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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最喜欢向别人显摆的则是!她嫁
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 她老公对她很
好! 她老公给她买了很多珠宝房车首饰!

甚至炫耀她的孩子!多漂亮!多可爱!多聪
明!多懂事!多优异" 总之!男人炫耀的是
属于他自身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作为一
个男人立足的根本!也是他和其他男人的
区别所在"

女人炫耀的往往是别人给予的!比如
男人和孩子!这说明女人缺乏如男人一样
的严格的独立性#也体现了女人比男人伟
大的地方$$$她太容易满足了!她可以将
男人和孩子的成就完全当做自己的了!哪
怕她自己无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只要她
的男人和孩子出人头地!只要她的男人和
孩子光荣!她也就感到光荣了%

男人的炫耀大都比较低调! 而且!越
是高端的男人!炫耀的方式越隐蔽" 正如
有个冷笑话说的!有钱人说!家里太冷了!

烧点钱来取暖吧"

女人稀缺什么&在乎什么!便喜欢炫耀
什么" 比如!她老公买了别墅!她的房子有
多大!一定要把别墅的位置和房子的面积
说出来" 以婚礼为例!刘嘉玲的世纪婚礼!

炫的是创意! 婚礼地神秘而富浪漫气息!

这是别人很少想到的" 而!"克拉的卡地亚
婚戒!炫的是梁朝伟对她的死心塌地" 最
显摆的还是大#!从恋爱曝光那一刻开始!

就没消停过" 虽然她的婚礼创意不多!但
最起码去的人多!这么奢侈的婚礼还不怎
么花钱!不经意间又将地位和人脉显摆了
一番"

如果说男人的炫耀是因为自卑!是为
了证明自己!那女人的炫耀则是因为缺乏
安全感!为了要向世人证明'我很快乐!我
很幸福!我很好(!告诉世人)你看!我都拥
有这么多了!我还能不快乐吗* 不过!想用
这些显摆的东西来填补匮乏的安全感!有
时候也是白费心机% +

!"#

,

红尘物语

&'

!$

!"#$

(

%

)

!&

* +,- ./

'

012 3/

'

4)5

!"#!$%

杂谈随感

!$%&年'美国出现第一家()冰激凌店%发展
至今'最具噱头的产品是号称'倒杯不洒(的'暴
风雪(% 在全球任何一家分店'店员将这个产品
送到你手上之前'都会将它整个翻转过来% 也许
世界上几百种冰激凌都可以做到倒杯不洒'却
没有第二家有胆量这样做给你看% 这个以胆量
赢得市场的冰激凌巨头'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
解读为胆商%

胆商 *()+ 当然不是指你敢不敢夜闯坟
地'而是讲人际交往或职业发展中的胆识& 胆
略与行动力%

说明()的重要性'其实不需要采访比尔-盖
茨或奥菲丽娜的大学同学' 只需要采访一下我
们身边的路人甲%

话说路人甲的同窗路人乙如今成了某猎头
公司,-.% 记者前去采访'问路人甲'作为同窗'

你能不能谈谈对路人乙的印象%

'当时'我们都觉得她有点像傻大姐% 上课
抢着发言'抛的都是烂砖'还跑到校长办公室提
议全民灭鼠' 开展上交一只老鼠尾巴换一只卤
鸡蛋活动% 最离谱的事发生在毕业前'有个单位
来系里招聘'她没有被推荐'自己跑去酒店打听
招聘人员的住处'晚上十点多钟'冲到人家住的
宾馆毛遂自荐'居然被录用..(

显然'路人甲不是在抹黑路人乙% 就像许多
人看到身边熟悉的人一夜暴富' 都会很不解地
感叹/'没看出有啥超人能力' 可那么困难的事
儿'居然被他做成了% (

当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智商超过!0&

的人'终其一生'从事的最伟大职业不过是躲在
网络后面拍板砖时''情商(出现了1当人们不明
白为什么那么多左右逢源的社交高手' 终其一

生只能做总经理秘书时''胆商(出现了%

如今'智商&情商&胆商被成功学专家并称
为成功三要素'对于中国人来说'胆商往往是最
薄弱的环节%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谦虚低调'要
靠谱'绝不能天马行空%走出校门才发现'等终于
壮大胆子决定去做一件事时' 要么自己已经老
了'要么就是别人已捷足先登%

'他说的那些'我其实都在心里想过一百遍
了'有什么了不起2(当同事甲被老板夸上天时'

同事乙丙丁皆这样想% 可是'就同事甲敢于第一
个站出来做事%

如果你认为情商& 智商都不算太差'却总
是差了一点运气'其实那一点运气'就是一点胆
量而已%

得失心太重'好面子'输不起'越是聪明的人
胆子越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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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 我周围的所有姑娘都宣称自己
爱大叔! 宣布自己年内一定要成功推倒重吨位
大叔%

这些姑娘兴高采烈! 摩拳擦掌寻找可以蹂
躏的大叔! 在我看来不免突兀% 在我生活的年
代! 如果我宣布自己只爱老男人! 听者就会一
脸尴尬! 像是我用自己的心理疾病侵犯了他!

还会不知所措地安慰说) '童年不愉快的事情
要尽量解脱! 不要留下后遗症%(

现在! 退隐情场很多年的大叔忽然闪亮返
场! 莫名其妙地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随便一个
窝囊的背影! 任何一丝猥琐的诡笑! 都能赢得
小姑娘们一阵傻笑连连! 一顿母爱大发% 我不
禁要替无数适龄闲置少年! 跪地摊手仰天长啸
一声$$$'这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要爱大叔* 因为大叔靠得住%

据我推算! 爱大叔的热潮大概出现于经济
危机前后! 人心最深层次的恐惧被集体激发!

已经为迎接末日做好准备% 年轻人没见过什么
世面! 总猜测自己身处从未有过的惊险时世!

简直没有什么是靠得住的% /泰坦尼克号0 下
映不过十来年! 现在看起来却已经是楔形文字

时代的传说! 美少年沉船后浸在冰水里被冻死
不再激动人心% 反而是大叔! 乍一看平凡中见
猥琐! 谨小中显狡诈! 细一看胸有成竹! 深不
可测! 一看就有本事弄到世界末日最后一艘诺
亚方舟的船票$$$赶紧扑倒一个大叔这才是正
经事%

为什么要爱大叔* 因为爱大叔成本低%

我见过的许多女孩! 都是身经百战! 从小
学开始就忙着应付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攻势%

这样叱咤风云的女生! 在被禁忌的年代里! 感
情已经暗地里摧枯拉朽了很多遭% 上了大学!

恋爱被允许排入课程表了! 她们反而用完了感
觉! 耗尽了力气! 人生忽然调到上世纪 3&年代
电视剧 /渴望0 的频道! 历经沧桑又诚恳地说)

'太累了! 还不如早日定下来%(

其实不是累! 而是手中拿来恋爱的筹码用
光了% 那些心跳脸红! 羞涩忐忑! /诗经0 里
写的看到青青的衣领就不能自已$$$这些爱情
的筹码! 已经在早年漫不经心地千金散尽了%

那么! 就爱大叔吧! 爱大叔的成本低%

首先是经济成本很低% 大叔不用逢年过节
绞尽脑汁! 做预算详细到小数点后四位# 大叔

不靠谈恋爱快速致富! 只贪恋明亮的目光崇拜
地看着自己! 因此也乐得带姑娘去昂贵场所%

大叔和萝莉都在不同领域建立起人性的尊严与
虚荣%

另外! 爱大叔的情感成本也很低% 对大叔!

不用嘘寒问暖! 不用耐心指导! 不用怄气到内
伤! 更不背负着改造对方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
使命% 大叔已经修成正果! 修炼指南是李敖的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
深! 我的爱情浅(% 所以爱大叔很轻松%

最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谁都没见过大叔%

大叔对我们来说! 是美剧中胡子拉碴的豪斯医
生! 是 /456 78 960 里的人肉测谎仪! 是 /神探
伽利略0 里的福山雅治% 大叔是英明神武的银
幕形象! 大叔是老了的小生! 岁月没让他们沾
染一点点市侩俗气! 给他们增加的只是风情万
种的眼角笑纹% 然而在现实中! 除了摊煎饼卖
光! 我们没真正接触过大叔! 因此可以捧着脸
说要扑倒大叔% 而如果上天听到我们的许愿!

派来一个大叔反扑倒! 我估计我们这些 '大叔
控( 们尖叫着跑得比谁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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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世界

三年前的深秋!他因犯罪!进了监狱%天气一
天天冷!他在牢里对情人还一往情深!盼望她能
送棉衣给他%一天!执勤的工作人员说!有人来看
他了% 他一惊喜!以为是情人终于来了% 一见面!

来看他的却是妻%

妻一手拎着方便面和水果!一手拎着毛衣和
棉袄! 还给他送来:&&元生活费% 妻叫他好好服
刑!说他出来后还会有路走的%妻泪汪汪地走了%

临走前还懊悔地说!没有照顾好他!没有好好开
导他% 其实!是他自己的罪过% 妻走出了他的视
线!却没有走出他的心田% 以后每一次来看他的

都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让他总也看不顺眼的妻%

他在监狱里! 妻子每月都按时送给他:&&元
生活费% 出狱后他才知道!妻原来的单位亏损破
产了%妻给他的钱!是靠在饭店打工挣来的!妻每
月只有;&&元%妻与孩子的生活日用&看病及孩子
学费!每月仅用%&&元% 他自责!是他让他们娘儿
俩受罪了%

去年夏天!妻冒着酷暑去看他% 他见到她的
脸色很不好!人瘦了许多!像是生病了!显得很苍
老% 他像个孩子似的突然嚎啕大哭% 他盼望早日
回去!想象着牵着妻的手!一同重新往前走的情

景%

去年秋天!他如期出狱%回家的第二天晚上!

妻对他说)'你可想明白了!如果你心里爱的不是
我!你完全可以去爱别的女人!我们可以离婚%爱
是不能勉强的% (他不解地问妻) '坐大牢时!你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妻说)'这是我做妻子的责
任% 你出事了!别人可以离开你!而我不能% 我再
离开你!就真毁了你% (

望着妻子!他哑口无言!一把将妻拥在怀里!

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地顺着两颊流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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