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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枉型狐狸精

你是一个喜欢新鲜感的女生!在爱情里!你

喜欢把你感兴趣的异性追到手就扔在一边不关

心!等找到下一个自己喜欢的目标!就马上重复

历史"只是你的错误是!有时候只顾自己的新鲜

感! 也许会让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

看不顺眼"

#"

完美型狐狸精

你是一个天生就很有资质的女生!你的家

庭条件不错!从小被培养的气质也是独具一格!

你会利用你天生的优点来吸引自己喜欢的异

性"反正你想得到的你就一定要得到!也不介意

到底别人怎么想"

$"

无辜犯错型狐狸精

你是一个自我感觉很无辜的女生" 也许是

因为对言情小说或者言情电视剧的钟爱! 你总

是对爱情抱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向往" 所以一旦

是你看好的爱情! 你就一定要像女主角一样付

出自己的全心全意追到手"

%"

成全别人的天使

你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女生" 你一直都认为

第三者是一个可耻的地位
!

也是直接影响别人

家庭和幸福的罪魁祸首! 与其把自己的幸福建

立在另一个女生的痛苦之上! 你宁愿自己埋没

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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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钟声即将敲响!新年
的脚步也一天天临近! 你有什么藏
在心底弥足珍贵的话想对他

!

她表
白" 身为星座达人的你又有什么新
年愿望"还在犹豫什么!统统讲出来
吧# 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请编辑
短信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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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下期的%乱弹&版上你的星语心
愿将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哦#

#*++

没有钱!没有权!再不对你好点!你能
跟我"

&*++

买了电脑不上宽带!就好比酒肉都准
备好了却在吃饭前当了和尚)

,*++

就算是一只癞蛤蟆!我也决不娶母癞
蛤蟆*

-*++

你给我买
#$

条烟总比我去一次夜
总会划算吧*

(*++

要我扫地就绝对不刷碗!要我刷碗就
绝对不扫地! 两样一起做" 你当我是外星人
啊#

%*++

我的领带又找不到了!是不是你昨天
又没有找到抹布"

.*++

还是让我跪搓板吧!跪电暖气实在受
不了啊#

'*++

参加选美的那些女人!都找不到好男
人!因为好男人都结婚了!比如我*

/*++

我才不去见网友!除非国家修改一夫

一妻制*

#$*+

下辈子我还找你!因为除了我!你是
最傻的*

白羊座! 纯羊毛红围巾
好冷的冬天

0

这可不是充满热情的白
羊们喜欢的* 那么!给自己送条围巾吧!而
且是热烈如火的红!最好是羊毛质地!这样
更加温暖*

金牛座! 红樱桃耳坠
金牛们是最喜欢享受+最爱奖励自己

的*家里已经囤积了不少货真价实的东西!

今年还该添置什么呢"对!就送对红樱桃耳
坠给自己吧# 耳上那两粒鲜红欲滴的樱桃
为你添了不少节日的气氛呢#

双子座! 红色运动鞋
冬天也是运动的季节# 活泼好动的双

子们当然少不了要经常出门运动* 何不让
冬天的运动更加充满活力!何不送给自己
一双活力四射的红色运动鞋"穿着它运动!

似乎更加精力充沛呢#

巨蟹座! 咖啡色小拎包
恋家的巨蟹们冬天可是不太愿意出

门的!但如果出门!爱安静的巨蟹多会选择
相约去茶社或咖啡吧!圣诞节的约会也不
例外#那么!给自己送个咖啡色的精致小拎
包吧!越小越精致!皮质的毛质的都很有质
感*

狮子座! 红色短款外套

有着王者风范的狮子们当然喜欢引人
注目!这个冬天!如果衣橱里竟然没有一件
出色的红色外套的话! 好像确实是有些太
不应该了*那么!送给自己一件如冬日般温
暖的火红外套吧!而且是短款的!显得毫不
拖沓!干净利落#

处女座!皮质手套
优雅安静的处女座是非常适合优雅打

扮的*要想看起来更加成熟!一副质地良好
的皮质手套会让你更加充满女性魅力* 举
止优雅衣着得体的你! 再配上一副柔软舒
适的皮质手套!真是完美到家了*

天秤座! 金属腰链
天生爱美的天秤们怎会甘于冬天让自

己穿得和其他人一样普通# 流行了好几年
的金属腰链其实使用得并不普遍*所以!如
果你还没有一条腰链的话! 何不送自己一
条#大冬天配搭一条衬托衣物的腰链!可是
很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哦*

天蝎座! 传统镂空手镯
谁说手镯只能在夏天佩戴" 搭配达人

天蝎座也能让自己在冬季走进一个美妙的
镯子世界* 精美的传统镂空手镯是冬季衣
物的绝好饰品! 尤其是粗粗的纯朴的复古
版的手镯更是首选*

射手座! 彩色透明挎包
射手座是很喜欢彩虹般绚烂的色彩

的* 这个冬季想要与众不同的话!那么!从
糖果般亮丽的透明挎包做起吧# 为了搭配
冬季厚重的衣物! 厚一些的磨砂质感的彩
色透明包包是个不错的选择*

摩羯座! 金属胸针
热爱工作的摩羯座可是以精明能干著

称的! 所以摩羯们通常很重视上班时的穿
着* 怎样让自己在工作时在众人一大片的
职业装里也能引人注目"那么!送自己一个
小巧精美的胸针吧!别在西装外套上!亮闪
闪的!让人不注意都不行*

水瓶座! 太阳链坠项链
水瓶座通常给人阳光灿烂的感觉* 虽

然冬季的阳光并不充足! 但聪明的水瓶们
一定会想方设法将传播阳光的工作进行到
底*送给自己一条太阳链坠项链吧!让别人
通过它一眼看到你的阳光#

双鱼座! 仿古银链
喜欢沉醉在浪漫幻想里的双鱼座有时

很爱高调出现*高调出现时!往往希望给众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在平安夜!烛光
晚餐之时!驼色的高领毛衣$小巧精致的坎
肩!是不是还缺点什么呢" 对!就是一条仿
古做旧的装饰银链#

主题#

测你会被人说成
!狐狸精"吗#

#*

你是个很爱吃醋的女孩
吗"

123! ,++45! &

++++&*++

经常去菜市场或者超市
买菜的都是你吗"

123! %++45! (+

++++,*++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
懒惰的人吗"

123! -+++45! .

++++-*++

你的脾气很暴躁吗"

123! %++++45! (

++++(*++

学校有化装舞会的话!你
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

纯情天使服饰
!.+++

性感恶
魔服饰

! '

++++%*++

你每次都是见到喜欢的
东西就马上买下来吗"

123! '++++45! #$

++++.*++

你有
'$6

以上的业余时间
在看电视或者是看小说吗"

123! /7++45! '+

++++'*++

如果有一对新款式特别
流行的情侣表! 可以带来好运气
的 ! 你会在第一时间抢购回来
吗"

123! #&++++45! #$

++++/*++

如果男朋友送你普通的
戒指!你也会异常高兴吗"

123! #(++++45! #$

++++#$*+

你对 %第三者& 这个词
语没有反感态度吗"

123! ##++++45! #&

++++##*+

如果有声音很腻的女生
打电话给你男朋友! 或者老公!你
会
8

++++

无所谓
! #&++++

++++

打破沙锅追问是谁
! #,

++++#&*+

在逛街的时候!如果你男

友多看了一个美女几眼! 你就会默
默地跟他斗气吗"

123+! #-+++45+! #(

++++#,*+

你家有很多买了之后都没
用的东西吗"

123! #'++++45+!#-

++++#-*+

有别人在你背后说你坏
话!你会气得火冒三丈吗"

123+!#(++++45+! #.

++++#(*+

每当碰到让自己委屈的事
情!你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哭吗"

123! #/++++45!#%+

++++#%*+

你是个非常喜欢笑的人
吗"

123+! &#++++45! #.

++++#.*+

情人节的礼物! 最让你倾
心的会是最昂贵的巧克力吗"

123+! &$++++45! #'

++++#'*+

如果给你一次参加奥斯卡
的可能!你最希望获得"

影后
! #/+++

++++

最佳导演
! &#

++++#/*+

你绝对不会接受情妇这个
身份吗"

123! #%+++++45! &&

++++&$*+

你很容易就嫉妒别人吗"

123+! &&++++45! 9

++++&#*+

你特别喜欢手帕这种东西
吗"

123+! :+++++45+! ;

++++&&*+

如果现在有个超级帅的男
生过来请你做他的女朋友!你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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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答应
! <+++

+++++

稍微推迟一下
! 9

星播报

圣诞节
!"星用啥犒劳自己

又是一个冰雪世界里热情洋溢的圣诞节!精神十

足的你是否需要在行头上装饰一下!或是送自己一个

温暖的小礼物!犒劳一下辛勤工作了一年的自己"

星语心愿温情征集令

幽默地带
一个平凡老公的经典十大语录

小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