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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安娜苏的时候还是夏天!她陪着一个姐姐来见我"

在不知道她年龄的情况下!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大学生!皮肤
紧致光滑!连个毛孔都看不见" 以至于我许下个愿望!一定
要努力保养!争取以后皮肤像她一样好" 安娜苏是个毋庸置
疑的美女!走在哪里都有人给行注目礼那种!直发的时候清
纯可人!卷发的时候风情万种" 这样的女孩儿!就该是男人
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吧# 可能是因为太执著于追求理想中的
爱情!安娜苏一直在等待$$

安娜苏是郑州人!有自己的房子% 她喜欢自由自在&无
拘无束的生活" 她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给杂志写文章和画
漫画!有几本长篇小说正在写作&策划出版中" 安娜苏的棋
下得非常不错!她还爱好唱歌&跳舞和户外运动!用琴棋书
画样样精通来形容她一点儿也不过" 她性格活泼&开朗&乐
观!拥有很多好朋友"

她在
++

空间里写'(说不好是为什么!跟正常女孩子就
是不一样!特别喜欢温柔的男人% 女孩子们大多喜欢阳刚气
十足&有脾气&有个性的大男人!但是那种男人对我没有一
丁点吸引力% 男人的肌肉&男人的力量&男人的霸气&男人的
金钱!一点都不能让我心动% 这种男人最后都会成为我的哥
们儿!而不是恋人% 特别喜欢具有温柔气质的男人!就像)江
南*中的歌词'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真绝了!正是
我喜欢的!连生气都可以温柔地的生!那是何等的风情!何
等的销魂% 如果让我遇到这种男人!一定会爱死他了% 个性
的男人!只会激发我的个性!让我比他更凶悍% 而温柔的男
人!却是激发了我的温柔!让我比他更如水% ,

关于他!希望他和自己年龄相当!大专以上文化!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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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品位"懂欣赏"感情专一"善良# 有车有房有

稳定收入$

来自江南水乡的她! 给人的感觉
就如一株幽幽的绛珠草!娇小&柔和&

细腻&温婉%不知道是不是江南的女孩
都是这样仿佛带着朦胧的水气! 让人
感觉是那么的清新和怡然% 午后的阳
光轻轻柔柔地散落在她的肩膀! 听着
她缓缓的叙述! 犹如和一老友在悠然

地聊着如烟往事% 一直在外面求学的
她!今年刚就职于郑州某事业单位!虽
然远离家乡! 但是自小独立的她已经
适应了异乡的生活% 每天穿梭于繁忙
的闹市之中!工作上兢兢业业!不断得
到领导肯定!并且自信满满%身边的朋
友和同学一直笑称她是一个非常热爱
生活的人!从来未见过她恼怒和垂泪!

性格比较温和! 擅长在生活中发现乐
趣!每天的生活规律而健康%喜欢诵读
书籍来丰富内心丰富生活! 以至于室
友对她第

,

次朗诵(在苍茫的大海上,

而忍无可忍- 喜欢和女友一起探讨一
些关于如何过精致生活的心得体会!

她觉得生活需要耐心去品味才会其乐
无穷-喜欢为了健身而瞎鼓捣!她说自
己清清爽爽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追求美丽是拥有的最崇高的权利-她
希望生活得简单&快乐&有品位% 双鱼

座的她!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感性而善
良的人!孝顺父母!对待朋友真诚而热
情! 随和的性格使得她有着极好的人
缘%

身边的人都很纳闷! 为什么这么
多年了!还未尘埃落定% 她也很疑惑!

为什么月老忙来忙去没有好好替她把
把姻缘!对待感情她不是苛求!但是心
中自有一把无形的标尺在% 没有特别
的挑剔! 只是那个正当年纪正当时候
的人还没有遇见%从来是随缘的她!而
今亦不想让父母再操心% 她希望在这
里可以遇上她的有缘之人%

关于他' 希望他有着一颗包容而
上进的心! 能够包容晨曦偶尔的忧伤
和不坚定!希望他学历为本科以上!年
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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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间!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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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孝顺父母!无不良嗜好!性格阳光
开朗!心胸开阔%

爱情该如何选择# 根据调查分
析!综合古今中外成功案例!现提出
下面五个解决方案! 读者可以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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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确定自己属于以下这
一类型'美丽不可方物!冰雪聪明!

事业小成!却心志高傲!不肯下嫁!

年轻的时候狂蜂乱蝶! 不肯为一棵
树放弃整个森林!等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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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想
辜负了自己% 即便现在还是会觉得
恋爱是一种新鲜&刺激的生活!感官
上对爱情有完美的追求% 那么你的
选择应该是哲学家型的男人! 这类

男人通常喜欢艺术&哲学和心理学!

很敏感同时也很理想化% 通常很随
和! 倾向于对他们喜爱的人有很高
的期待% 当然! 本身也很具有吸引
力% 他们也认为(爱情是最完美的所
在'安静&平和与善良,% 一般这类人
以演艺圈的人比较多! 所以选择之
前要慎重%

忠告'恋爱是个新鲜&刺激的把
戏!既能稍稍洗涤风尘!净化心中的
俗气!使整个人轻松起来!也能从添
加的生活情趣中看到自己的备受重
视!让自己的灵魂飘飘然飞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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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长得让人感觉还有几
分姿色!说话声音不粗不大!皮肤还
有点滑!而且算得上白领精英!那么
恭喜你!你属于这一类型'经常工作
忙碌的你很缺乏安全感% 你的目标
是照顾者型男人! 这种男人具有强
烈的责任感! 相信生命应该适得其
所!很会照顾人%

忠告' 即使是普普通通的一段
恋情! 也需要经历磨炼才能抵达幸
福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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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体重超出标准体重
/!

公斤!如果你的第二性征明显!那
么欢迎你加入这个阵营% 你要常穿
浪莎丝袜&婷美内衣% 而且你的事业
并没有像前两个那么突出% 你的目
标是公务员型男人! 这种男人以戴
高度近视眼镜为主要特征! 他们由
于工作环境原因! 接触女性机会甚

少! 如果有女人投怀送抱定会方寸
大乱% 这时!千万不要手软!要主动
出击!争取生米煮成熟饭%

忠告'一个女人!如果在事业上
不可能有什么突破! 那么她最大的
幸福!就是选择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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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体弱多病&父母早丧!

读过白朗宁夫人的诗&李清照的词!

那么你属于这个类型% 虽说不是美
丽不可方物!却很有内在美% 基本是
在一些有名的杂志当个编辑什么
的% 你的目标是作者型男人!这种男
人很有文学素养& 写点文章拿点稿
费!多数工作于事业单位% 会被几乎
同样的气质美女所吸引! 是很好的
聆听者而且非常具有同情心! 但是
有些时候极端固执%

忠告'今时今日!人们已不再可
能相信这世界上会有只谈情爱!不
计利害的男女关系%

!

如果你确定自己不属于上述
四个类型! 那么不用怀疑你属于这
个类型% 可能你既没有林黛玉的气
质!也没有薛宝钗的端庄% 但是自己
的工作收入也算得擦小资女人的
边% 你的目标是所有类型的男人!不
分高矮胖瘦&有钱没钱&结婚还是没
结婚% 与人接触!你要尽量表现出自
己的勇敢和自信%

忠告' 世界上没有嫁不出去的
姑娘!只要你肯(饥不择食,并降低
自己的要求%

遇上有缘之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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