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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聊房
從哭聊到笑

1、大家都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根本是

优秀的人才，人才的根本是受到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的

根本是上一所好的学校，上好学校的根本是要有学区房，所

以房地产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

2、为什么要买房？

你把钱存银行，你不买房，你的钱就会被银行借给别人

来买房。

最后你住着别人用你的钱买来的房，还收着你的房租，

还用着你交房租的钱还房贷。

再后来，还用你的钱买来的房子，娶了你眼中的女神，

然后结婚还邀请你去，还要你掏红包祝福！

看完就问你慌不慌？！

3、昨日还能买西城，今朝只能买海淀；本月还嫌朝阳

贵，下月丰台也崩溃；今天亦庄不买房，明天河北去看房；

今日全款变首付，明日首付变车库；出去旅游四五天，回来

少个卫生间。

4、病房是个神奇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人的起点，也

可能是一个人的终点。宛如一面镜子，进来之后，照尽生离

死别，人情冷暖，还有赤裸的人性，这世上最暴露人性的是

医院的病房。

5、一对男女相亲，男的：你是怎样看待房市的！

女的一愣，随后脸一红沉默了好一会：只要姿势不太古

怪，我会尽量配合！但一定要让我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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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發現了
件可怕的事情
1、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手机没电了，闲着没事，也发现手

机挺脏的！于是就非常耐心仔细的擦呀擦，在我的努力之下

，手机变得跟新的一样，就在我非常开心的时候，我突然发

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厕纸扔啦。。。

2、在超市看到绿茶，就想起一次逛街，买了一瓶绿茶，

拧开瓶盖一看“再来一瓶”，换了之后再拧开看看，结果又

中了！高兴地换了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手拿两瓶没盖的绿茶。。。

3、今天外边天很冷，宿舍的就决定谁穿的少，就让他去

楼下拿外卖，我一想那我脱光看你们怎么让我下去拿。

没想到他们马上凑上来拍了照，突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

事情：威胁我下去拿。。。

4、这次去相亲，女的长的还行，就是说话有点高傲。

她说她硕士毕业，我把我的博士证拿了出来。

她说她考了驾照，我把我的A1驾驶证拿了出来。

她说她有套房子，我把我的别墅房权证拿了出来。

她看后两眼放光，突然，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

“咦！你不是前两天给我办证的那个人吗？”

5、我：“老婆，我到家楼下啦！”

老婆：“你不是说今天出差吗？”

我：“临时取消啦！你吃饭了吗？用我买点什么带上去

吗？”

老婆：“我想吃水煮鱼啦！你去饭店帮我买一份吧！”

我好像突然发现了件可怕的事情。。。

1、愚人节，同学和我说老师让我去办公室，我还真就傻傻的去了，

我进办公室以后在老师面前站了许久，老师问：“有事？”

瞬间明白被耍了，我郁闷的说：老师，校长找你。

2、劫匪：老大，不是说好了抢银行吗？你带我到群里来干嘛？

老大：笨蛋，抢银行有抢红包安全吗？

3、生活小常识：不带盖儿的镜子放在抽屉里的时候正面一定不要朝

上，不然打开抽屉时会把你吓得掀桌子！

4、“您好，你是XXX先生吗？”

“是的，干嘛？”

“您好，我们这里是公关公司，想耽误您一两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大

概五分钟的调查…”

5、刚领导问我：“你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我怕加班猝死。。。”

開心的過個愚人節

1、老王跟我抱怨：“段子手真是的，老是写我。我是那样的

人么？！现在害得隔壁邻居们都防着我，连串门聊天都不让了。”

我：“没事，不串门就不串门，有什么大不了。”

老王：“那不串门你让我怎么看望我的亲生儿子？！”

2、古时侯，有条街上有一卖冥纸的店铺老板贴出一联求对：

上联曰： “竹制纸糊，经不得风，见不得雨，鬼要。”

过往文人绞尽脑汁，竟无人能对。

后来，一卖夜壶的老者路过，看了看这上联，不假思索就对出

下联：“泥捏火烧，热不了茶，温不了酒，鸟用。”

3、古代人和现代人聊到生活质量，现代人说：我们现在联络

用电话，出门开宝马，你们古代人能比么？

古代人看看现代人说：我娶媳妇只为冲冲喜。。。

现代人：我曰你妹！

4、我：我发现我有变Gay的倾向！

同事：何以见得。

我：每次咱老板在上面讲话的时候我都有想艹他大爷的冲动！

5、哥们过来找我喝酒，我痔疮发作，不能喝，吃辣也不行。

哥们悻悻而返，走了几十米，他回过头来说：等你养好屁股，

我再来找你！

突然感觉我好像很危险。。。

很是搞笑
汙人都表現不錯

氣暈妳的熊孩子
侄子喜欢听我讲故事，晚上非要和我一起睡。我看他

穿着脏兮兮的裤子就说：“去，让你妈妈把裤子脱了再过

来睡。”

小侄愣了一下，跑过去对嫂子说：“妈妈，叔叔让你

把裤子脱了过去和他睡。”

我问儿子：“宝贝，爸爸今天带你去哪玩了？”

熊孩子回：“不行，小姨不让说。”

领儿子去公园湖边玩，儿子非要去玩船。

我：爸爸不敢玩，掉进水里你就没有爸爸了。。。

儿子：没事的，你掉进水里我就给你捞出来放鱼缸里

养着。

老婆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少

得可怜。闺女作为我的贴心小棉袄，到月底会瞒着老婆，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零花钱分点给我！

直到有一天，我存了几年的私房钱被老婆全部搜走了。

只见闺女高兴地说：“妈妈！我卧底这么久，准备分

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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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面对加班

原则上来说，没啥不好。如果加班没有伤害

到他人，员工又能从工作中得到很强的自我满足

感，那长时间的工作就不是什么坏事儿。不要过

分地被“工作生活要平衡”的观点给绑架了，只

要你高兴，不平衡也行。但如果加班开始侵害健

康，让你身心俱疲，自我厌恶感增强，那就得去

探究这背后的原因了。

找到合适的工作量

如果你每天都超量工作、承担了许多责任外的

事，而主管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你可以去找他谈谈

，明确地说出你现在的工作量和期待。（当然，在

这之前，你得知道自己能承担的工作量是多少。）

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或能自由掌控时间，一定要把

计划提前做好。比如，你今天要做完的事有 4 件

，那就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并规定每一项任务的完

成时间。记得留一些时间间隙，以便从容的完成每

一项任务，这其实就是时间管理了。

找出对工作的兴趣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的真正动机是恐惧，换

句话说，是害怕失业。你是否觉得自己缺少选择

——如果不做这份工作了，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

么，出于这个原因你做着这份不感兴趣的工作，

即便每天加班，也尽力去完成。如果你在工作中

充满了恐惧，你真的该找找原因了。工作是用

来实现自我价值，不是用来吓人的。试着给自

己设定一个边界，提升效率，如果实在不行，

就去找一份不让你这么恐惧的工作。

工作塞满了你的时间

如果每次都接受了超额了工作，这意味着你

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如果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你正投入其中并感到开心，那就还好，可如果

你对它不感兴趣，只是在磨来磨去，既无热情也

无头绪，你可能就因此浪费掉了和家人、朋友相

处的时间。假设你的孩子只有 5 岁，5 岁时你

不带她出去玩，等到了 16 岁，她肯定也不想带

你玩了……举这个例子没别的意思，是想说不要

让过于繁重的工作破坏了你的生活。（前提是你

已经对加班感到厌烦，并觉得它无意义。）

提高效率

当你需要全神贯注时，把手机反扣、调到静

音模式吧，不要让源源不断的信息打扰你。总是

去看手机会拖慢工作节奏，还容易返工。如果你

要长期完成高负荷的工作，唯一的秘诀就是在相

同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找到自己每天效率最高

效的那几个小时，用工作填满它。

上面说到摆脱加班的一个方面就是提高效率

。有哪些小诀窍可以帮助你？一起往下看吧。

你想过吗，为什么加班的总是你？

提高工作效率小秘诀

1、每日为自己指定一个工作计划，做一个

工作列表，把每日需要做的具体工作按照轻重缓

急排列，另外相似的工作最好排在一起，便于思

维，先处理紧急的工作，在处理重要的工作，最

后处理简单、缓慢的工作。指定工作计划每日的

工作才有方向，才不走冤枉路，马装车好不如方

向对，没有方向瞎忙活，才努力也是枉然。

2、工作时一定要集中精力，全身心的投入

工作，避免分心，要学会善于集中精力做一件事

，而且是做好这件事。工作切忌不能三心二意，

那样只会捡了芝麻掉了西瓜，甚至哪件事都做不

好，让别人否定你的能力。

3、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不是本事，将复杂

的东西简单化才是能耐。当工作象山一样队在面

前，不要硬头皮干，那样根本做不好。首要的任

务就是将工作简化，当面前的大山被你简化成小

山丘，是不是豁然开朗，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

4、多学习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只有不

断更新知识，不断学习，才能更有效的应对日新

月异的职场问题，处理高难度的工作难题，才能

比别人更优秀，才能提高工作的应对能力，比别

人更有效率。

5、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时间就是金

钱，时间就是效率，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时间

不能消费，也不能买卖。工作时一定要有时间意

识，消耗时间就是消耗青春，虚度光阴连工作都

做不好更谈不上效率，没有人会赏识这种人。

6、工作要有紧迫感，要有危机感。工作时

禁忌怠慢心理，优哉游哉的心境适合逛商场，而不

是职场。那些变工作边嗑瓜子的工作人员，怕是一

辈子都摆脱不掉那个岗位。别人一小时就能做完的

工作，你没有紧迫感优哉游哉地，怕是下班都墨迹

不完。所以一定要加强紧迫感，在做每一项工作都

要都超紧迫的意识，不断的督促自己。

7、不要闷着头傻干，要多为自己找捷径，

捷足先登高峰。多学习一些辅助办公软件，巧妙

的运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简单的电脑办公

软件有word、excel、ppt等，帮助我们编辑文件

、分析统计数据等功能，有的公司还会使用财务

软件、库存软材等，我们还可以使用手机的记事

本、闹钟、提醒、计算机等功能，帮助我们记录

、提醒重要事件。

8、不能一味的埋头工作，就像老牛拉犁一

样，人的体能是有限的，大脑也是需要休息的，

超负荷的工作只能降低工作效率，产生事半功倍

的结果。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适当的放松下，

工作间站起来活动15分钟，喝杯水，听听音乐都

可以让身心放松下来。工作时要为自己保留弹性

工作时间。

工作是不能蛮干的，聪明人都是先动脑后动

手。让我们学习聪明人那套吧，早日摆脱加班的

苦逼生活。

妳想過嗎，為什麼加班的總是妳？

大部分人都下班了，你还在加班。苦逼

的是，大多数日子都是如此。你想过为什么

吗？除了不可抗力的原因，自己是否能做出

一点改变？

每个人都讨厌加班，但是总有一些人逃

不掉加班的命运。除了拼命工作，你想过找

找原因吗？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从自身找根

源，为什么加班的总是我？

对挺多上班族来说，加班已经是生活常

态，回家倒下就睡、醒了就得来公司了，也

有人开始为精力不够感到苦恼。近日 Gwen

Moran 在 fastcompany 网站上贴出了一篇文

章，分析了员工超负荷运转的原因。除了公

司文化、上司的缘故要加班外，另一个加班

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我们要学会训练

那个永恒的“工头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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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也可以存银行，你相信吗?在英

国可以存大脑的银行一共有十家，均隶属

于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 Medical Re-

search Center, 简称 MRC )设立的英国脑

库 ( UK Brain Banks Network ) 。每一

年，这些大脑银行都会收到上百个由群众

自发捐赠的大脑。

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般会对这些大脑

进行两步处理：一是将一半大脑浸泡进

福尔马林等化学药剂中以保持其硬度，

之后再将这半部大脑切成极薄的切片;二

是将另一半新鲜的大脑直接切片，然后

在 -80 °C 的低温下保存。

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这些大脑的

用户——科研工作者们，提供更优质的研

究材料。

由第一个步骤处理出来的极薄的大脑

切片，主要用于显微镜下的观察。而那些

进行冷冻储存的大脑切片，则可

以让科研人员从观察其基因材料

、蛋白质以及神经化学物质来研

究疾病的演变。简单来说，这些

大脑银行是人类福祉和科研机构

之间的重要纽带。

英国脑库的负责人，Seth

Love 教授对 BBC 说：“我们

对神经性疾病的认知绝大多数源

于对人类脑组织的观察。而在最

近二三十年，我们在神经性疾病

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大多都是通过研

究那些由大脑银行所提供的大脑切片而取

得的。”

从 1957 年瑞典的神经药理学家 Ar-

vid Carlsson 发现帕金森疾病的致病原因

，到 1996 年爱丁堡大学的神经病理学教

授 James Ironside 发现新变种的克雅二氏

病，这些大脑切片都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支持。

目前这十家大脑银行储藏了 14000

个大脑，而每一个大脑都能制作成上百个

切片样本，最终输送给成千上百个科研机

构展开相关的研究。这些大脑切片的服务

周期很长，即使是 30 年前捐赠的大脑，

其切片至今仍能使用。

大腦也可以存銀行 妳相信嗎

上空惊现上帝之手。近日，英

国气象局官网发布了一张由曼彻斯

特天文学会拍摄的高积云图片：一

只“上帝之手”从遥远的天际伸出

，沐浴在夕阳的金色光芒中。上空

惊现上帝之手的照片给赏云爱好者

带来了放飞想象的素材。

高积云也是一种荚状云。风

涡经过山峰或锋面附近时，会形成

状似飞碟或透镜的荚状云。英国气

象局的气象专家艾玛 · 索尔特(Em-

ma Salter)说：“高积云出现在天

气较好的时候，且常常与美丽的落

日相伴出现，所以它才会散发出橙

黄色的光芒。高积云有各种各样的

形状，或怪异，或美妙。”

这幅上空惊现上帝之手的云

图出现在 2017 年世界气象日来临

之际，世界气象组织 3月 22日将其

列入了最新修订的《国际云图集》

中。此外，英国北约克郡哈罗盖特

市的上空还曾出现过状似“行走巨

腿”的高积云。.

舟山上空惊现观音菩萨。有人

在朋友圈晒出照片——舟山普陀山

宝陀讲寺上空出现吉象!在微博上

一搜，昨天晚上就有网友发过微博

，“今天有位法师拍摄的照片，祥

云西极，妙慧甘霖。”

前几天来舟山普陀山游玩的

大明星张智霖也发了微博!据了解

，照片拍摄于 8月 30日下午 3点多

，拍摄者当时并未发现什么，等回

过去看相册才发现照片很神奇，想

再去拍照记录时，这种景象已经消

失了。

一位摄影爱好者，于去年 6月 22日

到西藏安多参加青藏铁路铺轨仪式

，而后从拉萨乘飞机返回内地的途

中，飞行到西藏雪山上空，意外在

翻腾的云层中拍到两条龙。他当时

感到甚是新奇，就给起名「西藏龙

」。

根据照片显示，这两个物体

显现出爬行生物特征：身躯像有鳞

片覆盖，背部有类似脊椎骨的突起

，也有逐渐变细的尾部。在这个特

殊的时代，能够拍摄到两条正在云

端飞行的巨龙，这能是偶然的吗?

这岂不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七十年前的一个夏季，一天

下午大约 5时左右，蔡寿康和黄振

福、张顺喜以及曹玉文(78岁)等几

个孩子一起在外面玩儿，蔡寿康突

然发现在营口市造纸厂方向的天空

有一条“龙”，他立刻告诉黄振福

、张顺喜和曹玉文，小伙伴们同时

抬头往天上看，同时看到了“龙”

。

三位老人做了这样的描述：

也就是 15 秒左右的时间，当时是

阴天，那条“龙”是灰色，在云

中动弹，动作和蛇一样，和现在

画上画的一样，头如牛头，头上

两只角，是直的，嘴上有胡须，

两个长须，大眼睛凸出，身长大

约 10 多米，身上有鳞，四只爪，

和现在的鳄鱼爪一样，尾巴像鲤

鱼尾巴。

“是否是当时一种幻觉，或者

是云彩像龙?”记者再三提出疑问

。蔡寿康老人说：绝对不是，我们

当时看得非常清楚。看到的就是

“真龙”。

上空驚現上帝之手
西藏上空驚現中國龍

印度人将牛粪制作成了“牛粪饼”。

“牛粪饼”是用牛粪混合茅草再晒干制成

的，牛粪饼每个大约有 200克重，印度牛

粪饼网上热卖。一些印度人会用牛粪饼来

作燃料、有机肥料、取暖或者进行传统仪

式。

几百年以来，印度的农民都把牛粪用

来点火照明。而现如今，很多商家在这上

面发现了商机，他们在网上出售牛粪饼，

面向印度甚至全球，而且免费派送。

经营牛粪饼的商家主要来自印度和巴

基斯坦，他们在 eBay和亚马逊网站上出售

牛粪饼。在印度的排灯节的时候，印度教

徒都会在家或办公室中举行祈祷仪式——

火烧牛粪。很多在农村长大的人都非常喜

欢烧牛粪饼，这能让他们回忆起从前。因

此在这期间牛粪饼的销售尤其好，甚至会

脱销。

这些在线销售的牛粪饼会被卖家用礼

品盒包装好，每盒的数量在 2个到 8个，

每个牛粪饼的价格在 100到 400印度卢比(

约 9.7到 38.6元人民币)，印度牛粪饼网上

热卖 ，你会光顾吗?

印度牛糞餅網上熱賣 妳吃得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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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美國億萬富豪埃隆馬斯克，壹直被人稱作
是現實版鋼鐵俠。他兼任著兩家公司，SpaceX 和特斯
拉的 CEO, 他還是太陽城公司（SolarCity）的董事會
主席，目前，即將滿 47 歲的馬斯克，身家已經超過了
200 億美元 ...
       也正是這個男人，完成了私人公司發射火箭的壯
舉，創造出了全世界最好的電動車，打造除了全世界
最大的網絡支付平臺，在無數人眼中，馬斯克就是那
個把世界遠遠甩在身後的超級英雄 ...
       與此同時，不僅是馬斯克，他的家人也個個是精
英，他的親生母親 Maye Haldeman，是知名的社交名
媛、模特，雖然已年過 6 旬，但舉手投足間全是果敢
優雅，至今仍經常登上各大史上雜誌的封面 ...
       他的同胞妹妹 Tosca，是娛樂公司的創始人，還是
制片和導演 ... 弟弟 Kimbal 更是早在 25 歲就創業成功，

由他所設計的建築軟件，在 90 年代就賣出了 3.07 億
美元的高價 ...
       馬斯克經常會在公開場合贊賞自己這三位優秀的
家人，可卻唯獨，對他的爸爸 Errol Graham Musk，格
外不待見 ... 事實上，這位老爺子來頭也不小，盡管媒
體們各種扒，也沒能查到 Errol 的太多資料，但可以確
定的是，他今年 72 歲，是南非壹位很成功的工程師，
家境優渥，居住在富人區 ...
       可面對這樣壹位看起來也算是精英的父親，馬斯
克不僅盡可能的不去談，即便談到了也全是很負面的
評價：比如，馬斯克曾在接受滾石雜誌的采訪時，這
樣形容自己的父親：他很邪惡，他是個很可怕的人，
他做盡了妳能想到的所有壞事
       親爹到底是做了些啥，讓兒子如此不待見啊？就
這樣，兩人謎壹般的父子關系，壹直讓吃瓜群眾和媒

體們萬分好奇 ... 終於，就在今天，英國媒體發布了壹
條重磅新聞，他們揭露了壹個深藏在這個家庭背後的
醜聞，原來 ...
       獨家揭露，馬斯克家庭的不和真相：高科技億萬
富豪那位關系疏離的父親，72 歲，和他 30 歲的繼女
生下了壹個孩子。
       親爹把繼女的肚子搞大了？馬斯克的妹妹這是搖
身壹變成了繼母的節奏？事情是這個樣子的：根據媒
體報道，自從有關馬斯克父子不和的新聞開始出現後，
記者們就極力想挖出背後的故事，最近，在接到線報
聽聞父子倆已經超過 18 個月沒說話後，他們便直接飛
去了南非，想找老爺子壹探究竟，結果，真相卻是讓
所有人都震驚了 ...
       實際上，父親 Errol 壹共有過 4 段婚姻，馬斯克則
是他和第壹任妻子 Maye 所生的三個孩子之壹，

馬斯克要崩潰 :72 歲父親與
30 歲繼妹生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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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l 第二任妻子，名叫 Heide，嫁給前 Errol 她就
有過壹段婚姻，還育有壹個名叫 Jana Bezuidenhout 的
女兒，當這個女孩剛剛搬進馬斯克壹家住時，她才只
有 4 歲，雖然夫妻倆後來又生了兩個女兒，但壹家人
對 Jana 壹直視如己出，馬斯克更是壹點點看著這位繼
妹長大，兩人之間親緣感情可想而知 ...
       2002 年，當時的馬斯克已經創立了 PayPal，成功
在美國混出了名堂，他特意在加利福利亞買下了壹套
豪宅，把 Heide 和爸爸壹家從南非接到了美國享受人
生，可 2003 年，Errol 卻帶著家人又逃回了南非，自此，
這對父子的關系就變得無比疏離了：我和 Heide 是偷
偷計劃逃跑的，我不想活在馬斯克的陰影下。Errol 在
采訪中回憶到 ...
       老爺子並沒有告訴記者，兩人之間到底發生了啥
不可調合的矛盾，但根據媒體分析，作為父親，Errol
似乎從來沒有認可過馬斯克的成就。比如，曾經有記
者問 Errol：您的兒子創造了那麽多第壹次，您怎麽看？
可老爺子的回答卻是：其實我還挺擔心的，他從小做
事就 3 分鐘熱度，只要不感興趣了就撂挑子，萬壹他
哪天覺得現在這壹切都沒意思了呢？並且，在 Errol 看
來，馬斯克能走到今天，也是多虧他這個當爹的讓他
衣食無憂：他上學的時候，我開著敞篷勞斯萊斯去接
他，他 14 歲那年，給他買了名馬，還有同齡人夢寐以
求的摩托車，是我給了他無比奢華的童年，我覺得我
的溺愛也是有點把他寵壞了 ...
       回到南非後沒多久，父親 Errol 和第二任妻子
Heide 結束了長達 18 年的婚姻，Heide 帶著女兒 Jana
搬了出去，而馬斯克兩個同父異母的女兒則由 Errol 撫
養 ...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卻出在了這個女兒 Jana 身
上。
       我們前面說過，Jana 是馬斯克父親 Errol 的第二任
妻子 Heide 的女兒。 Heide 在嫁給 Errol 之前就已經跟
第壹任丈夫生下這個孩子。 二婚嫁給 Errol 之後，Jana

壹直跟馬斯克父親壹家生活。按理說，兩人又離婚之
後，靠著前夫支付的贍養費，這對母女未來的生活基
本有保證了。可成年後的 Jana 卻染上了毒癮，還成為
了壹名未婚媽媽，生下了她的第壹個女兒，Emily。
       看起來，母女倆後來的生活處境似乎和馬斯克父
子的不和關系並沒啥聯系，可隨著媒體的深入調查發
現，Jana 在去年生下了壹個男嬰，這個孩子的親爹，
竟然正是妹子曾經的繼父，馬斯克的父親 Errol。而馬
斯克也正是因為在去年得知了這個消息後，因為出離

的憤怒，表示再也不想和親爹聯系了 ...
       根據馬斯克身邊多名消息人士的爆料，壹名親屬
告訴記者：Errol 讓 Jana 懷孕了，他就是那個男嬰的父
親，可他本人又是 Jana 的繼父，這個消息讓全家人都
氣瘋了，這就是為什麽馬斯克那麽憤怒。另壹名消息
人士也確認這名親戚的說法：確實有這事，Errol 幾乎
參與了 Jana 的壹生，如今的這壹切分裂了這個家庭。
       而真正的實錘，竟然正是來自 Errol 本人 ... 面對
記者的追問，老爺子心很大的表示：我讓我 30 歲的女
友Jana懷孕了，已經做過DNA測試，確實是我的孩子，
他叫 Elliot Rush Musk，現在 10 個月大 ...
       不過，在采訪中，Errol 壹直強調 Jana 是他的女友，
閉口不談兩人之間錯綜復雜的親緣關系：我已經單身
20 多年了，我沒有什麽繼女，繼子，我只曾經有過 4
任妻子。並且，盡管 Errol 和 Heide 的婚姻持續了 18
年了，但老爺子甚至還壹度想要撇清兩人的關系：我
不太記得 Heide 了，走在街上我可能都認不出來她了
吧。
       然而，據消息人士透露，Heide 目前不僅仍住在
Errol 位於南非的家附近，這位母親甚至還在悉心照料
自己女兒和前夫所生的那個孩子：Heide 全力支持女兒
的生活，保護著她的小外孫，甚至還處處幫前夫隱瞞
他的秘密身份 ...
       最終，在媒體的反復追問下，Errol 沒有再否認，
他口中的女票 Jana 其實就是他曾經的繼女。但老爺子
仍然強調，並不是這件事導致了他和馬斯克的父子關
系徹底決裂：我不知道他的憤怒從何而來，自從 2003
年我違背他的意願回到南非後，他對我的怨氣就沒消
過 ...
       很難想象，面對這樣狗血的情況，馬斯克會不會，
又該怎麽原諒他的爸爸？
( 英國那些事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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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女排隊長惠若琪
男友曝光，原來是他

      3 月 21 日，惠若琪利用在北師大
進行體育支教宣講的間隙正式公布男
友，計劃與身高 1 米 865 學醫的楊先
生相互給個“名分”。其實，這位楊
先生去年就在社交平臺被曝光過，心
甘情願充當背後男人的他刻意低調，
直至在惠若琪退役儀式上亮相才被球
迷關註。到底這位楊先生是否符合惠
若琪當初的擇偶標準呢？聽小惠評價
“高材生”、“什麽都懂的人”、“私
人醫生”就知道了。
      早年談及男朋友的遴選標準，惠
若 琪 的 風 趣 壹 面 展 現 得 淋 漓 盡 致，
“要雙眼皮，要有幽默，然後有責任
心、上進心。不要太瘦吧。因為我這
麽壯，萬壹刮起來壹陣風，我站在那
裏，他被刮跑了怎麽辦？萬壹來了個
歹 徒， 結 果 發 現 我 站 在 他 前 面 怎 麽

辦？不過（郎平）教練對我都做過工
作了，要求不能太高……”。這回是
真的要求不高？您看看惠若琪給男友
楊先生的標簽就知道了。
      身高 1 米 92 的惠若琪是中國女
排前隊長，雖然頻頻亮相綜藝節目不
止壹次地對外透露，“男友身高不用
超 過 2 米， 最 低 標 準 是 1.85 米 ”。
其實，惠若琪早就有了心目中的如意
人選，所謂標準其實就是為身高 1 米
865 的楊先生特意所設。惠若琪與楊
先生早年初識在壹次朋友聚會，並且
在楊先生有意創造的多次見面機會下
熟悉相知，直至逐漸被其博學和幽默
所折服而芳心暗許。
      惠若琪的這位男友去年曾經在社
交平臺提前曝光，身材高大壯碩正好
符合小惠“保護傘”的要求。心甘情

願充當惠若琪背後男人的楊先生，為
了保護這份來之不易的感情甚至不惜
清光個人微博。楊先生正式曝光在球
迷面前是在惠若琪退役儀式上，這位
高壯男神刻意與小惠保持距離，原本
打算隱藏在工作人員中默默地關註著
她，不過由於身高出眾還是被眼光獨
到的真愛粉發現。
      惠若琪無論是專心打球，還是攻
讀 博 士， 都 是 和 在 體 育 領 域 苦 中 作
樂，未來期許的另壹半就希望是其他
領域的引路人。楊先生的到來讓小惠
感受到大局觀的拓展，在工作或者生
活上都收獲到全方位的建議。學醫的
楊先生興趣愛好非常廣泛，這壹方面
與惠若琪的偶像老爸非常像，並且擅
於吸收不同領域的新知識。正如惠若
琪所言，楊先生就像是壹本會陪伴同

行的“百科全書”。
      楊先生更貼心的小舉動是為惠若
琪親自下廚，雖然以前並沒有煎炒烹
炸地日常手藝，但是為了小惠在訓練
和比賽之余吃到可口的菜肴，特意專
研稀奇古怪的菜式為搏紅顏壹笑。在
楊先生看來，與其說是做菜，不如說
是搞實驗，“什麽時候該放這個，什
麽時候該放那個，‘轟’，好了。”
關於這菜式的色香味到底怎麽樣？想
必對於惠若琪來說，與其說是可口，
不如說心裏甜如蜜吧。
      雖然貴為中國女排的天之驕女，
但惠若琪的心臟隱患依然存在，只是
退役後不再從事高強度訓練，單以常
人的日常生活標準來看並無大礙。惠
若琪在甜蜜的感情面前並沒有選擇隱
藏，而是面對面鄭重地與楊先生交流
了意見。其實，惠若琪這兩次心臟手
術對楊先生來說並沒有太大的顧慮，
同時連楊先生的家人們也被小惠的拼
搏精神所感染，兩人戀情並沒有因此
有過任何波折。
      最令惠若琪感動的是，盡管楊先
生求學是醫療的研究方向，但關於心
臟領域還是初級階段的小白。為了更
好地幫助惠若琪的術後康復，楊先生
正式開啟了“學霸開掛模式”，利用
最短的時間自學厚厚壹本心臟醫學全
書，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吸收各類心臟
方面的醫療保健知識。這樣，作為惠
若琪專屬的私人醫生，楊先生貼身呵
護心目中的愛侶，聯手小惠共同闖關
了壹道道的難關。
      出生於 1991 年的惠若琪現年 27
周歲，免不了被爸爸媽媽和主教練郎
平催婚。由於在裏約周期壹直忙於訓
練、比賽和手術治療，惠若琪後續又
忙於全運會和聯賽雙重任務，並且利
用間隙攻讀完碩士繼續讀博，現如今
終 於 到 了 可 以 考 慮 婚 姻 大 事 的 時 候
了。正如惠若琪所言，目前與楊先生
的感情交往有了質變的升華，或許在
不 久 將 來 就 會 與 大 家 分 享 確 定“ 名
分”的最甜蜜時刻。
( 搜狐體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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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因夢談李敖：遇到壹個渣男，
需要四十年消化

臺灣作家李敖，因患腦幹腫瘤，2018 年 3 月 18
日上午在臺北過世，享年 83 歲。去年 6 月，當他被
告知只有 3 年的存活時間後，留下壹封親筆信，想
與家人、朋友及仇人作最後告別，其中透露出最想
作別的兩個女人，壹個是全臺灣最聰明的女人之壹
陳文茜，還有壹個是他那“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
又迷茫，又傷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
前妻胡因夢。

他想和胡因夢作最後的告別，顯然這是壹廂情
願。對於胡因夢來說，她與李敖的關系早已和解到
徹底放下。

沒有放下的是李敖自己，這個與他只有 115 天
婚姻關系的女人，卻被他在電視節目裏調侃、揶俞
了 70 集。所謂“遇到壹個渣男，需要四十年消化”。
“他不斷罵我，終究是因為放不下吧。”胡因夢說。

壹 個 出 生 於 1935 年 4 月 25 日， 壹 個 出 生 於
1953 年 4 月 21 日，光是看兩人出生時間也是糾纏
的。兩人的相識是在 1979 年 9 月 15 日，當時李敖
44 歲，胡因夢 26 歲。

李敖結束第壹次牢獄生涯不久，成為名聲響徹
臺灣的才子，而曾就讀於輔仁大學德文系的胡因夢
當時是與林青霞等齊名的電影演員。胡因夢還記得
第壹次見面李敖上來就給胡因夢母女壹個 90 度的大
躬，讓胡嚇了壹大跳，因為在那個年代早已沒有人
會行這麽大禮了。

胡記得當天她穿了壹件棉質長袍光著腳，整個
晚上李敖都盯著她的腳丫子，後來他自己說，他有
戀足癖。兩人的戀愛過程聽起來其實並不浪漫，壹
半帶著胡的好奇和崇拜，壹半帶著李的占有和虛榮。

第壹次見面後沒多久，李敖便約胡因夢喝咖啡，
隨後帶她去金蘭大廈的家見識壹下十幾萬冊的藏
書。胡因夢驚訝地發現，在他那壹整片的書架前，

掛了壹張從《花花公子》雜誌裏剪下來的裸女照片，
胡感覺他是壹個想怎麽樣就怎麽樣的人。

兩人在沙發上聊天，李突然強吻了她，還吻出
了壹圈褚紅色的吻痕。當天晚上他們有沒有發生性
愛，胡已經不記得，只記得這壹記印象深刻的吻。

當時李敖有壹位正在交往的女友是畢業於臺灣
大學的劉會雲。胡因夢問他，劉怎麽辦？李說：“我
會告訴她，我愛妳還是百分之百的，現在來了壹個
千分之壹千的，妳得暫時避壹下。”

胡 聽 了 心 生 疑 惑 繼 續 問：“ 什 麽 叫 暫 時 避 壹
下？”他說：“妳這個人沒個準，說不定哪天變卦
了，需要觀望壹陣，我叫劉會雲先去美國，如果妳
變卦了，她還可以再回來。”“他對女人呼之即來，
揮之即去的態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滿期望與
投射時通常是被未來的願景牽著走的……”胡因夢
在她的回憶錄裏寫道。

行大禮、戀足癖、炫耀、劈腿，交往沒多久，
胡因夢便處處感受到李敖的“土”。但她也承認，
好奇害死貓，她當時對名人多多少少的崇拜也為事
後發生的種種埋下了因。後來，李、胡兩人正式開
始交往，李拿出 210 萬新臺幣補償劉會雲。

有壹天胡媽媽和他們在聊天時，李心疼起補償
給劉的錢，突然對胡媽媽說：“我已經給了劉會雲
210 萬，妳如果真的愛妳的女兒，就該拿出 210 萬
的相對基金才是。”胡媽媽壹聽臉色大變。第二天，
胡媽媽對女兒說，李敖明擺著要騙我們的錢，妳不
能和他結婚。

婚姻大事不可賭氣啊。胡因夢當時內心不服，
之前媽媽可是認為全臺灣配得上自己的也只有李
敖，現在又決絕地來反對。為了爭取自主權，胡因
夢反而想要嫁給李敖。

1980 年 5 月 6 日上午，在李敖家的客廳，穿著
睡衣的她和李敖舉行了壹個簡單的婚禮儀式，對外
宣布兩人結婚了，被當時的媒體寫為“此為絕配”，
最美的臉遇到了最聰明的腦袋。

但事實上，最美的臉和最聰明的腦袋被日常生
活碾壓的壹地碎片。結婚之後，李顯現出的大男人
主義和其他人格失調的癥狀經常讓胡氣得壹個人跑
回娘家。“每當我期望和李敖達到合壹境地時，卻
總是發現他在仰望天花板上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鏡
子，很認真地在欣賞他的’騎術’。”

胡因夢說：“李敖只想征服女人，想把她物化
成壹個自己的戰利品。”有時胡去戶外慢跑，也被
李敖制止，認為會在路上跟其他男人眉來眼去。

“在內心深處，他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對此
詮釋的最好的是李敖曾經寫過的壹首打油詩：不愛

那麽多，只愛壹點點，別人的愛情像海深，我的愛
情淺……如果說這個階段，胡女士認為兩人之間不
過是戀人之間無傷大雅的吵吵鬧鬧，那麽接下來的
事情使她意識到，自己有可能嫁了壹個“渣男”。

如何甄別渣男，現代網絡上流傳的手段有很多，
比如“情淺言深”、“飛速建立感情和表達感情”、
“錯的總是妳”、先把好話說盡，再把壞事做絕”、
“既不成全妳，也不放過妳”……在胡因夢看來，
李敖渣在哪裏？渣在竟然連多年好友的財產都要侵
吞。

大是大非面前，方顯人的本色。後來發生的李
敖侵占蕭孟能財產壹案，讓胡因夢看出李敖並非“具
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只是“壹個多
欲多謀、濟壹己之私的智慧罪犯”，便“暗自在心
中打定了去意”。壹場白日婚姻最終以官司收場。

與李敖的這場短暫婚姻也由此開啟了胡因夢認
識自我的另外壹種可能。胡因夢在 35 歲之後徹底退
出演藝事業，專事有關“身心靈”探索的翻譯和寫
作。

而李敖沒過幾年娶了小自己三十歲的女大學生
王小屯，但內心還會念念不忘曾經的前妻，幾十年
如壹日的在自己的節目中消費著，調侃著。2003 年，
胡因夢 50 歲生日時，李敖送去 50 朵玫瑰，“只是
為了提醒她，妳再美，也已經 50 歲了”。

相比於李敖的不依不饒，胡因夢曾這樣回應道，
“多年來，他這樣不斷地羞辱我，對我，是壹個很
好的磨練。只有恨本身才是毀滅者。”“人即使擁
有再多無知的支持者，終場熄燈時面對的，仍然是
孤獨的自我以及試圖自圓其說的掙紮罷了。”而今
天，對李敖來說，壹切堅固的，也都也煙消雲散了
吧。

（冰川思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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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報告把中高端消費作為新增長點和新動能
排在第壹位，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新提法。人民日益
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在並將繼續引發消費方式發生
革命性演化，新消費和中高端消費將呈現十方面趨勢
性特征，漸次成為主流消費方式。
      壹是網絡消費將會出現爆發式、幾何狀快速增長。
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強對軟基礎設施投資，形成了網
絡消費的基礎設施支撐。2015 年至 2017 年，中國在
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壹代信息基礎設施
建設上的投資，累計超過 1.2 萬億元。中國已經形成
了龐大的通過網絡進行購買的人群。這種網絡消費趨
勢是勢不可擋的，因為它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消費者
的自主選擇。網絡消費、大數據可以帶來什麽？這是
我們所關註的消費行為的演化，這些演化會改變消費
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
      通過消費者網絡消費生成的大數據，可以清晰地
找到他們在旅遊購物、文化娛樂、社交空間、工作狀
態上全方位需求的痕跡，數據在這裏並不只是阿拉伯
數字，也不是沒有生命的信息，而是留下具有生命力
的痕跡。每壹個企業都可以積累消費行為痕跡，通過
大數據分析就可以找到獨特的需求圖譜上的價值點。
      二是時尚消費將成為消費結構性變化中的顯性特
征。人民群眾在滿足了溫飽需求、小康水平的基本需
求之後，消費會不斷向上升位，消費升級的壹個突出
特征是時尚消費。根據有關國際組織調研數據，2016

年中國奢侈品行業市場規模達到 1200 億元，中國時
尚消費占到全球的 30%，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這種時尚消費，壹方面通過出境旅遊購買，另壹
方面通過跨境電商網站購買，這在青年人中已成為壹
種潮流。任何時代的消費結構變化和升級，幾乎都是
由時尚消費、奢侈品消費開始，漸漸地這些消費變成
了大眾消費，供給側結構就會隨之改變。
      三是智能消費將成為新的消費需求偏好。中國迅
速發展的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雲服
務，近幾十年持續投資形成的軟基礎設施，支撐了當
前和未來蓬勃發展的智能消費，比如現在迅速發展的
滴滴出行和共享單車，這些新的服務業態都是靠智能
化的基礎設施支撐的。有了這種基礎設施，才可能有
移動支付；有了移動支付，才能出現這種實時消費和
結算的新業態。我國在短時間形成了智能消費的基礎
設施，智能消費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使社會
公共管理和人們的消費需求偏好發生著悄然變化。未
來，除了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會出現
第三只手——Intelligent Hand。這只手將不屬於任何
私人或政府機構，可能就是壹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數
字智能平臺，它不斷積累和分析個人、企業的數字信
息，人們利用它可以更好地配置資源和滿足消費需
求，極大地釋放社會生產力。
      四是共享消費成為充分利用存量資源創造增量資
源滿足消費者更多元需求的新空間。習近平主席提出

了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共享發展理念和共享經濟，
可以創造很多新的商業模式和服務業態，可以創造存
量資源轉化為財富增值的新路徑，可以創造更多的就
業創業機遇，發展空間非常廣闊。共享消費是未來消
費壹個非常重要的空間，是提升供給體系質量的重要
源泉，滴滴出行、共享單車是這樣，攜程網提供的服
務也是如此，但不是所有的行業和產品都可以采用共
享的商業模式。
      五是體驗消費將會成為壹種消費潮流。2015 年中
國境內外出行的人達到了 41 億人次，2016 年達到 44
億人次，2017 年達到 51 億人次。過去的旅遊最開始
是走馬觀花看景點，然後是休閑旅遊住景點，現在
是體驗式消費文化。去年國家旅遊局在統計旅遊消
費構成的時候，發現到特色小鎮旅遊的人流占比接
近 40%，壹些具有文化特色、少數民族特色和獨特環
境資源供給特色的地方，成為人們體驗消費的熱門景
點。其中文化品在創造文化的消費體驗，特色餐飲在

消費轉型升級，中國中高端消
費呈現十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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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飲食文化的消費體驗，生態環境創造對稀缺資源
的消費體驗，各種各樣的體驗式消費，會成為壹種新
的消費趨勢。
      六是顏值消費成為滿足消費者心理需求最富發展
潛力的顯性需求。近年來，修飾和提高顏值的消費占
支出的比重越來越大。比如壹些人到韓國去整容，雖
然有整壞容顏的，有整得終身殘廢的，但這種消費需
求的熱度不減。為了使自己的顏值更加美好，不少人
壹擲千金。顏值消費是壹種消費趨勢，而顏值消費不
壹定都是整容，還包括洗臉、洗腳、健身、體育等消
費。對於中國新生代來講，特別是其中 90 後和 00 後
人群，排在前幾位的消費動力毫無疑問有顏值消費
的需求。顏值消費的最大群體還有婦女，“女權力
量”“她消費”等深度追求顏值的消費潮流正在形成。
      七是健康消費將成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建立國
民健康體系的基礎性消費。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
展，提升勞動力質量，提高人民群眾生存、生命舒適
度和幸福度，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這
就決定了健康消費將成為基礎性消費。人們從來沒有
像現在這樣重視健康。壹些特色小鎮的規劃建設就瞄
準了健康，比如浙江寧波西店引進德國技術在規劃中
德國際健康小鎮。健康消費不光是老年人養老的需
求，還將成為人們終身的需求。
      八是文化消費將成為提高國民素質和文化自信的
具有沖動性的持久消費。當前，人民群眾文化消費需
求的內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比如，對古漢語、
古詩詞的需求，對國學經典的需求，已經轉化為新消

費或者高端消費，壹些大學以學習國學經典為主的後
EMBA 課程兩年的學費已經超過 60 萬元了，但是報
名學習的人還是趨之若鶩。不僅中國人在學古漢語和
古詩詞，外國人也在學，如特朗普的外孫女秀中文和
古詩詞的視頻，就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為了中美
外交中的溫馨瞬間。所以，對中國文化的自信，中國
文化品的價值回歸，以中華美學精神引領和推動生產
更多原創文化，滿足現代文化消費需求，將成為無消
費邊界和容量限制的市場新空間。
      九是安全消費已經成為人民群眾最基本和最迫切
的消費需求。改革開放 40 年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
也出現了壹些問題。怎樣才能獲得使我們生存和發展
所需要的安全產品，怎樣才能使我們處在安全的環境
下，這創造了大量新的消費需求。比如，為了食品安
全，人們寧願購買最貴的產品。這是安全消費需求對
食品附加值的創造，這方面的消費需求隨著人民群眾
對生命質量和安全的重視，隨著收入水平和購買力水
平的提高，會日益增長，進而引導涉及到安全產品所
有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變革。
      十是定制化消費將成為體現消費者消費品格和個
性化需求泛在的消費需求。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大
數據、雲服務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以模仿型、排浪式、
總量化為特征的傳統消費漸行漸遠，而追求時尚、健
康、休閑、品質的新消費群體，正在引領我國加速進
入個性化、多元化、多層次消費的新時代。移動互聯
網購買下單形成更多個性化商業定制，可以把消費者
個人碎片化的需求集成起來，形成小批量、個性化、
品牌化或創意化的商品。比如，消費者購買服裝消費
行為的變化，將促使零售商利用數字標牌、電子試衣
間、智能定位、自助終端和 VR 展示等壹系列智能應
用，帶給消費者智能化和場景化的購物新體驗。在體

驗過程中產生很多數據，可以通過這種場景化展示，
形成滿意的服裝顏色、款式設計，進行試穿的仿真結
果，然後再據此進行服裝設計，最後到工廠進行制造。
      當然，新消費和中高端消費發展趨勢是壹個變動
的過程，隨著消費結構、消費行為、消費需求偏好的
動態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永無止境，在這個意義
上說，消費端的變化是引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
源。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是實現消費轉型升級，
從傳統消費轉變為新消費或中高端消費，適應人民
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要，提高與消費結構的
匹配度和適應度，將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竭動
力。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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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國媒體稱，根據法庭記
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長子小特朗普
（Donald Trump Jr.）將與他的妻子瓦
妮薩離婚，結束兩人將近 13 年的婚姻。
據了解，瓦妮薩已經向紐約州最高法院
提起離婚申請，走的是協議離婚程序，
意味著二人在孩子撫養權和財產方面不
會產生太大爭議。
       但是，據《赫芬頓郵報》披露，就
在小特朗普夫婦提起離婚申請之時，壹
位前模特 Melissa Stetten 在推特上曝出

了小特朗普在婚內給她發的色情私信截
屏。推文顯示早在 2011 年 11 月，在瓦
妮薩剛生下兒子 Tristan 時，小特朗普
給 Melissa 發送了調情私信。
      “很吃驚他的婚姻失敗了，因為他
在老婆剛生了小孩後還給我發了私信。
當時我發了壹條推特，開玩笑地說需
要用很大力氣才能拔出壹條衛生棉，
他還回復問我‘妳聞到培根的糊味了
嗎？’”，Melissa 寫道。
       此外，Melissa 還附上了幾乎同壹時

期小特朗普發給她的私信。據《人物》
雜誌的報道，Melissa 此前並不認識小特
朗普，直到後者私信她。但是，自從兩
人“勾搭”上後，他們在推特上的互動
似乎就停止了。
       前模特 Melissa 表示自從和小特朗
普開始推特互動後就刪除了發的推文，
但發現了壹條未刪除的。與此同時，瓦
妮薩這邊被曝出，長達六頁的離婚聲明
表示她雇傭了壹名叫做 David Feureisen

的紐約律師來代理離婚訴訟。值得註意
的是，這位律師之前的從業經驗是作為
刑事辯護律師來替客戶進行辯護的。
       “這是壹個令人好奇的選擇，要是
小特朗普夫婦是和平分手的話”，美國
紐約曼哈頓律師專家 Bonnie Rabin 對此
評論，“要是真是和平分手的話，妳不
需要強調犯罪方面的記錄”。
       雖然，ThinkProgress 組織的創立者
Judd Legum 指出“Feureisen 律師雖然接
過許多刑事案件，但他也時不時處理壹
些紐約的離婚案件”。
       但是，就在兩人發表離婚聲明之
時，《紐約時報》披露出“通俄門”專
項調查小組的穆勒（Robert Mueller）
傳喚了與“通俄”文件有關的特朗普團

隊，小特朗普正是擔任該團隊的執行
官。於是，《赫芬頓郵報》分析說，瓦
妮薩聘請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應該不是
為了處理與小特朗普的離婚案件，而是
為了可能受到穆勒關於“通俄”的詢問
做準備。
       據知情人士透露，隨著特朗普入主
白宮，小特朗普夫婦的生活逐漸被打
亂。外界對其家庭生活的密集關註令瓦
妮莎不勝其煩，讓她尤為擔憂的是孩子

們的安全與成長，特別是今年 2 月她收
到壹封裝有“不明白色粉末”的信。雖
然並未受到傷害，但著實令她受驚不
小。
       不僅如此，小特朗普“性情上的變
化”加劇了二人關系的惡化。最近壹段
時間以來，他做出了壹系列“出格”之
舉：比如，他在推特上為不少爭議推文
“點贊”，其中壹條被指是對佛州校園
槍案幸存者的詆毀。截止目前，小特朗
普還沒有就離婚訴訟聘請任何律師。
( 封面新聞 )

川普長子婚內跟模特調情，
老婆請刑事律師惹人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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