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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到停不下來
日媒教妳初次約會聊天小技巧
婚戀心理：
永遠別妄想男人會做 7 件事
導語： 讓男人主動示愛
也可以，可是有一些事情他們
是絕對不會做的，特別是以下
的 7 件事，千萬別指望他會做
。一起來看看。

1、別指望男人會縱容你的
生活陋習
大部分女生都很在意個人
衛生，特別是在床上運動進行
時，可是凡事都有極個別的現
象，有這麼一些女人就不太注
意自己的個人衛生，也會有很
多生活陋習。
戀愛初期，男人女人都容
忍對方的陋習，他可以默默幫
你收拾房間，或許可以幫你洗
臭襪子，但是，一旦他知道自
己的女友地位不可動搖，那麼
，他就會想方設法來限制和改
造你，這是所有男人的通病，
男人雖然大大咧咧，但是卻不
願意跟有生活陋習的女人過一
輩子，特別是在床上的時候，
看到邋遢的你，什麼興致 都
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2、別指望男人會默認你幽
會舊情人
女人本來就多情，特別是
遇上舊情人的時候大多都會自
作多情，以為跟自己有過一段
感情男人的內心世界總會保存
一份情感，自以為愛過她的男
人會仍然愛著她。這不是男人
的通病，而是男女的通病。
不管是被甩還是甩人，戀
人分手後多半還是願意與前男
友前女友保持聯絡。但是男人
內心的情感是極其自私的，他
可以允許自己私會舊情人，卻
無法容忍你去幽會前男友。

3、別指望男人會永遠相信

你的鬼話
戀愛或者婚姻中我們都會
有一些善意的謊言，雖然謊言
是善意的，卻畢竟依然是謊言
，千萬別指望男人會永遠相信
你的鬼話。
有戀愛經驗的女人都知道
，雖然男人不能不騙但也絕對
不是那麼好欺騙的。雖然男人
也喜歡聽甜言蜜語，可並不是
男人不知道你甜言蜜語的欺騙
性，只是他不想揭穿你，誰叫
他那麼的愛你呢？

4、別指望男人會在床上主
動向你示愛
大部分女人認為，男人在
床上再能幹也沒有用，因為絕
大多數女人在上床之前都需要
男人告訴她，是不是願意為她
做任何犧牲？假如只是玩玩，
很多女人會離你而去，除非是
有交易。
可事實是，沒幾個男人會
在床上主動向你示愛。不是男
人不願意，而是當男人的欲望
來襲的時候，他已經按捺不住
，更別說跟你甜言蜜語主動示
愛了。

5、別指望男人會永遠像戀
愛般愛你
女人比男人更加現實，她
們在談戀愛的時候就會考慮到
結婚以後的柴米油鹽，不會像
男人那樣只想花前月下。因此
，女人的戀愛是有時候段的，
結婚後的女人想到更多的是柴
米油鹽，任何指望著老婆仍然
可以像戀愛時的甜蜜都是幼稚
的，美滿婚姻的功效只有一個
，那就是可以將愛情催化成親
情。

6、別指望男人會放過一個
變心女人
女人知道如何收拾出軌或
劈腿的男人，因此，當男人用
強硬態度來對待女人的時候，
通常都會陷入女人的報復陷阱
，智商低的女人會大吵大鬧，
智商高一些的女人則會分居但
是永不離婚，等把小三也拖成
了黃臉婆，男人的興趣自然也
就沒了，然後，這樣的花心男
人就只有等著被女人修理了。
同理，男人也不會放過一個變
心的女人的。

7、別指望男人會把未來定
義成即將
女性朋友在戀愛的時候很
喜歡問男人未來幾年的計畫，
希望聽到男人的宏圖大略，讓
自己的未來更有保障，更加有
信心。可是，千萬要記住，別
指望男人會把未來定義成即將
。
一般來說，男人對於未來
的定義是不超過一年時間，在
戀情方面有什麼未來的規劃也
只是指年內需要做的事情，而
女人則不同，女人指的未來可
以是 50 年甚至是一輩子，當
男人愛上女人可能想到的只是
短暫的親熱，而女人則會幻想
從戀愛到結婚到生子，然後，
兩個人一起攜手到白髮蒼蒼。
男女有別，女人千萬別把
自己的想法強加在男人身上，
更不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因
為男人的思維跟女性的思維有
著太大的出入。如果你愛他，
就不要勉強他做一些不喜歡的
事情，讓他在床上主動示愛，
千萬別指望了！

美女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吧，
在與男生初次約會時，說的每句
話都好像在試探彼此的距離一樣
……小編以為除了千錘百煉後的
人氣女以外，大家應該經歷過也
不知道該怎麼辦吧。
但是其實在你苦苦摸索該說
什麼好的時候，你們兩個就已經
沒有以後啦!在這裡，為了幫助大
家擺脫困擾，小編參考了以前
『Menjoy!』雜誌內容，給大家介
紹一下“在初次約會時拉近彼此
距離的聊天小技巧”。

1：聊聊彼此的學生時代
不要意外，這個話題其實最
能拉近兩個人的距離啦。因為大
部分的人都有過學生時代，在瞭
解對方的同時，也可以體會到共
同感“啊，我們也是這樣!”“我

一、目光的注視
相對于女人上到公司八卦下到淘寶潮流的豐富話題
，男人在兩性相處中更多負責聆聽和注視對方的角色。
注意看他專注認真的眼神了嗎？那是他將注意力全部放
在你身上的表示，意味著這個時刻你對他而言很重要，
足以超過手機裡的好玩 APP。

二、反其道而行，也對他若即若離
使用這一招試探男人的女人很多，因為最容易想得
到。然而有的效果顯著，有的效果不明顯，有的沒有效
果。對於你來說，其實正在使用這一招，或許你自己還
不太發覺而已。但是你十分發覺的是，他仍然讓你無法
知道他對你有沒有意思。也就是說沒有效果。其中，還
存在一種可能，那就是因為你和他都對雙方若即若離，
從而弄得撲朔迷離。或許你很困惑之時，他也很困惑。

三、記得你愛吃的口味
如果一個男人在很多時候顯得大大咧咧粗心大意，
卻能記住你最愛吃和不愛吃的食物，那麼證明你在他心
目中具有很高地位。男人的無所謂總是體現在無關緊要
的事情上，一旦他能把重點放在你的喜愛細節上，恭喜
你，你已經佔據他的心。

四、照顧自己

2：聊聊美食吧
這個話題是絕對不能少的喲
。特別是當男生來主導兩個人的
約會時，可以借由這個話題瞭解
女生的偏好。
在女生的角度上，如果想要
幫助男生瞭解自己的話，聊這個
話題一定沒錯。

3：聊天時不要轉移話題也不
要追問
下面是最後一個技巧了。舉
個例子來說，當你覺得對方說的
話很無聊時，你一定會這樣說
“比起那個我覺得呢……”“這
樣說來的話……”打斷對方試圖

轉移話題對吧。
但是，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在男生看來就已經影響到接下來
的約會了此外，如果你在他說完
以後接著追問“然後呢”的話，
男生會覺得你在強迫他進行對話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看著他，
點點頭並保持沉默。怎麼樣？初
次約會時會感到緊張的各位美女
，一定要參考這些聊天小技巧，
讓他的心迫不及待的走向你吧!

直覺不可靠？

外媒揭秘須遵循直覺行事的 10 種場景
人們往往認為直覺不太可靠
，然而有些時刻人們卻不能不相
信直覺。時尚雜誌《COSMOPOLITAN》盤點了 10 種場景，在這些
場景中，人們最好遵循直覺行事
。

1.你對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下車感到害怕
在出現這種感覺時，最好等
公車開到更遠的月臺再下車，而
不是深夜獨自身處在某個讓人感
到害怕的地方。當你獨自留在這
個令人恐懼的地方時，你會後悔
沒有等幾分鐘，在下個月臺下車
。

2.你跟一個男人相處時感
到毫無緣由的不適
即使他沒有跟你說“嗨，我
包裡有一把刀，而且我是一名精
神病患者”，你卻依然有種不好
的感覺時，這通常不是個好現象
。你應該對他說你累了，然後回
家。最好不要等到自己的懷疑被
證實時，才採取上面的舉措。

3.你感覺自己忘記帶鑰匙
立刻翻找自己的包，來確定
自己是否帶鑰匙。請一定要這麼
做，因為請鎖匠也不便宜。

一個漫長的擁抱
如何判斷男人沈默背後的情話
女人感性，男人同樣感性。男人對女人的愛在於默
默的付出，關心與愛護。女性朋友要多多的關注你就會
感覺到自己是有多麼的幸福。下面小編就為你講講如何
快速的判斷男人的情話。

們學校也有這條規定，好巧呢”
。而且，在心理學中，向對方介
紹自己的過去可以起到拉近距離
的效果。

女人天生有照顧別人的本能，男人天生有不願給別
人添麻煩的本能。如果你的他不願向你伸手求助而喜歡
獨立解決問題，不要認為他很冷淡或對你不在意，因為
一方面他喜歡享受解決問題的過程，一方面是不願叨擾
到你，他認為把自己照顧的井井有條而無需讓你費心就
是最好的禮物。

五、充分展現女人溫柔天性，對他好一
點，再好一點
聽起來貌似扭捏做作。其實不然。換個角度說，你
要用切實的行動，對他能多好就多好。看看他有什麼反
應。或者說，看看他能不能受得了你對他的好。如果他
受得了，那就說明他對你有意思。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他受不了，那就說明他對你沒意思。你的問題也解
決了。

六、幫你解決問題
雖然一些小事對男人來說是舉手之勞，解決問題也
並不意味著他對你有意思或愛得多深，但當他認為自己
應該義不容辭的幫你解決一些嚴重問題，並對牽扯到自
己利益的部分毫不在意，比起“我愛你”來說，顯然這
種行為更能表達愛之深切。

七、一個漫長的擁抱
一個漫長的擁抱、一個甜蜜的吻，是世界上最浪漫
的情話。多動聽的情話都比不上這兩個動作濃情蜜意，
有了它們，語言都是多餘的。用無聲的方式愛你，也許
他們更擅長這個。

4.你思忖是否應該使用避
孕套
答案很簡單，在這種時刻，
你的直覺總是對的。有遠見永遠
沒有壞處。

5.你不確定自己是否想買
這件衣服
當你購物時，必須要虔誠地
遵循一項準則：如果你試了一件
衣服後，第一反應是“哇”，那
麼就買下這件衣服。否則，就不
要購買。如果違背了上述信條，
那麼你就會擁有一件昂貴的晚禮
服，然而它卻一直被壓在箱底。

直就像在做夢，那麼你很有可能
就在做夢。如果有人給你提供一
份年薪百萬，每天只需要工作 3
小時的工作，而這家公司卻連辦
公室都沒有，那麼就不要考慮這
份工作。

8.你感覺身體條件不再允
許聚會
你真的很想去今天晚上的酒
吧聚會，但是感覺身體支撐不住
，那就不要去。否則，第二天清
晨你會發現自己在超市的停車場
裡奄奄一息，所以最好還是留在
家裡吃些健康的食物。

6.你感覺這個人並不適合

9.你感覺忘記給某件電器
斷電或忘記熄滅蠟燭

你的另一半溫柔體貼，但你
卻感覺他並不適合自己。那麼，
就沒有必要因為提出分手而感到
內疚。這種關係必然會到達一個
臨界點，那時你們會無緣由地爭
吵，因為你並不像你希望的那麼
愛他。所以，請跳過這個階段吧
，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檢查電器是否已切斷電源只
需要兩秒鐘，這可以使你避免一
年都為找一間新的公寓而忙碌。

你

7.你感覺別人提供的工作
崗位並不明晰
如果你感覺這份工作好得簡

10.你想分手，但他送給
你一件禮物
就因為他給你買了你每月都
要去一次的百貨商店裡你最喜歡
的餅乾，你就要放棄分手麼？你
真的想下個月還絕望地等著他的
短信，僅僅因為他偶爾給你買餅
乾麼？當然不。

女人最想要的
安全感到底是什麼？
大約有很多男人結婚後都有同一種感受，
將女友變成老婆的過程，其實就是以婚姻的形
式塑造一座牢房，將自己終生困在裡面，並且
還找了個專門的人看管，不管天崩地裂都不能
逃跑。這個人，就是你口口聲聲心愛的老婆。

後他對你說：別工作了吧，我養得起你。

於是，女人滿心歡喜的辭掉工作，為他懷
孕生子，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婦。十個家庭主婦
中，有九個是過得不幸福的。一旦你選擇成為
家庭主婦，你就會發現丈夫像把流沙，怎麼抓
婚姻，是以愛的名義摧毀女人青春和美麗的利 都抓不住。
器。
家庭主婦是一門複雜的專職工作，你的老
婚姻，是女人以怨的名義蛻變成女強人的 闆就是你的老公。
催化劑。
當他工作下班回到家，看到家裡的冷鍋冷
女人結婚後的世界會一點一點變小，變得 灶，沒好氣的責備你為什麼還沒有煮飯。
只能容忍老公和孩子，相夫教子成了女人最大
當他口渴時發現沒有開水時，他會喝令你
的事業。
馬上燒水，並且抱怨你一天到晚在家，怎麼連
大多女人有了孩子後，整天圍著孩子轉， 壺水都沒燒。
瑣碎的事情早已讓她心力憔悴。你問她為什麼
當他沐浴時你總是要先為他找好衣服，然
不打扮自己，她百分百回答：我哪有那個時間 後還得一次次催著他去洗澡。
來管自己啊？我還哪裡有那個精力來愛自己？
當你買菜時，你想的是他最愛吃的是什麼
女人為了愛孩子，往往會選擇犧牲自己。 菜，可是他很有可能會抱怨你廚藝不佳，菜根
可是，這樣的女人，越愛越沒有安全感！為什 本不合他口味……
麼呢？
你委屈，於是你和他吵架，你覺得他不夠
自從婚姻裡多了一個孩子，夫妻之間的 愛你。可是男人說：我下班按時回家，工資全
感情矛盾就會逐漸增多。
部上繳，你還要我怎樣？
女人愛得太細膩，她希望在寶寶哭的時候
男人啊，如果你真的愛一個女人，不要讓
，男人能主動哄一哄孩子。她希望男人下班後 她成為家庭主婦，讓她永遠有自己的事業和圈
，能準時回家，能為了她拒絕狐朋狗友的應酬 子。
，一切以家庭為主。她希望男人少摸兩圈麻將
全職女人的安全感，就是男人對她的認可
，多陪陪她，替她分擔分擔家務……
和理解，少一點抱怨多一點讚美。
寶媽時期女人的安全感，就是希望這個男
女人是一種為愛而生的動物，男人唯有寵
人在她需要的時候，他能陪伴在自己的身邊。
愛到底，給她一點任性的自由，給她一點獨裁
女人也有情感蘇醒的時候，蘇醒的女人會 的權利，給她一點驕傲的資本。她才會有被寵
突然蛻變得像只蝴蝶一樣美麗。
、被愛著的感覺。
女人感情蘇醒時，大約是在懷孕期找男人
或許有人說，都老夫老妻了，還這麼肉麻
伸手要錢過日子時；在照顧孩子周歲以前沒辦 幹什麼？
法花自己的錢打扮自己投資自己時……
不負責任的男人才會希望婚姻歸於平靜，
從懷孕到生孩子再到帶孩子的這兩年時間 享受幸福與甜蜜的男人才會渴望女人每天愛他
裡，女人會懷疑老公出軌，會嫌棄自己穿得土 溫柔如水。
，會與社會脫節。為了家庭，女人覺得犧牲了
婚姻是一所學校。好男人塑造善解人意的
太多，回報卻太少。於是，她開始想要努力工
女人，無能的男人塑造怨氣十足的女人。同樣
作，來創造不一樣的自己。
，好女人塑造出事業成功並且顧家的男人，笨
一般突然蛻變的女人，都是在婚姻裡受過 女人才會塑造出無能甚至啃妻啃老的男人。
傷的女人。
愛是相互的，說到安全感，女人想要的安
事業型女人的安全感，其實就是收入可觀 全感，同樣也是男人所想要的。
，此時的她們會覺得，錢也許比男人更可靠。
如果你愛一個人，那就先讓自己變得足夠
肯定會有很多男士會回應，我也很愛她啊 優秀，吸引他來愛你。
？我是個可靠的男人，是她想要的東西太多了
向男人抱怨他不夠愛你，向他索要愛，不
……
如靠吸引，靠自己的魅力。唯有魅力，才能長
噓，不要解釋，婚姻裡的人，就像兩隻擁 久吸引一個男人對你賞心悅目。
抱在一起的刺蝟，愛得越深，受的傷就會越深
夫妻之間最好的愛，就是彼此相愛，但還
。
可以成為自己，任何時候都可以只做自己。
有一種浪漫叫男人無法無天的寵你，結婚
成為自己，才是一個女人最可靠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