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客点歌机社区热门歌曲 26 首

1. 雕花的马鞍                         

2.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3. 海港之夜               

4. 太行山上     

5. 回娘家               

6.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7. 故乡的小路              

8. 保卫黄河     

9.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0. 草原夜色美                 

11. 多瑙河之波

12. 纺织姑娘                 

13. 含苞欲放的花             

14.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5. 五月的鲜花

16. 解放区的天   

17. 我们走在大路上       

18. 让我们荡起双桨           

29.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0. 松花江上          

21. 我像雪花天上来           

22. 夕阳红                   

23. 相逢是首歌               

24. 小路              

25. 我爱你中国

26. 过雪山草地   

雕花的马鞍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海港之夜



回娘家太行山上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保卫黄河故乡的小路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草原夜色美 多瑙河之波



纺织姑娘 含苞欲放的花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五月的鲜花

解放区的天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走在大路上



松花江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夕阳红 我像雪花天上来



小路相逢是首歌



我爱你，中国





过雪山草地



女儿，嫁那么远，
我们都想你，你不想我们么？

父母年龄大了 ,
越来越像个孩子 ;
我们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对他们好，
其实，家人的等待是有限的；

父母不再年轻，
儿女不在身边，
雷客点歌机陪伴您，
少担忧，多快乐！

雷客点歌机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周末公园里，和老哥哥老姐姐们一起唱唱歌跳跳舞；
歌舞中重回那豆蔻年华，青春永驻；

      平日里在社区，和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合唱比赛
K 歌，重温经典感动，魅力不减当年；

     节假日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在家 K 歌玩耍享天伦
之乐！用最流行的方式，定格欢乐时刻。





2015年06月03日 金匮(黄道)执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装修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安葬

2015年06月08日 玉堂(黄道)收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装修 出行 约会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2015年06月11日 司命(黄道)建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2015年06月13日 青龙(黄道)满日
　　宜：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搬家 装修 出
行 约会 相亲

2015年06月23日 司命(黄道)建日
　　宜：出行 约会 相亲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
易

2015年06月26日 明堂(黄道)平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安葬 相亲 出行 约
会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08月02日 青龙(黄道)平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08月06日 金匮(黄道)危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装修 安葬 祈福 安床

2015年08月08日 金匮(黄道)成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结婚 订婚 相亲 出
行 约会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安葬

2015年08月16日 青龙(黄道)定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2015年08月20日 金匮(黄道)成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安葬 出行 约会 装修 搬家

2015年08月26日 司命(黄道)满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2015年11月04日 金匮(黄道)开日
　　宜：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搬家 装修 出
行 约会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2015年11月12日 司命(黄道)执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2015年11月14日 青龙(黄道)危日
　　宜：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搬家 装修 求
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安葬 安床

2015年11月15日 明堂(黄道)成日
　　宜：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装修 求子 祈
福 开光 祭祀 安葬 结婚 订婚 相亲 出行 约会 搬家

2015年11月19日 天德(黄道)建日
　　宜：出行 约会 相亲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
易

2015年11月27日 明堂(黄道)成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装修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出行 约会 搬家 安葬

2015年12月01日 天德(黄道)建日
　　宜：出行 约会 相亲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
易

2015年12月10日 青龙(黄道)成日
　　宜：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搬家 装修 出
行 约会 安葬 结婚 订婚 相亲 祈福 祭祀

2015年12月11日 明堂(黄道)收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结婚 订婚 相亲 出
行 约会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12月14日 金匮(黄道)建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2015年12月17日 玉堂(黄道)平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12月29日 玉堂(黄道)平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09月07日 司命(黄道)满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2015年09月09日 司命(黄道)平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装修 出行 约会 安葬 祈福 祭祀

2015年09月15日 金匮(黄道)收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出
行 约会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09月16日 天德(黄道)开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出行 约会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装修

2015年09月21日 司命(黄道)平日
　　宜：装修 相亲 出行 约会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
易 置业 合伙 祈福 祭祀

2015年09月30日 玉堂(黄道)建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相亲 出行 约会 装
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2015年07月02日 玉堂(黄道)收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结婚 订婚 相亲 出
行 约会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07月09日 青龙(黄道)平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装修 出行 约会 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安葬

2015年07月13日 金匮(黄道)危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装修 安葬 祈福 安床

2015年07月14日 天德(黄道)成日
　　宜：求子 祈福 开光 祭祀 结婚 订婚 相亲 出
行 约会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安葬

2015年07月16日 玉堂(黄道)开日
　　宜：相亲 约会 交易 置业 合伙 祈福 祭祀 出
行 装修 搬家 开业 求财

2015年07月26日 天德(黄道)成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搬家 装修 出行 约会 安葬 祈福 祭祀

2015年10月03日 司命(黄道)平日
　　宜：装修 相亲 出行 约会 搬家 开业 求财 交

易 置业 合伙 祈福 祭祀
2015年10月11日 金匮(黄道)开日

　　宜：出行 约会 祈福 祭祀 相亲 装修 搬家 开
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伙

2015年10月17日 司命(黄道)定日
　　宜：订婚 安床 结婚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祈福
2015年10月26日 玉堂(黄道)除日

　　宜：求医 治疗 装修
2015年10月29日 司命(黄道)定日

　　宜：结婚 订婚 相亲 开业 求财 交易 置业 合
伙 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