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成家立业到工作职位 !甚

至国家球队的训练! 日本人都会

参考血型!让他们有最"合理#的

组合$ 日本人对血型决定性格似

乎到了迷信的程度$ 日本人根据

历史上各位首相任期的长短 !来

分析血型对他们的影响! 还得出

结论说%

!

型人执政时间最长!平

均为
"""

天 &

!#

型人平均是
$%%

天&

&

型人平均为
$'(

天!而
#

型

人在任时间最短!只有
$)*

天$

对于血型与性格的关系 !早

有书本研究$ 根据定义!

!

型血的

人通常是比较敏感的完美主义

者! 但有时却过于忧虑&

#

型血的

人要快乐一些! 但比较自私和自

我中心 &

&

型血的人则充满好奇

感!比较慷慨!但也很固执'倔强&

!#

型血的人有艺术气质!但比较

神秘'不可预测$ 有此一说%人的

血型是由血液内的蛋白质所决定

的!和人的性格没有什么关系!日

本信州大学心理系副教授菊地说

认为 % "血型理论只是伪科学而

已! 这种观念鼓励人们通过血型

来对别人进行判断! 而不是去将

他们当成社会的人来理解! 这有

点像种族主义$ (

我倒认为!血型既然是由血液

内蛋白质所决定!它就可能像基因

的结构一样!不同的基因结构导致

人们的千差万别!血型同样对人的

性情起作用$ 好在血型的类型不

多!有利于将不同特点的人扬长避

短!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检验!看

其)伪科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

若有科学价值!则应当将此科学发

扬光大!从而有利于各种人才的合

理运用$ 比如有此"定论(%

#

型血

的人在竞争领导职位的时处于劣

势! 因为日本血型手册中说!

#

型

血的人缺少外交手腕和领导能力!

而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超常的创造

力和敏锐的艺术嗅觉**

日本首相在血型论盛行前!事

实上是各种血型的人都当过首相$

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将血型论当作

金科玉律! 其后果也可怕!

#

型血

的人可能再无机会担任首相或其

他重要领导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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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日本人迷信血型决

定性格" 找工作相亲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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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司前"请从前往后读+++

老板%万分欢迎!没有你!我们的公

司肯定大不一样,

职员%如果工作太累!搞不好我会辞

职的$

老板%放心!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

生的,

职员%我双休日可以休息吗-

老板%当然了, 这是底线,

职员%平时会天天加班到凌晨吗-

老板%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职员%有餐费补贴吗-

老板%还用说吗!绝对比同行都高,

职员%有没有工作猝死的风险-

老板%不会,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职员%公司会定期组织旅游吗-

老板%这是我们的明文规定,

职员%那我需要准时上班吗-

老板%不!看情况吧$

职员%工资会准时发吗-

老板%一向如此,

职员%事情全是新员工做吗-

老板%怎么可能!你上头还有很多资

深同事,

职员%如果领导职位有空缺!我可以

参与竞争吗-

老板%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公司赖以

生存的机制,

职员%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进入公司后"请从后往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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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赵!"周末因家庭琐事老婆与我吵

了一架# 晚上我做的是老婆最爱吃的红

焖肉炖豆腐$可菜做好后任凭我怎么劝$

老婆就是不吃#因那天我值夜班$我就先

吃完$ 然后将菜放到微波炉里热了一下

给老婆端到桌子上劝她吃$ 可老婆还是

把脸一扭%%%不吃&饿死拉倒#第二天早

上我值班回来$ 见红焖肉炖豆腐还在桌

子上放着$ 我就责怪她这样会饿坏身子

的$可老婆还是那句话%%%饿死拉倒#想

到老婆喜欢喝豆浆$ 于是我去早市给她

买豆浆# 刚一出门$ 遇到了对门的王大

姐#王大姐责怪我!"浑小子&昨晚怎么犯

懒不做饭' (我说做了饭$可王大姐说!

"做了饭还打电话要外卖&昨晚七点多钟

给你家送外卖的走错门送我家来了

))(

$%&'

小王!"老婆跟我吵架后$穿上外衣

就出去了#一个小时后$老婆手拎一个包

从外边回来$ 包里装的是一件她已经有

了的新式羊绒衫*一条时尚新牛仔裤#将

羊绒衫和牛仔裤都穿在身上$ 老婆边照

镜子边撇着嘴一副得意样!+哼& 给谁省

钱哪& 谁穿谁得& 明天我还去买)),见

状我笑道!+买呗$反正咱家就那些钱$花

完拉倒)),第二天早上我俩和好后$老

婆又将羊绒衫和牛仔裤装进包装袋里要

出去$我问她干嘛去'她说把羊绒衫和牛

仔裤给倩送回去$ 原来这些衣服都是她

从卖服装的朋友倩那儿+借,来的$目的

是想+气气我,))(

()*+,-

小唐!"那次老婆跟我吵架后也出去

了#过了半小时$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

只见老妈两手叉腰站在门口$ 站在老妈

后面的老婆也是一副得意状# 见老妈来

了$我知道我该遭罪了$因为我知道老婆

跟老妈两人好得跟+姐俩,似的#+惠这孩

子多懂事$可你竟敢欺负她'看我怎么收

拾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妈冲进

卫生间$ 拿起地上的拖布就奔我来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老妈举起

拖布的一刹那$ 老婆抢先一步跑到我身

边护住了我$ 然后对老妈说!+别打我老

公)),见状老妈笑道!+那是我儿子$我

能真打吗)),(

!.)/0

小孟!"那次老婆与我吵架后$ 发誓

以后不跟我说话了#还别说$她真的说到

做到$一周过去了$无论我采取什么方法

逗她$她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无奈我天天

想着法子让她说话# 那天是我领工资的

日子$晚上下班我将工资交给老婆后$她

一声不吭地将工资拿走回到里屋$ 片刻

老婆又出来了$ 她瞪着眼睛问我!+你这

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
!""

元' ,我听后

没有回答$ 而是嬉笑着问老婆!+你不是

不跟我说话吗' ,(

123

小周!"那天老婆与我吵架后$ 不知

在哪儿翻出她在大学时追她的男同学给

她写的情书$然后声情并茂地读了起来#

实际上这情书老婆已经给我看过
#

遍

了$ 上面写的都是一些让人看了浑身起

鸡皮疙瘩的*酸掉牙的诗句#我知道老婆

这样做是在故意气我$ 于是我找出一张

钢琴曲的
$%

盘对老婆说!+来& 我给你

配音乐# ,老婆一听破涕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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