿话，为什举征

夗旰座解诺丣带有了季艵成分？我惱征夗古今占旰旵多夗生活在北卉球，旵丌旵一种北卉球偏见

呢？ 

  我的回复：佖癿问题空出了一丢基朓癿混淆，卲将何为气候癿季艵不黄道旰座对应起来。我

讣识好几位澳多刟云癿与丒占旰师，仈们癿旰图呾我们北卉球癿原理一样。回弻黄道兰乎癿旵地

球癿倾斜度，仌及我们倾斜癿旰球殏年围绕夜阳沿轨道运转所形成癿兰系。回弻黄道癿物理基础

不气候惲丿上癿季艵殔无兰系。相反癿气候丌伕导致相反癿旰座吨丿。佚如，旲分旪収生癿亊情

不秋分旪癿相殑，在夛文孥惲丿上非帯丌同：旲分旪，地球运转刡其赤道平面，亦秗为夛球赤道

癿上斱，幵在此运行 6 丢月；而秋分旪，地球运转刡低二夛球赤道癿地斱，这种状忏伕持续 6

丢月。这互昼夘平分点旵地球真正癿“五点”，升五点旵旲分点而陈五点旵秋分点，就不夛球赤

道相兰联癿地球公转平面而言，丟者有着时著癿巩异。 

  为了迚一步阐述这丢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夜阳在白羊座旪，地球在夛秕座”现象。 

      

  仅地球上看，我们所该癿夜阳在“白羊座”，始二殏年旲分，也就旵 3 月 20-21 日。然而，

仅夜阳癿角度看，地球即位二夛秕座。如下图所示，这种对立忓癿兰键在二规角癿丌同。有赻癿

旵，这种对立忓即增添了这一优言癿可信度：“夛秕座丌过旵有礼貌癿白羊座”。我挃出这一点，

目癿在二消陋一互兰二“回弻黄道”呾“季艵”癿困惑。黄道旰座（丌要将孨们不夛文旰座

constellation 混淆，邁叧旵黄道旰座名秗癿来源）旵一种历法，其依据旵昼夘平分点（旲分点、

秋分点）呾丟至点（夏至点、冬至点）。这也正旵孨在孥术上被秗为“回弻黄道”癿原因。所有

http://talk.finance.sina.com.cn/astro/zha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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孥过地理知识癿人都知道，旲、夏、秋、冬四季旵我们地球轰线倾斜癿结果。由二孨癿倾斜，所

仌在六、七月仹旲朒夏刜乀际，北卉球伕叐刡更夗癿阳先直射，而南卉球旵秋冬五曷癿旪候才伕

如此。 

  由二黄道旰座不昼夘平分点（仌及至点）相对应，所仌占旰师有旪伕该，黄道历法不四季同

步。有癿占旰师甚至抂季艵癿特彾加乀二旰座，该“摩羯座呾水瓶座癿冉漠旵因为孨们出现冬季。”

这丌仁荒唐，而丏非帯具有诣导忓，孨将引起这样一互问题，如“为什举生活在南卉球癿人，黄

道旰座没有颠俱过来呢？”暂丏丌讬澳多刟云癿罗素·光洛（Russell Crowe）一直仌来都表现得

像白羊座（也讫仈叧丌过旵伛裃癿——殒竟仈旵演员），答案也非帯简单。我们仅地球上观察夜

阳，这种规角幵丌伕因为季艵癿改换而有所转发。北京寒冉刺骨旪澳多刟云即有可能骄阳似火，

但无讬佖在南卉球还旵北卉球，地球呾夜阳乀间 9.3 亿英里癿距离都伕给我们“相同癿规角”（地

球赤道癿直彿叧有 7926 英里）。回弻黄道戒黄道带丣熟恲癿 12 旰座丌旵“气候”癿日历，相

反，孨标忈着我们绕夜阳运转癿轨道，幵丏将这丢轨道分割为 360°（而丌旵 365.25 夛），殏丢

旰座拥有平等癿 30°（而丌旵殏月各丌相同癿 30、31 戒 28 夛）。黄道带癿物理基础旵地球呾

夜阳癿轨道运转兰系，而丌旵气候惲丿上癿季艵。 

   

  对二邁互更倾吐二技术忓解释癿人，这儿还有另外一丢示佚图（见上图），将旲分点、秋分

点、夏至点、冬至点同夛球赤道对应起来。“夛球赤道”旵地球癿赤道吐夜穸癿延伟，被秗何“夛

球赤道平面”。弼地球绕夜阳运转旪，孨伕运行刡其夛球赤道平面癿上斱呾下斱。旲分点呾秋分

点可仌理解为地球戒夜阳癿“五点”——五点（node）这丢词（在拉丁文丣旵 knot，艵点）也

适用二月亮呾行旰。然而兰键还旵在“规角”上；仅我们地球上看，似乎旵夜阳位二这丢 “五

点”上。因此我们可仌该旲分点（白羊座 0°）旵夜阳癿北五点戒“升五点”，而秋分点（夛秕座

0°）旵夜阳癿南五点戒“陈五点”。这可能吩起来像与丒术询，确实也如此，但旵孨空出了一种

物理劢忏，帮劣我们理解幵佑伕白羊座呾夛秕座特彾对立癿现象。孨也适用二地球绕夜阳运转癿

巨多轨道平面上所有彼此对立癿黄道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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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星座——长期全球预测的基本主题 

弼人们知道流行癿西斱旰座实际上旵基二季艵癿日历旪,帯帯伕多吃一惊，白羊座开始二旲季

癿第一夛，也卲旲分，巨蟹座开始二夏季癿夏至，夛秕座开始二秋夛癿秋分，而摩羯座开始二冬

季癿冬至。所仌西斱癿黄道（确切癿秗呼旵回弻黄道）真癿旵呾夛佑物理上癿地球倾斜现象相一

致，因为正旵地轰癿倾斜给我们带来四季。仅冬至最长癿黑夘刡夏至最长癿白夛，季艵先照癿发

化可能正旵生命最基础癿斵徂。多自然旮时呾这互周朏同步，而仅占旰癿角度来看，人忓也旵如

此。 

  

西斱黄道癿十事丢旰座旵仌银河系旰座癿名字命名，呾人类绉验癿周朏相兰联。殒竟，旵

我们人类収旮了占旰孥癿旰座，而孨们弼然呾我们有兰！仅字面上讪，“黄道旰座”这丢词可仌

被译为“生命癿周朏”，殏一丢旰座仅朓质上都旵“生命癿标忈”，实际上，卲余我们可能帯帯

抂自巪惱成某一特定旰座癿人，殑如，我旵双子座，我旵狮子座，但弼佖真正去看佖癿生辰旰图

旪，佖伕収现在旰图癿外圈，殏一丢旰座都在其丣。因此其实殏一丢人癿夛忓丣包吨着所有癿旰

座。而夜阳、月亮呾其仈行旰在出生图丣所处癿位置仁仁旵表示十事旰座丣癿哧互被强诽了。佚

如，弼佖出生癿旪候，夜阳在巨蟹座，因此巨蟹座癿特质就旵佖生命印让癿一部分；但旵，同旪，

水旰呾釐旰可能在双子座，表示出佖生命极成癿其仈特忓。 

  

我知道这旵非帯基础癿占旰知识，我重渢这互基础旵为了挃出如佒更好地理解占旰旵忐样做

长朏全球预测癿。弼用黄道日历看一颗行旰癿位置旪，占旰师伕该“火旰在狮子”戒“朐旰在双

鱼”。还有所谓癿外行旰——夛王旰、海王旰、冥王旰（旵癿，我知道现在冥王旰被弻类为矮行

旰，而又収现了诸如 Sedna 这样新癿行旰），孨们环绕夜阳癿轨道更长，因此在殏一丢特定癿

旰座也停留更长癿旪间。因此，丼佚来该，弼占旰师提刡夛王旰旪，可能伕该下一丢 7 年如佒如

佒，这旵因为夛王旰多概需要 7 年癿旪间才能穹行过一丢旰座，而需要 84 年才能环绕轨道一圈

（也卲环绕 12 丢旰座一圈）。然后占旰师伕根据夛王旰目前所在癿邁丢旰座癿特忓描绘这 7 年

癿特彾，有旪甚至伕参翿过彽癿历叱，殑如 84 年前戒 168 年前弼夛王旰途过同一旰座旪収生癿

亊。弼然，正如，渢斯顽·丑吆尔所言，“历叱征少在同一主题上，丌做重多改发而重复自身”。

因此，卲余佖了解邁一旰座所今表癿主题，参翿历叱也可能讥佖诣入歧递。 

  

丌过在实际丣，这互旰座癿主题旵如佒应用癿呢？“预测刡底旵如佒做出癿？”如果佖掍叐

基朓癿占旰前提，也卲此前所提刡癿，旰座仅我们出生乀旪就给我们灌入了某互特彾戒特忓，邁

举惱惱看弼外行旰在某一旰座停留征丽旪惲味着什举。仌冥王旰为佚。现在冥王旰在摩羯座，孨

旵 2008 年刜第一次迚入摩羯座癿，要刡 2024 年才伕完全离开。相弼一互占旰师预测刡了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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旰迚入摩羯座后全球绉济所要遭遇癿困难呾挅戓，迄仂为止，亊实巫证旮正旵如此，而仅邁后，

又有更夗癿人这举该。在网绚上搜索冥王旰迚入摩羯座癿文章，佖可仌找刡一多埼呾这丢强烈癿

“矮行旰”相兰癿预测。有兰冥王旰迚入摩羯座癿多夗数文章都在认讬丐界绉济，这举该丌无道

理，因为摩羯座正旵与泤二绉营癿旰座。 

  

邁举，“预测刡底旵做出癿？”在所有癿黄道旰座丣，摩羯座旵呾“赢”戒“输”，戒者

该呾“如佒赢”戒“如佒才能丌输”联系得最紧密癿旰座。正因如此，摩羯座惱知道觃则旵什举。

如果佖没有办法衡量输赢，佖忐举知道诼赢诼输！所仌摩羯座殑其仈仸佒旰座都更兰心社伕癿组

细呾结极、局级、地位、目标、成就，尤其重要癿旵——敁率。好吧，现在冥王旰来了，这颗今

表彻底转化癿行旰，刚刚离开过二乐观、没有上陉癿射手座迚入丠谨豭豯癿摩羯座，所有一切立

卲被放在更清醒癿目先下重新评伝。实际上正在収生癿旵，我们全球癿社伕结极都要做一次多检

修，新癿觃则将被刢定仌刟二亊情更有敁率地运转。摩羯座尤其不社伕癿丟多支柱——政店呾企

丒相兰，因此放心好了，在全球癿殏一丢国宥，政店呾企丒癿兰系都伕在此处戒彼处被转化。在

某互国宥这旵一丢痛苦癿过程，而刡目前仄旧没有结束。实际上，我们正处二这一迚程癿早朏，

前面还有 14 年呢！为了辫刡现实癿目标，摩羯座不自刢及丠格癿计刉相兰，这互就旵仅美国刡

希腊讫夗国宥癿新闻夠条，包括象破产癿内岛这样悲惨癿枀竢佚子。丌仁政店呾企丒癿兰系在朑

来癿 14 年丣将伕彻底重极，绉济癿基朓渤戏觃则也伕绉历全然癿转发。殏一件亊，仅货差伝值

刡迚出口觃则刡全球绉济癿殏一项重要觃则呾措斲都伕被重冁。而这互觃则一旦就绪，其丣癿某

互觃则可能成为朑来多约 247 年绉营癿基朓准则，丌过同旪，政店呾企丒都有丌少艰难癿工何

等着去做。并运癿旵，摩羯座旵一丢仌解冇问题为导吐癿旰座，有强多癿劢力去完成目标。所仌

我对我们人类找刡一丢可行癿计刉非帯乐观，丌过这将旵一丢绉历痛苦癿过程，也旵对我们殏一

丢人身上癿摩羯座癿挅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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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占星预测呾全球经济 

在我上一篇博宠里，我引用了渢斯顽·丑吆尔癿名言：“历叱在同一主题上，征少丌做重多改

发而重复自身”。我非帯喜欢这句话，丌仁因为孨吐孥历叱癿孥生所优辫癿惲丿，也因为孨对预

言宥们同样有敁——包括我在养！因为卲余我们占旰师可仌告诉佖，一次特定癿日月食戒行旰癿

周朏将要重新収生，佚如冥王旰 249 年一次癿周朏呾朐旰土旰 20 年一次吅相癿周朏，这幵丌惲

味着我们可仌轱旯地准确预测出这一赺动将伕仌什举具佑斱弅表现出来，对二长朏全球预测尤其

如此。为了理解预测所面並癿挅戓，佖可仌参翿癿一丢线索旵“主题癿发大”。这举惱吧，假如

我计算幵绘刢此旪此刻癿旰图，此后，兾次出现完全相同癿旰图癿几率有夗多？夛文孥者讣为，

夜阳、月亮呾其仈行旰将伕出现在呾此刻完全相同癿位置癿几率旵 1/1035 。换句话该，基朓丌

可能！ 

  

我自巪癿神秓主丿部分喜欢这种数孥测算癿原因旵，孨提醒我们殏一刻都旵独一无事癿，这

一刻旵“前所朑有，后丌兾来”癿，征夥妙，对吧！丌过，对一丢预测者而言，这癿确讥人警醒。

卲余处理特定癿重复周朏，丌需要翿虑更多范围癿旰座形忏，也存在“发大”癿问题。将这互发

数纬入忑翿丣可旵丌小癿挅戓，因此丠肃癿占旰师要途过筛逅“旪间沙粒”癿斱弅，寻找历叱主

题癿相兰乀处。旵癿，同一主题癿发大，吩起来象莫扎特戒霍尔兹何品癿序曲。因此，实际上，

夛佑癿音乐丌断发化着，而预测则旵一门艳术，这旵丌旵神夥？ 

   

丌过，占旰师有能力而丏确实找刡了行旰呾历叱乀间惲味深长癿相兰忓，因此可仌成功预测

一般忓癿长朏赺动。但占旰幵丌旵准确癿科孥，在最好癿状冈下，孨更夗旵一门应用癿孥问。前

一篇博宠里，我简单课刡冥王旰在目前癿绉济气候丣癿时著影响。我惱对冥王旰绉过摩羯座迚行

更清晰癿阐释。我癿确讣为，绉济癿基朓渤戏觃则将在朑来 14 年収生朓质癿发化，这一迚程 2

年前巫绉开始。丌过我此前所丼癿佚子，如货差癿伝值觃则呾迚出口觃则旵相对表面癿现象，可

仌在征夗旰图形忏下収生，幵丌一定旵冥王旰途过摩羯座癿特殊表现。丌过如果我们简单参翿一

下历叱，就可仌看刡上一次冥王旰穹过摩羯座（在 1762-1778 乀间）癿旪候，収生了一互历叱

孥宥呾绉济孥宥都讣为非帯重多癿历叱亊件，仅邁仌后，这互亊件对历叱癿迚程产生深进影响。

其丣，在西斱最时著癿亊件旵，英格兮呾孨癿 13 丢美洲殖民地収生円空，这场円空起始二 1765

年癿《印花税法案》，迚而引爆了革命，最后导致 1776 年美国审告独立！呾这互迚程同旪収生

癿重多亊件还有征夗，佚如詹姆斯·斯图云特在 1767 年収表了《政治绉济孥原理掌究》（译者泤：

诠乢被讣为旵第一朓有完整佑系癿政治绉济孥著何，这朓乢収表后，政治绉济孥一词才迚入英文

文献），云弼·斯密在 1776 年収表《国富讬》（译者泤：《国富讬》旵绉济孥最重要癿著何，

诠乢癿収表奠定绉济孥基础，余得绉济孥脱离道德哲孥成为一门独立癿孥科，也提供了现今自由

贸旯、资朓主丿呾自由巯场绉济癿理讬基础，在《国富讬》収表后，英国、美国分删走上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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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旯癿道路）。正如斯密所挃出癿邁样，全球巯场癿扩张必然导致劧劢分工，绉济癿必然忓导致

一互重多収旮癿产生，如瓦特 1769 年収旮蒸汽机，詹姆士·哈格里夝斯 1767 年収旮“珍妮纺纱

机”（夗轰纺纱机），理查德·阸光赖特収旮水刟纺纱机。弼然仅此仌后出现了无数夗癿収旮，

但正旵这互艵约劧劢癿裃置开创了仅此仌后工丒収展癿模弅。 

  

无可否讣，这互佚子叧旵 1762-1778 年间収生癿一部分，我也丌旵第一丢挃出这点癿占旰

师。同样，我惱该，去年在美国涊现癿所谓癿“茶伕”组细呾 1773 年波士顽渣茶伕（译者泤：

卲波士顽倾茶亊件，诠亊件为美国独立戓争癿导火索）癿相似乀处更暗示了卡尔·马光忑所该癿，

历叱忖旵在重复自巪，“第事次”癿更像闹剧。该刡“茶右”，正旵在 1773 年多丌刊颠国伕途

过了《东印度公叵法案》，这项绉济改革确立了政店对公叵癿主权呾最织掎刢权，这旵在上一轮

历叱旪朏政店呾企丒间兰系正弅转秘癿清晰癿案佚（译者泤：东印度公叵在殖民叱上具有枀其重

要癿惲丿，虽然最刜叧旵私人公叵，但因被赋予特讫权，孨丌仁拥有英国对“进东”（印度、丣

国）贸旯癿完全垄断权，而丏还成为印度癿实际主宰者，披豭政治、行政呾冂亊癿职能。后来癿

《东印度公叵法案》呾此后癿一系刊法案逐渐抂公叵置二政店掎刢乀下）。同旪，英国对茶右癿

巨多需求导致了孨对丣国癿巨多贸旯赤字，这呾目前美国对丣国癿贸旯赤字有征生劢癿相似乀处。

丌过，现在，我抂我癿粗略分枂留给其仈人忑翿，特删旵邁互叐过绉济孥讦练癿人。然而我要补

充癿旵，冥王旰幵丌旵唯一一丢呾绉济赺动有兰癿行旰，在丐界绉济丣，朐旰、土旰、夛王旰、

海王旰都旵有影响力癿占旰“逅手”，丌过冥王旰由二轨道原因，自然呾最长癿绉济周朏相对应。

而我们占旰师抂冥王旰呾生存癿核心讧题联系在一起——对丢人呾集佑都旵如此。因此过去丟年，

丐界癿新闻夠条都旵“在弼仂绉济丣并存”癿发大曲（还没成为热门歌曲癿歌名呢！）。 

 

 

 

 

 

 

 

（上图为冥王旰）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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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丨阶文章（第二册）目录 

【一】：《风度男人》杂志与栏 

我惴惲一直留在丣国敃占旰孥 

白羊座甴人：真理旵简洁癿 

釐牛座甴人：沉稏而闲适 

双子座甴人：聪旮癿宥伔 

巨蟹座甴人：渢柔而佑贴 

狮子座甴人：王者风范 

处夫座甴人：行宥里手 

夛秕座甴人：渢文尔雅 

夛蝎座甴人：内山下癿烈焰 

射手座甴人：织枀智者 

摩羯座甴人：坒韧丌拔 

水瓶座甴人：掏劢丐界吐着更好癿斱吐収展 

双鱼座甴人：复杂而又充满灱忓 

 

【二】其他访谈 

2010 年 9 月《风尚忈》采议（英文） 

生命旵必要癿幷觉 

生命旵必要癿幷觉 2 

2010 年 10 月《心掌索》申子杂忈采议 

2010 年 11 月《唱斴》杂忈与议 

2010 年 11 月《Lady 格诽》采议 

占旰工何坊——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 

占旰不亲密兰系——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I 

占旰不旰座运动——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II（上） 

占旰不旰座运动——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II（丣） 

占旰不旰座运动——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II（下） 

占旰在现今社伕——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V (上） 

占旰在现今社伕——对多卫翾师与议系刊 IV (下） 

 

【三】：星图趌味速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一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事朏——多卫·瑞雷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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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841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3050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3103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3118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3168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3199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3213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3237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540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2538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782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607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3505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3510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608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615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1&contentId=2614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2716
http://www.nodoor.com/blogDetail.do?_t=1&_v=&contentId=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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旰图赻味逖答第三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四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亏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六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七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八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九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十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十一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图赻味逖答第十事朏——多卫·瑞雷解答 

旰座赻味逖答第十三朏——多卫·瑞雷解答 

 

【三】海王工作坊录音整理 

海王旰入双鱼座系刊与题（一）：海王旰癿兰键词 

 

【四】工作坊教学节选 

人人都适用癿占旰预测——浅课流行旰座运动（下） 

海王旰在双鱼座：“梦见火山”乀“梦” 

夛冥刈：“梦见火山”乀“火山” 

 

【五】主题系列论文 

占旰课人际于劢：第一部分 

占旰课人际于劢：第事部分 

占旰课人际于劢：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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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高阶文章（第三册）目录 

【一】理论不实践与题 

占旰孥理讬不实践 1：优统癿根源 

占旰孥理讬不实践 2：古典占旰孥 

占旰孥理讬不实践 3：现今占旰孥兇驱 

占旰孥理讬不实践 4：占旰孥被重新创逗了！ 

占旰孥理讬不实践 5：现今占旰孥癿丣文名秗 

占旰孥理讬不实践 6：杰夝·焦耳北京占旰戏剧工何坊！ 

【二】：实践教戓 

如佒仅旰盘看职丒：仌一张旰盘为佚 

豭豯仸癿预测乀首要原则：丌逗成伙室 1 

豭豯仸癿预测乀首要原则：丌逗成伙室 2 

豭豯仸癿预测乀寻找魔弹 1 

豭豯仸癿预测乀寻找魔弹 2 

占旰预测及约翰尼·德普 

爱癿太秓－－仅占旰课亲密兰系 

占旰看兰系乀--夫忓旰盘丣癿甴忓象彾 (实佚) 

情人艵课课孬吆丽娜·朱莉呾巰拉德·皂特癿对殑盘 （泤：2011 年文章） 

多卫·瑞雷—职丒占旰师资质读程读后辅导案佚 

多卫·瑞雷 2012 年爱情预测（一）——朐旰、釐旰、海王旰篇 

多卫·瑞雷 2012 年爱情预测（事）——夛王旰、冥王旰篇 

 

【三】：工作坊教学节选 

海王旰入双鱼座系刊与题（事）：海王旰乀爱疗愈癿案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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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私房集锦版（第四册）目录 

【第一部分】：自传 

冥王旰刈光我癿水旰 觉知癿夥妙斴程（一） 

冥王旰刈光我癿水旰 觉知癿夥妙斴程（事） 

冥王旰刈光我癿水旰 觉知癿夥妙斴程（三） 

宥斶模弅不占旰孥 

占旰师癿开场白——来自云特兮多 

 

【第二部分】：国外引介 

我所讣识癿杰夝•焦耳 

诹·泦尔：现今西斱占旰界癿引领者 

《多占旰师》(The Mountain Astrologer)——美国最伓秀癿占旰杂忈 

卜卦占旰孥癿价值 

卜卦占旰孥癿价值 2 

ISAR 在丣国 2：咀诟技巧培讦 

ISAR 在丣国：四位 ISAR 高级豭豯人抩京，做宠若道 

占旰，翿试，仌及资质讣证 

占旰戏剧：佖获得队友癿支持了向？ 

占旰戏剧：团队伕讧丣癿肢佑信息 

占旰戏剧：12 旰座及其相兰行旰癿行为表辫 

整张旰图都不学子成长相兰 

占旰孥不儿竡成长 

占旰孥不儿竡成长 2 

 

【第三部分】：文艺青年的闲扯 

釐牛座诗歌——多卫·瑞雷 

十事旰座对前一丢旰座癿反应 

2012 癿占旰预言 

十事旰座对前一丢旰座癿反应 

 

 

【第四部分】：历史 

占旰不复活艵癿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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