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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也爱甜言蜜语
最具杀伤力的 6句隐形情话
喜欢听他说缠绵情话？但是，
你有
没有想过他也需要听你说甜言蜜语？
男人也是听觉动物，有一些话，
一定要
说给他听。那么恋爱中的女人到底说
什么会让男友更开心呢？教你六句隐
形情话，让他心花怒放。
一!你怎么什么都懂"#话外音$你
真聪明!能干%你竟然什么都会&

不管有没有真材实料，男人或多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呢，
可是往往这样

地认为，好听讨喜的话就等于夸女人

谈。其实，偶尔的肉麻也许会有幸换

若现的性暗示，总会令他们不自觉地

的废话会成为男人的兴奋剂！此类赞美
是一种动力和承认，
没有男人不喜欢。

漂亮、身材好，殊不知拍马屁也有被
马踢死的时候，她们要的绝不是敷衍
的笑过就算的搪塞，有些甜言是可以

来女人的会心一笑，但能让她泪盈于
睫心尖发酸的却是那些并不花哨、坚
定中带着承诺感的句子。很多女人承

心猿意马。

很简单，但效果非同一般。让女
人脸红心跳的指数绝不会输给直白

回味的，并且体现出的真诚度比“你
对我很重要，没有你我会死掉”、
“因

认，手机里收到男友或老公这样的情
话，她们会舍不得删掉。

幽默，是聚焦女人缘的一大法宝，
有幽默感的男人在女人圈里总是很吃

矫情的“我爱你”，既不显得刻意做
作，又有一种轻柔漫入人心的力量。
男人并不喜欢常把“爱”挂在嘴边，但

为你，才知道世界那么美好”这类词
不达意、内容空虚的抽象句不知高出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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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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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你这人真 逗 #话 外 音 $你 真
幽默&

挑一样吧，总有一样值得夸。男

香，很多男人在为自己没有幽默感而
苦恼，也有很多苦练幽默感却迟迟不
得其门而入的男人，总用不好笑的笑

男人总是误以为越肉麻的话女

人对外貌的在意绝不亚于女人，有的
放矢的称赞换来的也许是他故作深

话，不合时宜的调侃惹来冷场。
要他不是一个话痨或者哗众取宠

相当省事，就算一个短信或一个电话
里只有这两三字，女人的眼神也会瞬

人越喜欢，于是手机里储备了一大堆
不着边的风花雪月句，也许他们看不

沉的暗爽，也许是孩子气的调皮回
应。男人对女人缠绵的“爱你想你”总

的小丑，赞他有幽默感，绝对比夸他长
得帅、大方慷慨来得有分量。男人在被

间柔软。

到女人收到这些短信时猛翻的白眼，
才会长此以往地拿肉麻当有趣，并且
升级为男人圈里互相传授的经验之

是嗤之以鼻不太珍惜，但是对直接给
他打的分却鼓掌欢迎照单全收，尤其
是此类蜜语里潜藏着的那一点若隐

夸幽默有趣之后，都会想方设法地保
住名号，你就等着看他怎么变着花样
逗你乐吧。

或少都具备点骑士精神，喜欢在女人
面前出其不意地一展“绝学”，女人们

这样纯朴简洁又能让女人柔情泛滥
的词他们不会拒绝，并且，这个词也

也都巴不得家里的男人既是电脑专
家，又是水电工，兼跨电器维修，而此
时在她们眼里忙得满身臭汗的男人，
也有着别样的性感魅力。
其实，很多赞美的话都是废话，
谁

三!和你在一起'真有意思

有时，神经大条的男人们会傻傻

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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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件事让你自然散发女性魅力
谈恋爱没话说怎么办 教你怎么度过尴尬期
有人说女人味是天生的，
而且女人
味的散发是有固定方式的。这可不一

相连。
因为爱好一件事物，能够刺激功
效迟钝的大脑边缘。

样才能使荷尔蒙分泌不出现“问题”
。

定，
要知道，女人味可以通过生活方式
养成。那么，
女人味究竟怎么培养呢？

让自己学会感动

闻什么味道好呢?
一般来说，只要
你不反感的味道都行。特别是西芹和

就可以将它分享给男 /女友。 这
样的话其实就不需要用很长的时
间 去 和 男 /女 友 保 持 一 个 沟 通 ，
TA也 会 有 种 长 期 和 你 保 持 联 系
的错觉，因为你生活中有趣的事
情 TA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哦。
学会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对方

恋爱中的人总会问一个问题：
你喜欢我的什么?这说明恋人是需

女人味是指女人所独有的魅力
和吸引力，是女人温柔、优雅、善良、
智慧、独立的魅力体现。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感受，或者说不同的理解。一
个男人眼里的女人味，在另一个男人
眼里，未必是女人味。而女人们说一
个女人有女人味，往往很难得到男人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恋爱小
说，或爱情剧什么的，让眼泪哗哗流
出，
会有很好的效果。另外还要保持适
度的运动以及保证身体营养的均衡，
不要总是想着节食减肥。
保持正常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女性的

不断刺激自己的嗅觉

茴香的精油，能辅助身体，刺激女性荷
尔蒙分泌。
给自己制造恋爱的感觉

恋爱使人年轻可不是迷信的说
法。据科研人员研究结果显示：恋爱能
大大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结婚以

闭经就是在轰炸后发生的。盼子心切

后，生活安稳了，重心又回到工作忙碌

能引起不育，而害怕怀孕能引起闭经。
所以，
你要保持心情舒畅，多参加一些
朋友的聚会等活动，注意生理和心理

的状态里，没有时间再跟另一半谈情
说爱了。这可不行哦。偶尔尝试一下暂
时放弃工作，和他不时地约会、旅游、

自己有个健康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

卫生，保持生活和饮食的规律化，让你

或俩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会感觉

重要的事情。它与荷尔蒙的分泌紧紧

的大脑处于正常的精神活动之中，这

到自己年轻了。

要被肯定的，他需要知道你爱慕他
的认同。
哪一点，而他的哪一点又让你感到
两个人谈恋爱没话说怎么办？
这时候最好不要有消极的情绪出现，
你要明白两个人能够相互吸引，
成为
一对恋人。
这不是一个没有话题就能
否定的。
要正视自己的心态，
心放宽，
慢慢引导对方渡过这段谈恋爱没话
说的时期。
可以将你经常遇到有趣的话
题和对方分享

骄傲。世界上那么多的人，
你偏偏选
择了对方，这就像是相马一样，你是
他的伯乐，
他也同样是你的伯乐，你
看的见他的好，同样他也能够看得

励，
彼此才能互相进步，
感情也会越
发稳固。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委屈的，

友圈，你的生活也许不是每天有

让他分享你的喜悦。不要封闭自己，
让对方觉得自己不能为你做什么，
因此而觉得自己没有用，也别让对

经 常 交 流 自 己 的 感 悟 '鸡 汤 很
多时候都有用

说你看到这些，好像就能够想
到你们老了之后的样子，虽然再
不像年轻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
可你们始终会陪伴在对方左右。
女生一般都是感性的，听到你这
么说，她也会说说她的感悟，这样
你们就有了彼此都感兴趣的一个
交流了。
将你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有
趣的事情分享给 ,-

一个人的生活不总是惊心动
魄，也不总是愉快的，但是也不
可能总是无聊乏味的。只要遇到
有 什 么 好 玩 儿 ，好 笑 的 事 情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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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事情要和对方诉说

伤心的，
恐惧的，这些你都可以拿出

够敏捷和发散，你还可以根据这个
朋友圈，编造一些你切身经历的有
趣的故事，博美人一笑。

不要小看兴趣爱好这件小事。让

见你的好。你们互相欣赏，互相鼓

如果你找不到有趣的话题和
男 /女友聊，那么就借助万能的朋

趣，但是那么多的朋友当中总有有
趣的事情发生，你也可以将这些事
情和女友一起分享。如果你的思维

自己培养一个固定的兴趣!爱好

来和对方说，让他分担你的忧虑，也

方觉得你不信任他，很多事情都不
告诉他。
有意义的日子一定要一起度过

千万别把 ! 种错觉当成爱

错觉产生爱情，而爱情又将错觉
破灭。爱情只是我们的一种主观体

证明自己的价值会选择发展一段新
恋情。你会在潜意识里对自己说，我

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喜欢一起看
电影、一起旅游、一起分享有趣的事

验，你是否怀疑过，当你爱着一个人
时，他是否也爱着你？甚至你知道自
己爱的是那个人，还是爱着恋爱的感

要放弃上一位混蛋，现任比他好一百
倍，但事实上你又忍不住要带着现任

物。但你们终究也只能是玩伴，靠兴
趣爱好支撑起来的感情，与其说是爱

出现，在前任面前“示威”一番。你并

情，倒不如用友情更加适合。

没有爱上现任，你爱上的不过是在前
任面前得到的报复快感。

". 孤单
人难免都有孤单寂寞的时候，然

0. 逃避的欲望
我们压力大时，都希望能够找一

而这该是我们自己要克服的问题，不
应把它带进两人的关系中。不少人游

师生恋、偶像崇拜都属于这一类

样能让我们感到好心情的方法来转

戏花丛，不是因为花心，而是因为无

的感觉。有时候，
我们很仰慕一个人，
崇
拜对方所有的优点，
甚至会幻想某一天

移注意力。当爱情成为了调节压力的
方式，很明显在这场爱情中你不过是

心，你总觉得孤单寂寞，想找个人消
遣时间，陪伴自己，但这样的游戏只

和他擦出点什么火花。但这种出于仰慕

游戏。为什么初三、高三时候的爱情

会让自己更寂寞。

的爱，
很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
也有那些优点，当有更优秀的人出现，
谁会保证这份爱不会被转移呢？

很容易出现感情问题呢？那只是加压
的娱乐罢了。
+. 迷恋

极为感性的你，往往会容易对对
方产生不由自主的同情，你会变得想

可能你并不认识他，但你对他
“一见钟情”
，你觉得他很帅，投三分

照顾他，以为自己可以带给对方救
赎，帮助他改变。你把怜悯和爱情混

觉呢？主观的感受往往会影响我们的
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下面这 9种
感觉并不是爱。
*. 仰慕

像结婚纪念日，情人节，生日，
相恋多少天，这些都可以和对方一
起好好的纪念，然后敞开心扉和对
方聊最真诚的话，可以更加增进感
情甜蜜度。
理解恋人的缺点和不足

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
赤。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

$. 暧昧
很多时候人为了排解无聊，都喜

'. 怜悯

缺点，这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环
境影响养成的，
也是无法避免的。况
且我们在无法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完
美的前提下，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
对方的完美。只要对方的缺点不是
混淆大是大非，无伤大雅的缺点是
可以被原谅，甚至是被接受。毕竟爱
一个人就要接纳他的全部，那些缺
点也是他的一部分。

欢找一个异性聊天，话语中总是不乏
暧昧之词。我们很容易沉溺在这种关
系中，甚至以为这就是爱情。女人尤
其要注意这一点，男人之所以暧昧，

球时的动作让你为之倾心。你甚至开
始幻想他是一个阳光幽默的男人。你
逐渐把对方美化，变得更加喜欢他。
但你不能接受对方的不完美，甚至当

正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不会给予爱，
而真正能够付出爱情的男人是不会
和女人玩暧昧的。

你知道对方是个逗逼时，感觉男神破
灭、无法再爱，这些无理性的爱都属
于迷恋的错觉。

无时无刻和你过分“亲昵”
，你该清醒
了。不要再傻傻分不清，你以为对方

1. 共同的兴趣
有时你们是彼此最佳的玩伴，你

爱上了自己，其实他只不过是爱上了
你的身体。

/. 报复式恋情
有些人在感情中受挫折后，为了

淆，而当某一天他得到改变，变得不
再需要你的帮助，最终受累的只是自
己而已。
(. 肉体的吸引力
若他总对你的外貌进行夸赞，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