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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见他的哥们儿

好男生一定都有一帮好哥们儿的! 古语

说得好" 观其友知其人! 看看他的死党们怎

么对待女生! 如果他们一个个都是彬彬君

子" 那么他也不会错的! 意气相投方成朋友

嘛! 但是如果他们全是些个逢场作戏的高

手" 你可就要对他提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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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是否有敏感的一面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比如" 他输了场

球赛 $" 听听他对你诉苦的话%&&&&比如 '

(这事儿真让我)*+ 这时候最能看出他对

你的信任程度, 他无论高兴还是难过都会把

他的感受对你一展无遗" 而不是对你有所遮

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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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调查他的 #情史$

如果你曾听说过他是个花心或是个感情

骗子的传闻" 那可要小心了- 他和他的前女

友们的风流韵事也许会让他听起来很酷" 但

如果他对她们真的是那样差劲儿的话" 你别

指望他会为你而改变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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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他的 #听力$

试试在他面前提一件你现在最感兴趣的

事情 .比如 " 你要参加一次 (超级模仿

秀+$" 看看这能否在你们之间激起那种你

一言我一语的热聊 , 即便他和你的某些兴

趣爱好会有出入 " 但如果他真的喜欢你的

话" 他总会想方设法地去听你对你感兴趣

事情的看法" 并还会对此提出一些他的看

法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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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是否 #能帮人处且帮人$

他是否会在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情

况下把自己的东西借给他的朋友/ 比如" 他

的哥们儿要和
!"

约会, 他来向他借车, 他

能否借车呢/ 这些方面最能反映出他是否具

有 (利他+ 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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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他的耐心

当他在等待时" .比方说' 等人开车来

接他或是在
#$%&'()*+

排队买饮料等等 $ 他

能表现得很耐心和安静吗 / 如是 " 那他可

是个好男生, 如果他此时烦躁不安还发脾

气" 那他可是有些差劲儿 - 为什么他的耐

心会是个重要的测试公式呢 / 你只要仔细

想想就明白了 ' 如果你们约会中他向你提

出 (那种+ 要求 " 而你却不想过早进入这

一步, 那么" 他若是个耐心并懂得去耐心

的人" 他就会尊重你的意见 , 否则 " 你可

就该有苦头吃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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