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不结扎呢他想将端王如何

《我我因因思思爱爱成成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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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皇皇室室家家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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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书书描描写写癌癌症症、、抑抑郁郁症症患患者者李李兰兰妮妮和和她她的的宠宠物物狗狗周周乐乐
乐乐为为了了跨跨越越彼彼此此之之间间的的巨巨大大鸿鸿沟沟所所做做出出的的努努力力，，最最终终通通过过
重重新新学学习习爱爱的的功功课课，，真真正正体体悟悟到到了了生生命命的的真真实实含含义义。。

周乐乐嗖地跳过去跟小美套近乎，低下
头去闻小美的屁股。小美立刻将屁股坐在地
上不给它闻。小美爸大声呼喝：离它远点！

李兰妮赶快抓紧牵狗绳，想拽开周乐
乐。周乐乐被人呵斥大受刺激，叛逆地挣
扎，就是要靠近小美。小美挑逗周乐乐，进
一步退两步转半圈，周乐乐更激动了，伸出
爪子想去按住她。小美比它高，扭腰扭胯更
灵活，周乐乐刚把爪子搭上它的背，人家一
扭，周乐乐就扑个空。失败强烈激发起周乐
乐的雄心壮志，它加快速度扑。小美总比它
快半拍，一会儿由东至西转一圈两圈，一会
儿进进退退好像要跟周乐乐跳探戈。

小美爸用脚去踢周乐乐。小美妈推开
它，拍打它的背，说：紧张什么呀。小美妈
身材娇小，化了淡妆，长发编织成辫盘在脑
后。

李兰妮忙道歉。她正想将周乐乐拖离是
非之地，小美突然跳起来，掉头飞奔。周乐
乐一愣，飞速狂追。李兰妮手牵狗绳没站
稳，梆地栽倒在地，左脸正好磕在半截青砖
上，手中绳子飞脱。

李兰妮摔蒙了，闭上眼睛，趴在地上反
应不过来。只听见耳边有粗细两个嗓子喊：
小美——— ，回来！

李兰妮摸摸草地坐起来，只见小美已经
跑得很远，周乐乐狂追不舍，谢顶发福的小
美爸跑在周乐乐后面边喊边追。几分钟，两
小一大三个身影都在李兰妮视线中消失了。
李兰妮真急了。周乐乐是不懂找主人不懂回
家的公子哥，见到美女抱抱就肯让人抱回
家。

小美妈很淡定：我家小美很快会跑回

来。
可是我家乐乐……
都会回来的。
不好意思，我家乐乐——— 它很色。
发情嘛。正常啊。我家小美三岁了。每

次发情都有这种事。有几只小公狗还会到我
家门口等小美，争风吃醋打架呢。

你先生肯定很恼火。
他不想小美怀孕生崽。生崽太遭罪，生

完以后会脱毛，身材也走样。
为什么不结扎呢？
听说手术有危险。哎呀，乐乐妈，你脸

上磕破流血了。
啊……是……姐。我家的称呼是姐姐。
小美妈眉毛一挑，刚想问什么，突

然 惊 喜 骄 傲 地 示 意 李 兰 妮 快 看 ： 远 远
的，小美爸抱着小美朝这边走，当爸的
很自豪，炫耀亲昵地举着宝贝女儿，小
美好像在笑。可怜小短腿儿周乐乐，跟
在小美爸脚边一路跑一路往上蹦，仰头
企图一亲芳泽而不可得。

李兰妮住的那栋楼，狗狗男女比例严重
失调，绝大多数是小母狗。

住她家楼下的小母狗叫匪匪，比乐
乐大一岁。匪匪来自云贵一带的深山老
林。匪匪爸在那里呆过两个月，做科学
考察。那地方处于半原始状态，尚未开
发，连手机信号都接收不到。匪匪爸与
几个猎户成为酒友。

临别前，匪匪爸送猎户一瓶十二年的芝
华士洋酒，猎户送他一只可爱的小狗崽。

明天请看：娇娇爸原本最讨厌狗

慈禧太后瞥了他一眼，慢吞吞地说：
“荣禄，起来说话。”

“谢老佛爷！”荣禄战战兢兢地站了起
来，心想：“看来老佛爷开战决心已定，而
东南各督府又欲与洋人签互保条约，并望我
也连衔签名，反对开战，这该如何是好？”

慈禧太后似乎察觉出他的心思，随即
说：“荣禄，你身为武卫军统领，现在兵衅
已开，强敌压境，你应即刻传旨军机处，抽
调武卫军部分兵力开赴天津，与董福祥的甘
军共同杀敌，绝不容许洋兵长驱直入！否
则，唯你是问！”

老佛爷声色俱厉，吓得荣禄连声说：
“奴才遵旨！”

慈禧太后一挑她那双凤目，声调即变得
柔和异常：“荣禄，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荣禄一听这酸溜溜的问话，心中已明，
宫内到处都是太后的耳目，便回答：“奴才
是打皇上那儿来。”

“噢？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皇
上怎么突然关照起你来了？”

荣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皇上哪
是关照奴才，他是望微臣按兵不动，不要与洋
人开战！最重要的，皇上希望奴才剿灭义和
团，并将其祸首端王……”他瞥了一眼李莲
英，没敢往下说。李莲英识相地退到了门外。

慈禧太后迫不及待地问：“他想将端王
如何？”

“皇上是想借奴才之手杀掉端王！”荣
禄边说边用手比画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慈禧太后听了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
来，荣禄也跟着大笑起来，直笑得二人都流
出了眼泪。

李莲英一直躲在门外偷听，当他听到皇
上要荣禄去刺杀我曾祖父端王，急得他额角
上都沁出了冷汗。他寻思着：“大敌当前，不杀
洋人，却要杀抗敌的忠臣，真是岂有此理！这
个该死的瘟皇帝，你的好景怕是不长喽！”

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后，在俄国海军中
将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疯狂地登陆了。
基利杰勃兰特得意洋洋地站在炮台上，歇斯
底里地叫嚷：“各国的勇士们，你们辛苦
了！今天，我们登上这块土地的第一项任
务，就是要把这里变成无人的村庄！”

随着他的号令，各国士兵用机枪扫射着
四散奔逃的人群。惊恐万状的百姓们惨叫
着，一群群倒在血泊中。突然，一个联军士
兵发现一具满身血污的女尸上趴着一个婴
儿，仍在用小嘴吸吮着母奶。他丧心病狂地
奔了过去，用枪尖将婴儿高高挑起，婴儿立
时毙命。鲜血顺着刀尖流了下来。他举起枪
柄在空中旋转几圈，脚下还跳着舞步。其他
士兵见状均乐不可支，他们吹着口哨，狂喊
乱叫，欣喜若狂。

联军一路烧杀下去，边杀边放火。血腥
味和尸体烧焦的气味混在一起，令人窒息。
血色的天空渐渐地黑了下来，阴森而恐怖，
好似人间地狱。而守卫兵舰的联军们却在甲
板上饮酒助兴，欣赏着大沽口火光冲天的夜
景。一个联军士兵感叹地说：“多么动人的
火光！多么迷人的夜景。哈哈！大半个塘沽
都快烧光了！今生今世，恐怕我们中的任何
一人也再难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为我们的
胜利而干杯！”

明天请看：我不想再做这个储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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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书书的的作作者者爱爱新新觉觉罗罗··恒恒懿懿的的曾曾祖祖父父是是清清末末风风云云人人物物端端郡郡王王
载载漪漪，，末末代代皇皇帝帝溥溥仪仪是是她她的的堂堂祖祖父父。。作作者者年年少少时时上上山山下下乡乡插插队队十十
年年，，回回城城后后做做过过保保姆姆…………这这是是一一部部皇皇室室家家族族的的百百年年兴兴衰衰史史。。

职职职场场场“““大大大衣衣衣哥哥哥”””提提提升升升印印印象象象有有有奇奇奇效效效
本本期期话话题题

大衣不仅适合在冬季穿着，也可以在气温降低的秋天穿，甚至可以一直穿到
春天。在职场商务风格中，大衣可以说是和西装一样重要的服饰。不同款式的大
衣，其长度和风格也都有所不同。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风格，选择符合商务用途
的大衣，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干净利落。

西装大衣穿在身上的感觉要舒
适，而且肩部不会堆积褶皱。由于大衣
要套在西装外面穿，所以肩部需要承
受一定的重量。首先要选择活动起来
方便、穿在身上感觉舒适的大衣。

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四款常见的
不同风格的大衣：

1 . 风衣

(Trench Coat)
★功能性与款式的融合

立起的衣领显得更时尚。风衣的
腰带可以系在前面，也可以系在后面，
都能突显自然的腰部线条。如果风衣
的长度盖过膝盖，就会显得腿短。因
此，一定要选一款长度在膝盖以上的
风衣。

2 . 水兵短大衣

(Pea Coat)
★用短大衣塑造好形象

此款大衣是水手们穿的“粗羊毛
呢短大衣”，面料多为羊毛呢，通常为
短款，所以身高较矮的人穿着后，会有
显高的效果。喜欢大衣的感觉却撑不
起长款大衣的迷你男请大胆尝试。

3 . 巴尔玛肯大衣

(Balmacaan Coat)
★款式简单，不受风格限制

款式最简单的大衣。最常见的就
是遮掩纽扣的暗门襟大衣。其优点是
显得有品位，而且还可以起到挡风的
作用。由于装饰性因素较少，所以选购
一款到膝盖处的大衣，可以跟不同款
式的西装进行搭配。

4 . 切斯特菲尔德大衣

(Chesterfield Coat)
★在正式场合也很得体

给人优雅感觉的切斯特菲尔德大
衣，往往使用开司米等高档面料。也有
样式简单的单排扣大衣，以使用深色
羊毛的面料居多。这种大衣可以提高
穿着者的品位，在气温低的时候，可以
搭配围巾。

大衣颜色与体格挂钩

大衣要根据自身风格来选择。通
常体格瘦小的人，要选择亮色大衣；体
格高大的人则要选择暗色大衣。

□本报综合

★职职场场测测试试

□据《现代快报》

【题目】：你在等电梯时会
有以下哪项表现？

【选项】：
A. 不由自主地来回踱步或

在地上跺脚；
B. 常会按捺不住重复多次

按压电梯钮；
C. 认真注视电梯楼层的指

示数字，只等电梯门开就立即
走进去，其他情况几乎不关注；

D. 头向下看着地面；
E. 环视周围的人或物，或是

似乎不经意地抬头看看天花板。
【解析】：
选择 A：你可能属于比较

敏感，甚至有些略带神经质的
那类人。你内心世界丰富，洞
察力强，并且比较相信自
己的直觉和判断力。生
活中，你比较感性，如
果具有一些艺术才
华，那么你应该一
有机会就尽量展
示，很可能在这
方面有所成
就。

选 择
B：你可能是那

种性子有些急，办
事讲究效率，时间观念

强，常常雷厉风行的行动
派。在周围人眼中，你的人缘

不错，是比较随和并容易接近的
人。但你时常有些情绪化，而且
还可能以自我为中心，一旦对一
些事着迷或心中确立了某个目
标或计划后，你会不小心忽略周
围的人或事，这个时候一些外来
的干扰容易影响你的心情。

选择 C：选择这个答案说明
你是个比较理性、稳重，办事小
心谨慎的人。你不太喜欢插手别
人的事，不爱惹麻烦，有时可能
会让你在一些人眼里显得有些
漠然。你做事很有条理，很受周
围人特别是长辈的信赖。但你
可能不太喜欢做冒险和没有把
握的事。

选择 D ：这类人可能平时
看上去会比较沉默，不太爱公
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其实他们
往往心地善良，真诚、坦率。比
较容易相信他人和乐于助人，
比较受周围人喜欢，人际关系
上很少出现纠纷。但这类人也
有问题，他们不太善于拒绝，有
时候缺乏原则，属于滥好人一
类。

选择 D ：这类人大多数心
理防卫意识比较强，不愿轻易
向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但
他们也有许多优点，比如一般
求知欲比较强，知识丰富，成就
动机比较高。在人际上，他们交
友更倾向于少而精。交际范围
不广，却能培育深厚的友谊。

等电梯表现测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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