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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脸皮 !大胆"# 不怕出丑$

!坏" 男人不会谦虚# 当然更不怕被拒

绝#台湾李敖就是靠此法来追求不认识

的漂亮女性#他的现任太太小屯就是在

他开车路过学校门口看到后追上的$ 有

些顽皮的霸道%说一不二#犟#强硬#但

是一定要再表现出些许的顽皮与赖皮#

这样才可爱#才有我们说的那种!坏"效

果#否则就是真霸道#就不可爱了$

*

!恶作剧 钱钟书趁杨绛伏在桌

上睡午觉的时候#用毛笔在她脸上画眼

镜#惹得杨绛醒后大生其气#亦大开其

心$ 男人做!坏小孩"的时候#!坏"中透

着天真$ 机智的幽默%一次#里根总统在

白宫钢琴演奏会上讲话时#夫人南希不

小心连人带椅跌落在台下的地毯上#观

众发出惊叫# 但是南希却灵活地爬起

来#在
!""

多名宾客的热烈掌声中回到

自己的座位上#正在讲话的里根看到夫

人并没受伤#便插入一句俏皮话%!亲爱

的#我告诉过你#只有在我没有获得掌

声的时候#你才应这样表演$ "

+

! 玩世不恭 被评为全世界最性

感的男人& 英国当红歌星罗比'威廉姆

斯#就是有这样一种玩世不恭的气质的

人#他!坏"#但是#却说不出他干了什么

坏事情或者坏在哪里$

,

!"性#致 好色&带荤的玩笑恰到

好处#适可而止的!动手动脚"#恋爱里#

如果你太规矩# 从不去触碰她的身体#

她会觉得你寡味&爱得不够热烈$ 这里

所说的触碰是指拉拉手& 拍拍肩等#那

些较会逢场作戏的男人似乎较能令女

人折服#其中道理就是如此$ 总之#怎么

让自己!坏"#是个不小的挑战#女性的

美好要由内而外#而有魅力男人的!坏"

则是一种秀#一种浑然天成的演出$

!

哈 哈 镜

"#$%&'()*+,!"

-./01234 " 56789

:;4<!=>, ?@ABCD

',<EFG?HIJ!KLMN

"5O, /0PQ!RSTU

VW,XYSZ[\]^_`!a

bc6dcefN

gbhijkT^_lmn

o7,pJSqrs,tuHBv

w4xyz{|6}~�,P�Q

����, !�������4N

�o6S����tH��6�

�,��gbhi��N

��6��,��!T���

7, /06�� ¡?¢£!¤,

[D,¥t¥¦��§¨©m3!

ª«¬6®T��¯°:±²³

<md´µt¶¥·¸E¹,@º

»f¼�½9,t¾¿t¾ÀN

Á�,/0ÂYSÃ4��6

DÄ,ÅD'YSÆÇÈÉ[6Y

Ê,ËÌÍÎÊÏ[6<!ÐÊÑ

ÒNU/0ÓÓÔ��ÕÖHah

VW,×<m6LCtCZSØÙ

7,YSÚÛÔ�4!ÜZ/0!

Ý�Þß6àá<âãÅABÝ�

ÚäN

QYS6åæçè�,/0d

é]êëìí�¨îïðñÝòó

íïô]��òõ6ö÷'øab

c^�ù,ËúûÔjüoÔòý

þ6ÿ�S�_l��ëì6í

�¨îNpJ!!í�¨î6E¹

t":±E¹6#%$!,@º%

:±&'l(3,)@[6òõ*

+x,-.,/0Ýò612!ò

õ34ùg!5N

6�,k'7´ï89ï:;ï

��<,h'=�ï>�ï2?@ë

6h�ÊA,/06¨îýþ B

CDAEAN A!F7G,òõH

IJ;4?tDK6LMN JHQ

t'!567G ,[6ýþ9N

OPQ¼�R*S6ÒòN

/0TU!aÏVS×VW

6WXhYZ,![@E4!\]

^_\6ýþ`aN Pb!cdS

e�6©máf<âãtHAgS

6âã, TtHAhS6âã,@

HAiS6âãN j

!ak!aEFSl6mn

opq�,Ör3i^lsïtæ

^Ðu,�vS�Aw¥EÏxy

tÉ6SN z

朱 砂
{

%&'()*+

!"#$

一位先生携妻子去喝一个朋友的第

!

次结婚喜酒!送了几百元的礼金"在回

家的路上!妻子跟他嘟嚷#$你这都是些

啥朋友啊% 都结
!

次婚了!咱一次次地

喝他们的喜酒!这礼金不停地送!这样

下去!咱不吃大亏了% 不行!你也得学学

他们!再结它一次两次婚!把咱的这些

礼金赚回来&&'听到这里!先生愕然

地看着妻子! 然后慢慢地说#$要真那

样!赚回的钱不就没你的份了(

|

%&'

权)钱)酒)色聚在一起!说起排座次

之事* 权当仁不让地坐在头把交椅上!

口中念念有词#$说一不二我为先!发号

施令众人前!谁敢惹我脾气起!大难即

刻到眼前* '钱听罢把嘴一撇#$吹牛不

怕吹破皮!敢在此处称第一!见我从来

陪笑脸!叫你往东不往西* '

酒听后忙附和#$权兄之话确实大!

见着在下眼就花! 交易场上常败阵!任

我宰来任我杀* '色嫣然一笑#$钱酒二

兄话不错!权兄底细我晓得!石榴裙下

失魂魄!什么原则不原则* '

权此刻冷冷一笑 #$

!

位实在不知

趣!错把陪席当正席!有权尔等蜂拥至!

无权谁曾抬眼皮% '

与!人越文明#能吃的东西就

越少"说法的悖论是 %人越文明 #

能发明和制造的东西就越多$

地球上的物种在日渐减少#是

不争之事实#但人们吃的东西表象

上不见得在减少#鸡肉还是鸡肉#

鸡蛋还是鸡蛋# 牛奶也还是牛奶

((只是此鸡&此蛋与此牛奶已非

彼鸡&彼蛋和彼牛奶#安全好吃的

似乎越来越少$

城市里#不时会有这样那样的

饭局#可是#你参与这些饭局更像

是例行事务#吃的东西大同小异#

连服务员及其服务方式都类似#大

多不能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前#到澄迈桥头镇镇上一

家普通酒家吃饭#吃的全是野生的

家伙#所谓野生#无甚神秘#不过就

是自然生长而来#而非人工饲养$

野生的虾#个个有二两以上#海里

捕的)立鱼是炖出来的#原汁原味)

蟹#肥得很((凡入口中#香甜无

比$ 喝的海马酒#还喝得出海马的

腥味#肯定没被泡过#一下肚#全身

就有热感((朋友和我都很难忘

这顿饭#总有再去的念想$ 当地人

常吃野生自然的东西#可以想象他

们聪明能干且长寿的原因$

前一阵咱去过文昌的铺前镇#

当地人说铺前马鲛鱼卖到了五六

十元一斤#两斤以上的黄花鱼六七

百元一斤#可见捕鱼的艰难$ 捕鱼

艰难的直接原因是#人们捕鱼的手

段越来越先进!文明"#用炸药炸#

用电来电#用细网格的鱼网来抓捕

((再!年轻"幼小的鱼都难逃劫

难$ 人是聪明的#很快就想出弥补

!过错"的方法#常见的是用网将海

围起来 !养 "鱼 #甚至将海防林毁

掉#用海水池来养虾#给它们吃什

么它们就得吃什么((可用饲料

!养" 出来的东西怎能有野生的美

味*何况#有的鱼是!养"不了的#马

鲛鱼和黄花鱼就难于被箱养#抓到

的马鲛鱼和黄花鱼通常是!野鱼"#

所以卖得起好价钱$人群与鱼群相

反# 被圈养的人才金贵#!野人"通

常自生自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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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文字$ 人越文明% 能吃

的东西就越少&

()*+,-./012!34567"-89:;<=

12345

()+>?@ABCDE

FGHIJKL9MNO?PQRJKSTU0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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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WXYZ[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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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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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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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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天

湿 疣
连续用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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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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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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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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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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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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