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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开始炒股! 便由最初的小女人开始

投身大世界" 不再只看言情剧!开始看新闻!关

心
9:;

!关心时事!关心经济"

在股市行情大好时! 女人甚至可以忘了失

恋的痛苦" 女人与股市有了关系后!变得更加独

立#坚强#勇敢" 几年前!大家的励志感言是女人

要有自己的房!现在是要有自己的股"

股票是如何改变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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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关注韩剧了" 女人的眼界#格局大

大地拓宽!开始非常关心国际大事!不再讨厌数

字#图表!堪称三流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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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很容易治愈" 失恋不要紧!股票没跌

停就行" 股票跌停!那先去$哭%股票" 梦里梦外

一片红盘# 绿盘! 那个负心男的脸早抛九霄云

外"

45

跟老公或男友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过去他

说财经!你听不懂&他说天文!你打瞌睡" 你想

谈时尚#八卦!他又不感兴趣" 现在好了!谈情

说爱时也一起谈谈股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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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随便乱花钱" 从前女人爱逛街#购

物#吃零食$烧钱 %!炒股后发现原来股票这么

便宜!一大块巧克力可以买两三股 !随随便便

一件连衣裙就是一手股票" 更重要的是!巧克

力吃完就没了 !连衣裙穿旧就不喜欢了 !股票

呢' 过
">

年可能就翻
?

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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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时间忧郁#不合群了" 股市连着你我

他!饭局上大伙有了共同的谈资 !新朋老友的

关系变得紧密" 你荐股!我展望!涨时高兴!跌

时勇敢!让伤春悲秋见鬼去吧(

$@

感觉变成女汉子" 那些只知道化妆品和

男朋友的小女生被你嗤之以鼻!尽管两三个月

前!你跟她们是一样的" 你的电脑里有股评!手

机里有
A

线图!张口公司业绩!闭口市盈率!仿

佛成了剧集里看着电脑指点大局的风云人物"

B@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失业了" 你终于找

到可以干到老 # 不会被炒甚至不用出门的工

作"

C@

幽默感猛增" 人生再无常也不如股市无

常!在股市里混!没点幽默感早晚得猝死" 若天

生缺乏幽默感也不要紧!每天高产的股市段子

看多了!幽默感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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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优胜劣汰了"不炒股的人!我跟你有

啥可谈' 再说!连股票都不炒!也太没志气了!

难道只等着别人来养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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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成熟的步伐" 以前!让女人成熟的

办法是失恋!现在!也可以通过股市变得成熟"

以后显摆资历!可以$吹%自己经历了多少大起

大跌" 炒股的女人信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有人说如果爱一个女人! 就让她去炒股&

如果恨一个女人!也让她去炒股" 股票改变的

不仅是女人的钱袋!更是女人的生活方式"

#报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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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么喜欢马%怎

么又养起了骆驼"

!!!!!!

你心里真不明白 "

还问我"

哼& 我明白什么"

!!!!!!

这是我最喜爱的马%

被你骑成这样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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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多时候会是这样! 你以为很喜欢

你的人!或许并没那么喜欢你!或者根本就不喜

欢你))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输给了$我以为%(

!

夜晚是一个放大镜!会放大喜悦和悲伤"

所以开心时要学会见好就收! 伤心时就更要早

点洗洗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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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微信的日子!你犯傻给自己看" 现在

有了微信!犯傻给朋友圈看"

!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未必!只要我不去

结账!大家就一直不散"

!

自己淘的宝!含着泪也要说好看"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竟是微

商"

!

学霸大抵分三种境界*众人皆睡我独醒&

眼袋渐黑终不悔!人家及格我全对&同桌三年!

蓦然回首!那人好像挺面熟"

!

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高采

烈#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

割成碎片"

!

面对世界的无限! 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

识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

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

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 甚至

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可能

是无知的" 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

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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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去一家公司面试! 经理问我*$为什

么要离开上一家公司' %我说*$人往高处走!水

往低处流" %经理说*$不错!你有眼光" %我说*

$他们说我是水货!那我就流到贵公司了" %

'大洋(

幽默一族

吕布小儿%要比

拳脚的功夫你永远

不是俺老张的对手&

!!!!!!!

为啥

不打了呢"

!!!!!!

暂停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

有貂蝉在旁边为

我助阵%马上感觉力

气加百倍)

加油* 加油*

文明的观众

为什么奥运会射箭赛场

的观众都那么文明呢' 因为他

们清楚地知道!他们都在射程

之内(

瓜甜不甜

$老板!你的瓜甜不甜' 这

卖瓜的怎么不说话' 别人家的

瓜都包甜!不甜不要钱( 你倒

是说句话( %))$你有见过苦

瓜是甜的吗( %

买书

一位男士到书店买书 !

问*$+幸福的婚姻生活, 在哪

里' %店员说*$该书属于幻想

类小说!在第一排" %

男士又问*$+夫妻相处之

道,呢' %店员答*$该书属于武

打类小说!在第二排" %

男士继续问 *$+理财 #购

房要义,在哪里' %店员不耐烦

地应道*$那是妄想综合征!属

精神病类!在第八排" %

最后!男士有些不甘心地

问*$+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 ,

呢' %店员白了他一眼道*$这

里不卖童话书" %

别看手机太久

甲*$眼睛千万不要连续对

着手机太久" %

乙*$是对视力不好吗' %

甲*$那样手机会没电" %

相亲

有个大龄男青年!相亲多

次都失败了 " 男青年固执地

说*$现在的女孩根本不知道

尊重人 ! 相亲时都喜欢玩手

机( 放不下手机的!我坚决不

要( %

这天! 男青年又去相亲"

一回来!父母就问他*$这个怎

么样' 没玩手机吧' %

男青年不耐烦地说 *$没

有玩( %父母赶紧问*$那这个

有戏吗' %

男青年失望地说 *$原本

我也觉得有戏!可当我想表白

时 ! 她居然急着向我借充电

器( % #报摘(

堵车

今天早上打车上班!快到

公司时堵车了!师傅突然转过

头低声问我*$你有病吗' %

我吓了一跳 ! 说 *$没病

啊!怎么了' %

$没病走两步( %师傅指着

不远处的大厦说"

闲言碎语

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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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俊不禁!马场骆驼
潘胜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