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干年后! 经过化学处理的

恐龙化石复活! 它们很快统治了

地球!秘诀是依靠了"恐龙文化#$

文化是什么% 恐龙比人还聪

明! 恐龙学者讲! 对于文化的解

释!看"化&字就知道了$ '化&字的

结构是(有个人!旁边总有把匕首

伴随其右)))文化显然有助于管

制与约束$要把地球上的其他动物

治理好!就得让它们有文化!有了

文化!什么都好办$

"恐龙文化&如此展开其体系(

它们将人类制作成标本!同样说人

类贪婪过度!导致地球上供应他们

的食物链衔接不上!因而渐渐消亡

**恐龙们考虑到自己的独特身

材!并没有像人类那样急于制造汽

车来代步+但它们为了显示自己与

其他动物的不同!也分春夏秋冬地

穿起了衣服$ 其他动物模仿恐龙!

串起树叶作为,时装#$恐龙们为了

进一步显示自己与其他动物的差

异!总觉得身上背点什么-手里拿

点东西!才像,成功动物&!于是残

杀了某些动物!将它们的皮变成漂

亮皮包或手提袋+

,恐龙文化&的恒久存在必须

建立在信仰与遵从的基础上+能够

开口说话的恐龙便反复向其他动

物说!他们是继人类之后最文明的

动物!文明的明显标志是它们有恐

龙语言!能思考!还能制造任何它

们想要的工具+ 而且!它们是地球

上最懂得善良和悲悯的动物!看到

,断桥&和,残月&也思念故乡!禁不

住流泪+恐龙们还说它们是地球上

最讲卫生的动物!因为它们有自己

的房子!不会在野外和森林里随便

过夜!更不会随地大小便..

恐龙们发起瘦身运动!使自己

日渐苗条好看+其他动物们总见恐

龙衣冠楚楚的样子!开始相信,恐

龙文化&+可有一年!恐龙因自相残

杀再次灭绝!地球上的动物们只好

期待更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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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漫画说明 ! 恐龙统治地

球后" 它们建立其恐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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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为什么长颈鹿的脖子那么

长# $ 儿子!%因为它的头离它的身体太

远& '

爸爸!"为什么高个子比矮个子更适

于当气象员# '

儿子!"因为下雨时总是高个子最先

发觉& '爸爸!"什么东西往上升(永远也

掉不下来# '儿子!%年龄& '

#$%&

父亲!%你为什么大雨天在桥下钓

鱼# '儿子!%因为这儿是鱼避雨的地

方& '

'()*

爸爸!%皮埃尔(你知道什么是透

明& ' 皮埃尔!%透过一个物体能看到其

他东西(这个物体就是透明体& '

爸爸!%很好& 举个例子说明一

下& ' %锁孔& '皮埃尔说&

+,-.

%他们是怎样把你的扁桃腺取出来

的# '

!

岁的男孩问爸爸&

%我不知道('爸爸回答(%我当时睡

着了& '%天哪) '儿子说(%他们的手脚

真轻& '

!"#$%&'

)

$自己岗位职责上的事!必须要自

己来完成! 不要什么事情都去麻烦上

司!公司设定这个岗位目的就是要完成

工作+

*

$

!

不要把领导当傻瓜+做事脚踏实

地!不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油头

滑脑得过且过+ 领导大都有火眼金睛+

+

$

!

不要吝啬把功劳让给他人+要想

让自己获得成功!就必须懂得如何让别

人先成功+ 往往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成

绩!都是管理层正确领导和执行层集体

努力的结果+

,

$

-

不要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或不该

犯的错误+ 人无完人!只要是人都有可

能会出错!但要学会总结+

.

$要勇于承担责任!要有足够的勇

气去面对问题!不要推卸+ 领导是最讨

厌那些遇事先逃避!明哲保身地把本该

担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下属+

/

$善于和他人分担工作+ 见到同事

一筹莫展时!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冷眼旁观! 而应该主动助人一臂之力!

这样不仅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

会深得领导的认可+

0

$做事情时!不要总是讨价还价+

哪个人会喜欢动不动就和自己讨价还

价的人呢% 领导也不例外+

1

$ 面对额外的工作任务! 端正态

度!适当考虑!服从第一+ 如果不得不拒

绝!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要让领

导觉得你是在找借口逃避工作+

2

$有事情先考虑商讨解决!不要越

过自己的上级去反映事情!作为下属要

时刻明白! 越级上报是最不妥当的行

为+

34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任何一

个领导都不可能喜欢那些吹牛皮的人!

也不喜欢背后议论他人是非的人!更不

可能喜欢作风不良的下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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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美乐力"采用全球独特的#粉状$剂型%口服后直

接吸收%

"#

分钟进入血液&

$#

分钟内达到高峰浓度&一般泌

尿性疾病%只需一包%当天见效%尿频'尿急'尿痛现象消失(

只需一疗程)

%

包
& '

天*%瘙痒'红肿'疼痛现象逐渐消失%分

泌物逐渐减少%患者康复&

"+,-./01234

!瑞士美乐力"独有的+生物溶菌素$%是普通药物的
(#

倍%超强的穿透力就像穿甲弹一样%能快速穿透病原体坚韧

的表层%直达内核%彻底杀灭&

#+56789 :;<=

!瑞士美乐力"

!""#

年经由美国
$%&

认证%对人不会

产生任何毒性危害%孕妇'儿童都可放心服用&

[\]^_` Nabc

)

瑞士美乐力
*

是由赞邦集团的达里奥 基阿里奥等
$

位科学家历时
'

年耗资
+

亿里拉研发的全球独家的治疗泌

尿的特效新药& 它解决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既能

完全杀灭泌尿感染的致病菌% 又能对正常细胞不会造成任

何损伤的全球首个+细胞定位杀菌药物-&为此%获得全球发

明专利& 畅销
,-

年 成功治愈患者数千万

)

瑞士美乐力
*"('(

年首先在意大利上市%

"(('

年进入美国

市场& 在所有同类产品是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

./0

*%在

世界范围内作为控制和消灭泌尿生殖疾病的首选药物& 至

今已畅销
,-

年%是治疗泌尿疾病的国际大品牌&

''

$$$> ?

$@ABCDE FGH.IJKL

淋 病
男,尿频'尿急'尿道口红肿'有稀薄分泌物从尿道口溢出&

女,白带增多有脓性%有时略带白色%有臭味%外阴瘙痒及排尿烧灼感%偶有腰痛或下腹
痛%尿频'尿急 尿道口红肿等&

!

连续用药
'1"2

天

湿 疣
连续用药

"'3$2

天!

男,在生殖器'尿道口等外出现红色小疙瘩%逐渐增大%呈鸡冠状'菜花状% 数日后由单
个增多融 %表现凹凸不平% 使用效果更佳表面有渗液%触之有出血&

女,症状与男性相同%好发于肛门'尿道口等处&

配合外用药%使用效果更佳

非淋菌性尿道炎

男,尿道有轻度痒感%排尿微痛%尿道分泌物少%稀薄'黏膜脓性& 较长时间 不排尿)如晨
起*尿道外口溢出少量衡薄分泌物%有时表现为晨起封住尿道痛出现+糊口现象-或
污染内裤&

女,症状比男性轻微%甚至出现严重尿道或轻微尿痛%可出现少量分泌物%常表现为白带
增多&

!

连续用药
'3"%

天

生殖器疱疹
男, 在生殖器的内部' 外部出现瘙痒性小红色丘疹% 很快发展为小疱&

女,在生殖器的内部'外部出现红色丘疹及小水泡&

连续用药
'3$,

天
配合阿昔洛韦

前列腺炎 尿痛'尿急'尿频'下腹等位置不适%性功能障碍& 连续用药
"23$-

天

各类妇科病 宫颈炎'附件炎'盆腔炎'滴虫性及各种细菌性阴道炎等&

!

连续用药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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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W

尿频 '尿急 '尿痛等症状陆续消

失 (

%XW

宫颈炎)糜烂*'盆腔炎'阴道炎'

附件炎 等妇科疾病完全康复(

!&XW

完全摆脱淋球菌感染'非淋性尿道

)支原 体'衣原体*'急慢性前列腺

炎' 膀胱炎'湿疣'疱疹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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