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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找爱情!找的到底是什么"

找一个安全感提供者! 让我们从此衣

食无忧"找一个激发情欲的恋爱对象!从此

沉溺在爱河"找一个贴身男仆!把我们美的

不美的照单全收" 找一个亲友眼中的理想

人选!对自己的人生有个交代"

当我们寻找爱情! 我们其实是在找一

个人生的合伙人###他的人生目标与我们

一致! 本来就是同路人! 他和我们并肩作

战!成全自己的同时!也成全了对方$

所以!以下人类!不宜合伙%

03

指望一劳永逸地依靠对方提升生活

质量者!

93

过度追求完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者!

23

控制欲强得接近病态"喜欢控制对

方#掌握全局者!

:3

性情未定"朝三暮四者!

73

成人外表"巨婴内心"妈妈的宝贝儿

子和公主病患者!

13

内心封闭"漠视他人感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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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 你的目标是过好自己的人

生!而不是找一个男人来给你好的人生$

困惑
0

%女人的&折旧'速度太快"而男

人反而越老越吃香(

不停强大# 不停扮美" 成功最能抗衰

老(

困惑
9

%女人通常是弱势一方(

只要对自己有要求"对人生有追求"你

就不弱(

困惑
2

% 太精明强势的女人反招男人

反感(

这样的女人通常需要 &暖男' 型合伙

人"他们一点都不反感大女人哦(

困惑
:

% 爱情合伙人) 这听上去冷冰

冰"没有人情味(

谁让你把合伙人制度天天写在脸上"

挂在嘴上啦) 心里明白就好*

!广美"

爱情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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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聚在一起!聊的话题总离不开男人!

当然!男人扎堆聊的话题也离不开女人$

结了婚的女人聊丈夫!聊孩子!聊服饰!

聊美容$

结了婚的男人聊女人!聊天下!聊社会!

聊爱好$

女人在一起聊丈夫! 总是会说自己的丈

夫对自己如何如何好! 给自己买什么样的东

西! 为自己做什么样的事情! 说起来眉飞色

舞!看起来甜甜蜜蜜!即使外人知道她话里有

多少水分!也大都会去附和她!成全女人的一

次自我认知$

女人们都有一个信念! 如果在家里自己

的老公不疼自己! 那在朋友们面前多没面子

啊!所以!在女人的嘴里!老公还是自己的好$

男人在一起喜欢聊女人$ 为什么说&聊'

女人呢" 很少见到哪个男人一见别人就夸自

己老婆好的!当然!真有那样的人!那是他真

正捡着宝了!自己爱着!也珍惜着$ 大多数的

男人都会痛说革命家史! 说自己在家里如何

如何不受待见!这日子是如何如何不好过!家

里的女人是如何如何从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

娘变成现在一个俗不可耐的黄脸婆$ 如果在

座的有几位年轻的美眉!那这种&控诉'就会

进一步升级!简单就成了&苦大仇深'了$

他们一面控诉自己的不幸! 一面又以一

种艳羡的心理说别人的老婆%唉!你看那谁谁

的老婆!那叫一个懂事!那叫一个漂亮!也不

知道他咋找的!找这么好一媳妇(

在男人之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孩

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

张爱玲说过% 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

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

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

&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

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

痣$

这是一个睿智得近乎完美的女人! 她形

象地表述了男人们的那种心态! 最好的那个

女人! 永远是别人的女人! 永远是别人的老

婆!换言之!最好的女人!永远是那个他没能

得到的女人$

网络上有一个段子% 这个地球上有一种

生物!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既妩媚娇嗔!

又清纯可爱!懂得你的心思!明白你的苦衷!

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有坚贞不渝的爱情!会进

退!知冷暖!这种生物!叫别人家的老婆$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全安嫖娼事

件!令很多男人捶胸顿足!跺脚大骂%真不是

个东西!老婆那么漂亮!还要出来嫖娼!这是

个什么玩意儿(

对啊!老婆是众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那

样的漂亮!那样的美好!却还是要出去找别的

女人!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难道那个嫖娼的

男人心里想的也是女人还是外边的好" 或者

套用一句别人调侃的话%买了私家车!你能保

证不坐公交车么"

据&凤凰网'的一份婚恋调查说!中国已

婚男人的出轨率高于
78>

$

也许这其中出轨的念头或者理由有很多

种! 但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或者男人们都认可

的就是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好! 外面的女人或

者别人的老婆好!要不然他不会出轨$

当然这其中还有那样一种人! 自己的老

婆也很好! 外面的女人也很好! 不管是家里

的!还是外面的!女人嘛!自然是多多益善喽$

这种人!大概是金庸的小说看多了!以为自己

是段王爷呢$

有一个男人对&老婆是别人的好'这种说

法颇有感慨! 他就此话题! 随机向已婚的同

学*同事*同乡 *朋友共
0=

个人做了电话调

查!结果
01

个人认同此说法!

0

个人没有明确

肯定$

他们的大致感觉如下%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在我兴致勃勃地看足

球赛的时候指责我懒于做家务$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在我被降职的时候唠

唠叨叨地埋怨我是窝囊废$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在我生意失败的时候

讥笑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在我喝得半醉的时候

凶神恶煞地夺去我的酒杯$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拿我跟那些富贵者相

比$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在我与女同事亲切地

谈工作的时候突然插进来问 &为什么这么晚

还不下班'$

别人的老婆决不会沉着脸追问我每月的

开支$

++

最后这些男人总结% 别人的老婆在与我

们男人相处时!懂得理解和尊重!甚至恭维!

她们不会用发号施令的口吻同男人说话$ 而

自己的老婆!往往是想怎样说就怎样说!想怎

样做就怎样做!扫了丈夫的兴!伤了丈夫的自

尊心$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老婆还是别人的好$

看了这些!不知道女人们作何感想%是伤

心还是悔悟!是痛恨还是觉醒"

这些男人不会明白%

别人的老婆不会蓬头垢面下厨房为你做

可口的饭菜$

别人的老婆不会为你洗衣烫衣把你打扮

得体体面面$

别人的老婆不会手忙脚乱地为你擦地抹

桌收拾庭院$

别人的老婆不会两点一线朝九晚五为事

业为家庭同你一样忙得四脚朝天$

别人的老婆不会在你喝得酩酊大醉的时

候喂你喝水为你清理$

别人的老婆不会在你生病的时候前前后

后地侍候!嗔怪你不知道爱惜自己$

别人的老婆不会在你出去醉生梦死的时

候焦急地在家为你亮灯等你归来$

别人的老婆不会担心你每个月是否会拿

钱回来!因为她不需要你养家$

++

当越来越多的男人觉得别人的老婆特别

好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贱男的心理在作怪!

当然也与女人婚后的变化有关$ 女人们总是

在有了孩子以后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孩子

身上!而忽略了自己的老公!忽略了对自己的

打扮保养$

平淡无奇的生活*疏于装扮的女人*无聊

琐碎的日子*鸡毛蒜皮的争吵!催生了男人心

里那颗不安分的种子! 于是乎男人眼里别人

的女人便生动起来!鲜活起来$生动成每日晃

动在眼前的一幅画! 鲜活成夜晚那抹空灵飘

逸的床前明月光$

对于有这种想法的男人! 女人们大抵会

想!该如何阻止呢"

其实阻止不了$有了这样心思的男人!他

们的女人根本阻止不了! 即使你严重警告他

也不管用!他顶多嘴上答应你不会了!其实出

门一样去胡搞$

有一位吃斋念佛的大姐曾经跟我说过这

样一句话%所谓丈夫!佛家讲一丈之内为夫!

他在我眼前是我的丈夫! 不在我眼前他是谁

那我就管不着了$

这话与一个名女人的话有异曲同工之

妙$

女人只要管好自己!已经很了不起!干嘛

要去管男人呢"听话的男人不用管!不听话的

男人!要管也管不到!对你好的男人不用管!

对你不好的男人!不会让你管!爱你的男人不

用管!不爱你的!轮不到你管$

如果一个女人在最重要的几年中! 投资

的是一个男人!那么之后的几十年里!你将不

断求着这个男人不要离开你$ 如果你投资的

是自己! 那么你会很顺利地收获真正属于你

的爱情! 爱情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奢侈的精神

享受$认准一句话%只有自己处于一个最好的

状态!才会有好男人来爱你$

所以女人完全不用去纠结男人的那种心

理!女人要学会爱自己!要学会投资自己!要

学会让自己强大*自信起来$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尽可能

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精致*时尚*令人愉悦$

女人可以不漂亮! 但绝不能没有气质$

如果对于自己的形象懈怠了 * 放松

了*邋遢了!那么魅力也就减弱了$

要做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

女人!要做一个让人心向往之

的女人$

记住一句话%你若盛

开!清风自来$ 永远别

放弃自己!活就要活

得精彩 $ 不要忘

了!在某些男人

眼里!你也是

别 人 的 老

婆$

恋爱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