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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唐海言

前不久杨幂和刘凯威结婚，众人一查两人的生辰才知，原来刘凯威比杨幂大了整整
一轮，他们的结合为“萝莉爱大叔”再添新证。而最新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发布的《2012-2013 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18—25 岁之间的女性，70%
的有“大叔情结”，60% 的有和“大叔”谈过恋爱的经历， 41.3% 的坚定地认为一定
要找“大叔”谈恋爱。这些数据一摆，估计“大叔”们都乐了，原来他们那么吃香。“大叔”
们吃香了，于是，一些小男人看到了“商机”，尤其是一些心术不正的小男生，又多了
个新招——假扮“大叔”。俏萝莉们在这些“伪大叔”来袭之时，可得睁大眼哦，别一
不小心就上了“伪大叔”的当。

张廷璧
武汉大学

生 命 科 学 院
教授、红桃 K
集团副总裁兼
首席科学家、红
桃 K 生血剂和“红魔”减肥晶发
明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
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首富教授”。

在解决了中国4 亿人的贫血问
题后，张廷璧教授12 年前又盯上了
减肥，终于在 2012 年底成功研发
最新一代减肥产品——“红魔减肥
晶”，并破解了肥胖的终极秘密！

人们知道，脂代谢紊乱、过多
的脂类物质存储在腰、腹、大腿等
部位的脂肪细胞里，是造成肥胖的
原因。多年深入研究后张教授则发
现了更大的奥秘：脂肪细胞里的脂肪
其实又分为“游离脂肪”和“板结脂
肪”——三酸甘油脂，俗称“脂肪球”。

常规的减肥手段，不但存在失
水、厌食、没精神、拉肚子、恶心
等副作用，需要节食、运动，费时费
力，而且顶多只能减掉“游离脂肪”，
对顽固的脂肪球根本无能为力！科学
减肥，必须像“红魔减肥晶”一样
能去除脂肪球。

我要减肥，马上！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无法抗拒的】——“红魔”减肥三大魔力   >>

张廷璧教授介绍，“红魔

减肥晶”不但能加速游离脂肪

的燃烧及代谢，更独具吸附、

分解、排出顽固脂肪——“脂

肪球”的功能，一举清剿脂肪

囤积的大本营！科技上的突破

成就了“红魔”三大魔力：

1、减肥速度更快。同步

分 解、燃烧游离脂肪和顽固

的脂肪球，别的产品只能干一

件事的时间，“红魔”可以干

两件事，当然速度更快。

2、减后更稳定、不反弹。

脂肪球就好比是顽固脂肪居

住的房子，“红魔”把房子都

给彻底拆了，脂肪没有了它赖

以生存的环境，当然不会再次

堆积。

3、安全、综合效果更全面。

纯天然，没有任何副作用；而

且科学实验发现，“红魔”不

但将脂肪分解转化为能量的

能力是左旋肉碱的 9 倍，而且

还能将部分脂肪球转化为胶

原蛋白，去皱美白、增强皮肤

弹性和光泽，降三高、通调肠

胃、延缓衰老的作用也很明显。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向往的效果】——7 天减 10 斤！不反弹！  >>
“红魔减肥晶”由红桃 K 

集团生产， 质量信誉有保障；

网络上粉丝们好评如潮；经

全 国 1200 万“ 红 粉” 验 证，

减肥效果更是又快又好又不

反弹：

一般 3 天开始减重，1 周

减重 10 斤左右，1 个月平均

减重 15.7 斤，单纯性肥胖者 1 

个月减掉 20—30 也不在话下；

不跑肚、不反弹、不用强制节

食和运动；减重后皮肤不会

起褶皱，反而更加紧致、弹性；

美白去皱、淡化色斑效果显

著；降三高、改善肠胃功能和

延缓衰老的作用常给服用者

带来意外惊喜。

【给所有想减肥的人吃下的定心丸】——张廷璧教授亲口承诺    >>
1、“红魔”绝不含违禁成

分，如检测出一例，赔 偿 10 

万元；

2、不请明星代言，把有限

的精力和费用都用到生产上；

3、红桃 K 生血剂当年成

为补血第一品牌靠的是效果，

“红魔减肥晶”的效果我也敢

跟全世界所有产品打擂台。只

要消费者按照“红魔减肥中心”

的指导正确服用 1 周以上，效

果不理想，无条件退货退款；

4、绝不跟那些假冒伪劣

的地摊产品比低价，我们追求

的是“性价比全国最优”。

自打生完孩子以后，身材一直恢
复得不好，老公有时候干脆喊我“胖
子”，又解释说其实他不在乎体重，
哼！红魔减肥晶不但帮我减了将近40
斤，色斑也淡了，内分泌都跟着变好
了，关键是老公又叫我“小宝贝”了！

看着一个多月前和现在的照片，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我实实在在
不到两个月减了30 多斤，而且皮肤
还更加紧致有弹性了！红魔是我用过
效果最好的！

特惠公告
红桃 K 集团特别设立“红魔

·全国直销中心”，每日前 50 名
订购者还将获得意外优惠。

>> 简介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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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萝莉爱“大叔”，于是有人不装嫩，改装老了……

饮食男女》

身边的同事们都谈恋爱了，
都在我这儿炫耀。切！就她们
找的那 些 男朋友，没 断 奶似
的，一点小事就低声下气没个
主意，送我我都不要！我要找
的男朋友必定是成熟稳重，像
吴奇隆那样有魅力的“大叔”。
我不会为了恋爱而恋爱，一定
要等到我满意的“大叔”出现
才行。我爱“大叔”的“盛名”
渐 渐 远扬，可是 每 个我遇到
的“大叔”身边似乎都有小妹
妹了。终于，在去年的情人节，
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单
身“大叔”。

他说他 35 岁，一直忙于事
业，错过了恋爱的最佳时期，

现在事业稳定想成家了，却发
现找女人比创业更难。说实话，
他看上去根本不像 35 岁的人，
顶多 30 岁，好个有人生阅历保
养又好的“大叔”！第一次约会，
他很客气大方，穿的衣服也很
有质感，绅士品行很足，但同
时又带着一种男人不懂恋爱的
笨笨的感觉，这让我更加迷他。

可是 我们约 会 两 个 多月
后，他慢慢地有些浮躁了。他
说他事业上有些问题，他压力
大，却没人能帮他，没人能倾
听他，他很渴望有个家庭。我
觉得他这是在暗示我他想结婚
了，心里还挺得意，就傻傻地
跟他发生了关系。然而我没听

到他说要结婚，而是说要先“试
婚”，他的意思是他搬去我的
租房里去住。试婚？神经病！

这时我才觉得这个“大叔”
有点问题。果然，我不同意试婚，
他就要分手，说我太小了，不懂
他的心，说我们不合适，然后
就不见人影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真是有苦说不出，怪自己没
脑子，然后只能哑巴吃黄连，有
苦说不出，想哭也哭不出！

最惨的是，公司里居然有
人传我被人骗财骗色了。后来
我才知道，这“伪大叔”居然
是我公司某保安的堂哥，什么
事业有成，全是假的，丫也是
一保安，而且才 28 岁……

不是年龄大就叫“大叔”
陈保才（瑞丽幸福婚恋联盟创办人、世
纪佳缘情感顾问）

随着爱“大叔”的妹子越来越多，
喜欢扮“大叔”的男人也越来越多。有人
会说，其实和“伪大叔”恋爱，也是和“大
叔”恋爱啊，别把“伪大叔”不当叔啊，
说不定恋着恋着就“真大叔”了呢！这很
有趣啊，空报自己年龄就是“大叔”了？
这些“伪大叔”除了年龄能虚报到“大叔”
条件，心智、人品、经济实力等，都还是
幼稚男的水准，你跟他谈，纯属浪费时间。
不是年龄大就能叫“大叔”的。遇到这种

“伪大叔”，你要有多远走多远。
而且“伪大叔”的“伪”除了有假的意思，

更多的是虚伪。这种“伪大叔”，多出“新
三不”男人：不伪装，不说谎，不狡辩。
看起来很绅士，其实更坏。他们大多有自
己的另一半，但利用你喜欢“大叔”这个
特点，勾勾你，骗骗你，然后拍拍屁股
走人。有阅历、有事业、有人品的真“大
叔”会干这种勾当吗？真“大叔”根本没
时间骗你这个小妹妹，除非他真的喜欢你，
不然不会在你身上花时间。

严防“伪大叔”，最重要的就是不要
钻进“大叔控”的死胡同。跟“大叔”的
爱情要比跟同龄人的爱情有更多风险，你
确信你的智商和见识是“大叔”的对手？
你确信你可以陪着比你大十多岁甚至二十
多岁的“大叔”慢慢老去？你二十多岁嫁“大
叔”，到三十多岁时再看你的“大叔”，肯
定只想说一句：哎妈呀，他怎么这么老了
……

该死的“伪大叔”   欺骗我还让我丢尽脸面
口述 / 阿清，行政助理，22 岁

俏萝莉要防“伪大叔”

读者发言》
你对本期情感版的内容有何看法，读

完故事后有何感想，请加 QQ915029624
说出你的想法吧，我们将择优刊登。

恋爱课堂》

链接》
被“伪大叔”骗过的女人可不少，

下面我们根据女人们的“控诉”，来看看
真伪“大叔”之间的区别！

“真大叔”
不说自己多大，你能判断出他的年龄        
不会故意沧桑，胡子拉茬                 
不说作为“大叔”的男人有多好                 
不说自己事业多成功                     
不说对女人有什么要求                    
不跟你谈他一天进账多少                  
不约你到人少的地方                      
不急于成家，而是慢慢接触

“伪大叔”
一认识你就自报年龄，还说自己保养好
总留胡须，显示自己多成熟
强调他是“大叔”他多好，还诋毁愣头青     
彰显自己事业成功，没时间恋爱
总是强调女人应该怎样怎样
总说自己的月收入够你用一年之类
约会总去人少的地方，并说自己紧张
恨不得马上把你抱回家

 （……欢迎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