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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切两性相关的行为和思想，本质上都是在潜意识层面被基因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所驱动的。 

爱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基于发情生理现象的文学艺术加工。 

希望读者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两句话。 

 

此书侧重实践与实用性，将尽量以最浓缩的文字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向读者展示面对各种两性

情况时的正确做法。同时此书的内容和技巧可以不分文化和国籍地运用在任何女性人类身

上。 

此书的最终目的是改造和升级中国男性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在两性市场已经过于落后的思

想和行为，最终让男性个体获得更高的生命品质和更多的快乐自由。 

 

关于作者写此书的动机：简单来说就是对于雄性工具人的怜悯和共情。在我这些年走南闯北

全世界到处飞的过程中，我发现无数国内 40—55 这个年龄段的老哥，对比同龄外国老哥（包

括同水平发展中国家）是极其悲惨的。 

他们拿死力赚钱，一天十几小时，甚至一个月不休息超过 4 天。钱全都会直接上缴到妻子，

供养家庭，完全没有享受和快乐，也不会考虑到自己是不是活着有意思，脸上只有勉强由于

发挥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造成的累笑。他们通常是和妻子之间是没有爱和关怀的，和孩子

的互动也只有实质上的你要努力将来才能卷赢，而他们的儿子又是一个循环。 

 

我真得很同情他们。我看到的是干涸枯萎的灵魂散发着寻死的气息。 

我希望凭我之力，减少这种例子，少一个是一个，这都让我感觉救成功一个人。 

看到我文字的人大都还年轻，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种老哥。  

 

关于作者的必要信息：作者是浙江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财务相关专业，由于单纯的求知欲

阅读过大量国外正规出版（大于 80 本）的社科类书籍，同时由于工作便利和个人兴趣驱使

在不同国家交往和约会过大量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女性，当然对应也有很多来往的各国男

性朋友。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有大量可以和国内两性市场进行比较和分析的直观资料和经

验，同时对国内男性比较悲哀的工具人命运开始有了深刻的认知。 

 

最后：朋友们，如果我的文字，为你带来了启发和理解，武装了你的思想和行为。 

 

为你解开了疑惑和内心的冲突，避免和消解了因为女人导致的痛苦和矛盾。 

那么这些文字没有白写。 

有一个算一个，我为你们得到的自由和解放而开心。 

 

我为此而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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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与双价值 

爱情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简单的基于发情生理现象的文学艺术加工。 

当男性具备让女性基因利益最大化（即更好更快更强地传播基因）的优质特征时，女性就会

进入发情状态。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和大量的基于三方案例的观察分析，我认为女性只对可得

交配列表上 mating list 双价值约前 8%的男性动态发情。即一个女性会因为双价值更高的

男性流入可得交配列表 mating list 头部，或者你掉出她的前 8%，而对你动态地停止发情

（被她主导也会导致停止发情）。而她一旦不发情，她就会开始注意绑定更强男性的机会，

并且将男方彻底工具化和消耗品化。 

 

双价值分为基因价值和生存价值，这里的生存价值在现代社会指的主要是金钱。而基因价值

则是任何有利于异性基因扩散的生理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智力、颜值、身材。 

 

作为一个男人你永远不应该去追女人或者表白。  

得到一个女人的发情很简单，在生存价值和基因价值上压倒她可得交配列表 Mating List里

92%的男性，她的基因程序就会在几次废物测试 shit test（测试你双价值的语言和行为陷

阱）被通过后强制让她对你发情，哪怕她已婚已育只要还在生育年龄，她就会被基因本能强

制发情。 

而追求无非就是在对方不发情的情况下，企图用讨好和贿赂的方式获得对方基因价值的一种

无耻行为，给双方都会造成很大的痛苦。 

其次关于表白。 

当你双价值进入她 Mating list前 8%，你即使不表白，你也可以直接做任何你想要的事情，

反正她都会接受。 

要是她不发情，怎么表白都是没有用的，只能换来沉默和拒绝，即使侥幸成功最后也会被东

食西宿或者工具人化。而工具人是无法在任何长期关系里得到满意的性生活和生活品质的，

精神和心理的长期被压制和痛苦，将会逐渐将工具人的生命摧毁。 

 

所以去拉升你的双价值，去寻找对你发情的女人，并且在正确的框架下主导那段关系，这是

你唯一应该做的正确事情。 

 

如果你双价值极低且无力回天，我认为租鸡青一是唯一的出路，或者去赚钱做一次性消费也

可以，因为妻子会经常通过单次交配机会性勒索她不发情的工具人，并且有明显的生理和心

理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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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且高速度地约会和换人 

1.确定感兴趣的女性 ：在充分展示双价值（基因和生存）信息后（通过非对话的形式），几

句根据她个人特点的互动后就可以直接邀约，切忌不要在网上多聊或者拉长时间线。 

2.单独约会：如果她答应，约在咖啡厅或者奶茶店这类离家不远的场所，不要约饭（会导致

成本上升和性欲下降），时间约在晚上 7 点以后。被拒绝就换人或者冷冻她至少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还是拒绝，那么根据情况删除她或者和她交换人脉资源。 

3.根据约会结果判断你是否让对方发情 ：整个对话内容控制在 15分钟以内（过长不会增加

了解程度，但会增加疲倦感，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多精彩内容好聊），尽量营造轻松有趣的氛

围，说一些自己的故事，对她的生活和兴趣进行扩撒式的提问即可。 

4.邀请私人住所独处（被拒绝就换人） ：邀请她来你的住所继续聊、看电影、看收藏（借

口，具体内容不太荒谬就可以），注意不管是之前的对话和这里的邀请一定要全程看着对方

地眼睛说话。 

5.肢体接触升级 ：进门之后，离她近一点，看着她的眼睛随便聊点什么，没有闪避就可以

亲上去了。 

6.根据反馈决定换人还是再进一步 。 

7.发生肉体关系 。 

8.一段时间后根据她的表现再决定是不是要升级成女友。 

 

在步骤 7如果遇到处女，不日换人。算是为了社会公益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请把她留给愿

意结婚的老实人。 

如果 8个步骤多次重复下来你完全约不到人，暂时退出市场，提升基因价值和生存价值，几

个月甚至一年后再重新实施这个步骤。 

 

线上约会软件以 tinder 和探探为例：用蓝牙自拍杆拍几张充分展示你双价值的专业照片上

传。配对后，针对对方的简介和信息，简单互动一两句就直接邀约。应约就进入上文步骤 1，

不应就冷冻一个星期，还不应就直接删除。 

线下扩展：针对对你不发情的女性，都可以和她交换交配资源，大方地将身边的优质男性介

绍给她，但是也需要她带女性朋友过来，还是可以去包括不限于喝茶或者去公园、爬山（避

开可能的高消费场所）。通过此女认识她的朋友 ABC, 以此类推可以认识 A的朋友 A1B1C1。

一旦得到联系方式，可以当天或者隔天带那个新的女性朋友走流程 1-8。 

 

关于圈子极其狭窄的男性朋友：一个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必然会有同学、朋友、父母、

邻居等，请他们为你介绍一个女性朋友，但为了避免尴尬，不要碰这个女人，通过这个女人

去认识她的朋友 ABC，然后走流程 1-8，这种情况下即使短期关系破裂也不会对自身造成不

利的影响。 

最后讲一下如何通过非对话的形式充分的展现双价值：在线上就是通过照片的背景信息，让

对方读取到你的生存价值，比如你在异国旅行、在高消费场所做高成本的事情、高成本的兴

趣爱好等。至于基因价值就是充分地展示你的帅、壮、高，以及各种需要力量的运动场景。 

在线下怎么展示生存价值呢？最简单地就是开高成本的车或者让对方读取到只有富裕地人

才能承担的商品。至于基因价值，我认为这个主要是要争对自己的身形特点，参考类似的模

特的穿搭和发型，记得要把腰际线的视觉效果尽量上移，显得腿长。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

去研究一下医美，以及怎么通过力量训练得到强壮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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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一下怎么和非中国籍的女生约会，以及这两类女性的主要差别 

如果你英语或某门外语比较熟练，能够达到随意表达和应对问题的程度，那么约会非中国籍

的女性会轻松很多，不管是从短期或是长期的角度，同时精神和肉体的体验也会相对更舒服。 

约会洋妞也还是用上文提到的 1-8步骤，关于线上线下人脉扩展其实也大同小异。同样作为

女性，她们潜意识层面的雌性基因利益最大化本能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国外男性的制衡力度

大和部分社会经历过性解放，所以导致她们对待男性没有国女那么嚣张。为什么要说这个？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拿对国女那套去处理和洋妞的长期两性关系，洋妞在产生适应性后照样

会和国女一样嚣张，然后你就没好日子过了，记住一段由男性坚定主导的两性关系是满足双

方的本能需求的。 

那怎么和洋妞开始聊呢？下面这个是我自己常用的。 

A: HIIII, how are you? my name is Adam, you look great! what's your name?  

B: Oh, thank you, adam, my name is Jessica, nice to know you 

A: do you like to drink a cup of coffee together? Jessica. 

If yes go next, if no change to another one. 

Introduce yourself little bit and ask something about her, extending the topic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she gives to you in 15 mins. Then, you will 

ask her if she likes to come to your place which is very near to have more 

conversations, some drinks or whatever. 

If yes go next, if no change to another one. 

After she enters the door, you may start to kiss and bang her, if she didn't 

like it, just let her go and change to the next one. 

然后把约咖啡的步骤换成其它的活动，再和她约几次，如果她依然赴约，并且双方都相处地

比较愉快，就继续保持，在时间成熟后，你可以根据自己地需求考虑进入男女朋友关系。如

果中间她表现出不对劲的地方，比如不尊重或者想捞钱，那么严格止损，及时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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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她马上停止发情，即使她追的你 

女性会在一段关系里频繁地尝试夺取关系的主导权，一旦她成功，她就会对于你的双价值产

生主观定位困难，然后由于雌性慕强择偶机制 hypergamy的作用，即使你仍然拥有客观的优

质双价值，她还是会停止发情，并且开始注意更强的男人和其它最大化她基因利益的可能性。

而以下 8点，将会导致男性被主导，然后女性停止发情。 

1. 让渡生存资源控制权，比如工资上交。 

2. 服从她的性勒索。  

3. 主动为女性基因利益最大化考虑，且在阉割男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策略的基础上给与

女性绝对安全感，导致她产生她不管做什么，这个男人都不会走的错觉，即你已经

被她锁死了。 

4. 没有自己的立场，即使违背自身意志和利益，也去迁就女方。 

5. 陷入安全感，降低对自身基因价值的要求，比如变得邋遢。 

6. 暴露缺点和弱点给她，并且向她示弱和哭泣。 

7. 生存价值衰弱，陷入失业或者破产，双价值掉出她的 mating list前 8%。 

所以怎么在一段关系里保持男性主导权呢？ 

严格和持续地拒绝所有不合理和让你感觉不舒服的要求，绝对不因为来自情感和性的勒索

与她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无法主导男性，无法完成精神阉割 emasculate，如果她本

对你发情，那么她只会在一段时间后对你更加上头。如果她本打算把你当成工具人和消耗

品，那么她很快就会抛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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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陷阱-不存在的好女人 

每当我告诉他人关于女性的真相时，总会有人发表独角兽言论，即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这样

的，还是有一些女性是符合美好纯洁的女性形象的。 

但这种独角兽言论是错误的。 

有很多女性包括各位的母亲，她们根本没有在择偶语境下以一个男人的角度和女性相处

过，她们所谓的善良女性只能是在非择偶语境下以自然人的情况存在的，而所有女性在面

对男性时，都是极度忠诚于其基因利益最大化的，甚至到了机械和程序化的地步，根本不

会存在暧昧的空间。 

至于发表独角兽言论的男性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但都是被女本位从小教育洗脑过过的

现代人。 

1. 太年轻，现实还没有展现出和女本位谎言的差异性，所以没有感受到认知失调。 

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在精神和物质长期遭受双重奴役的情况下由于认知失调太严

重已经通过被虐产生了多巴胺分泌。所谓的宠妻狂魔、妻管严、工资上缴多是这种

类型。他们用自己构建的认知强行取代他们残酷的现实，这种人的女朋友和妻子，

经常在关系中鄙视、侮辱、勒索他们，且对他们完全生理排斥，但他们是决绝客观

去认知的。 

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和其它妖艳贱货不一样，可是她们的本质的确是一样的。大多数女性

对自己同时对女性这个群体都是有严重的认知偏差的，她们根本不会正视来自潜意识的基

因利益最大化本能，只会一遍遍强行地在现有道德框架内合理化，有时候连她们自己都信

了。 

所以，我们应当放弃寻找独角兽的情结，并且对于自称独角兽的女人，不能放松警惕因此

陷入不存在的安全感。 

 

判断女性是否对你发情 

首先根据你自己的阅历和直观经验判断你自己能否在生存价值和基因价值上压倒她圈子里

她能够到的 92%的男性，如果可以，那么她就可以对你发情，如果你觉得她可以接触到大

量双价值高于你的男性，那么她绝对不可能对你发情。 

在潜意识层面，女性对双价值的痴迷是以其本人基因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获得优质基因

和优质生存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更强地传播她本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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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发情的女性她们的表现是非常直观的，基本上就是你说什么她都觉得有意思、你想干

嘛就干嘛、非常照顾你的感受和情绪、会担心你不爽、会主动降低你的交往成本到负数还

担心你跑掉、会用性来留住你、会接受很多做.爱的花样...等。 

对你不发情的女性则不会展现上述特质，她们基本上会采取剥离你生存价值的策略，并且

多会反向操作上述特质。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你曾经是她圈子里的 top8%，随着你的价值衰退或者新 alpha 进入她圈

子，导致你滑落至后 92%，那么女性在感知到的短时间内会不受控制地停止对你发情，并

且开始采取价值剥离策略。但如果此时她被婚姻、道德和孩子困住而不能离开，那么她就

会成为典型的怨妇。 

男性们要明白和一个对你不发情的女性进入婚姻或者承诺关系是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自虐。 

和女性的基因程序和解 

很多男性在成功解构了女性为了最大化基因利益而构建的女本位生态后产生了长期的愤

怒、怨恨。 

我感觉有必要谈谈这个事情。 

在动物的原始交配模型里，雌雄双方的所有交配行为都不过是为了更好更快更强地扩散和

传播自身地基因，并不存在黑白对错，高尚和卑劣的说法。 

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把你马上性转成女性，你的基因利益最大化策略会马上导致你的行为

和思想与大多数女性表现出很高的相似性。因为你的基因利益最大化传播模式从广播种变

成了子宫生育模式。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冷静、平淡地去接受这个事实，而不要让激烈地情绪影响到心理和精神

健康，导致影响生命的品质和快乐。 

唯一需要做的是看透女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策略，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志保留或者使用雄性基

因利益最大化策略，让两性游戏对你来说公平开局就可以了。 

  



9 

 

如何处理两性关系让男性利益最大化 

答案是：Indifferent 漠不关心 

把女性和两性关系相关的内容，彻底从注意力后台和人生目标中删除，把注意力完全集中

到自我实现和变强。不意味着要你禁欲，相反你需要地话可以去交配或者繁殖，但是不要

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和脑子里，甚至上升到优先事项。 

由于生理特征，两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和途径是水火不容的。 

女性所思考的和所推崇的思想，必然是基于女性本位视角的，她们不会察觉到这有丝毫地

问题。但这些思想基本上是有害男性的物质以及精神利益的，你作为男性应该以男本位为

基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协调利益，而不是反过来。 

同样，男本位视角是挤压女性利益的，比如男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就是漠视生育只管

播种数量。但基因利益真地很重要吗？需要你自己去思考，我认为基因利益是没有意义

的。 

现代全世界流行的由女本位视角衍生的各种文艺作品和其二次创作、社会制度、教育体

系，是完全利女的，其深度已经达到不可动摇。比如被包装成了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发

情、交配和繁殖。 

 

如何面对雌性选择 

女性不用面对激烈的雄性选择，因为男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由于其生理特征是广播种

低投入。 

男性需要面对极端残酷的雌性选择，因为女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由于其生理特征是慕

强择偶。（动态地选择 mating list里基因价值和生存价值前 8%的雄性发情交配并获得资

源投入） 

那普通男性怎么面对雌性选择才是最好的呢？ 

1. 无意义化和解构基因利益，客观理性地理解基因扩散和延续并不影响本人基因的消

失和毁灭。 

2. 以自己为主体和目标，进行基因和生存价值升级，随和平静地享受自己价值半径内

能获得的发情，但不要给予承诺，清醒地认知到一切不过是发情、交配、繁殖。不

要勉强自己加杠杆（承诺、追求、婚姻、讨好）去获得价值半径以外的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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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白一切都是流动变化的，雌性的 mating list 是经常流入和更新以及淘汰的。她

变，你不变，你就活该扑街。 

4. 用发情框架替代爱情框架去思考两性关系。局限在爱情框架里思考和分析容易出现

的一个问题是，女性神化，她们可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自定义游戏规则和主观

解释游戏规则，还有随意添加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两性博弈，女性都会轻易

得到胜利，并且压制男性到任何程度。任何思考都难以避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认

知失调。但当我们把爱情还原成原本面目发情时，女性的这种神力就会消失。双方

都会进入公平博弈的状态。男性可以纵享丝滑的精神安宁与心理健康。 

 

 

 

 

离开对你进行价值打压和价值欺骗的人 

价值打压举例：生存价值贬低（反复暗示你穷）、基因价值贬低（让你觉得你挫、弱）。 

价值欺骗举例：生存价值夸张（假装有钱，用奢侈品包装消费水平），基因价值夸张（遮

盖严重的化妆、医美、严重的照片 PS）。 

以上以女性为例子，但价值打压和欺骗，可以出现在任何人身上。 

不要和他们产生联系甚至住在一个空间，不管他们是谁贴了什么标签。 

长期的价值打压会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自信心、自尊，造成巨大的不可逆的伤害，且大

幅度损伤这个人的生命品质。 

同时各位自己也需要注意，不要被价值打压这个恶习感染，成为输出者。 

推荐有这方面问题的人阅读人性的弱点和亲密关系。 

多刻意输出正面且积极的信息素，远离垃圾人和垃圾信息素。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组成这个社会的小原子，一点点改变都会产生长远的意义。 

记住！永远平静和理智地处理任何情形，看着人的眼睛，微笑平和地表达你的需求和你真

实的想法。如果你懦弱和害怕，别人是会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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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判断双方的实际价值 

很多朋友被女人们的虚假泡沫欺骗，觉得自己又穷又弱，觉得女性一个个都是迪士尼的公

主。请仔细看看这个数据，明白极低收入层和低收入层里有差不多一半是女性。也就是差

不多有接近 6.25亿女性月收入低于 5000. 

你虽然不是王子，但也不是小矮人。至于她，八成不是白雪公主。如果你有五险一金且月

收入超过 5000，那么恭喜你已经战胜全中国 95%的人口。记住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

发展中国家，普通人都很穷。 

以下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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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做废物测试 

如果你一定进入娶妻生子的模式，或者遍历繁华后想体验婚姻围城，那么我有一个很重要的

建议，就是对女伴做一个月的废物测试。 

 

其实按照雄性基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雄性天然地是没有基因本能要去废物测试女人的。 

广播种策略不会管被播种女人的细节，因为这不影响基因扩散速度。但这已经不适应一夫一

妻制性规范后的两性新常态。 

 

但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就导致男性也有必要做废物测试了。 

只是大多数男性的本能还来不及适应一夫一妻制，所以自然情况下都不会想到要废物测试女

伴。 

 

怎么废物测试女人呢？ 

其实简单，假装失业、投资失败、破产，一个月差不多，然后需要她的经济帮助（以产生经

济压力为准）。然后你看她的反应和变化。 

如果她开始冷处理或者回避你（比如不愿意交配），就证明这个雌性还不配婚姻，因为她依

然按照基因本能做决策，你可以考虑换人了。 

 

她现在这个反馈就是她以后你真地需要依赖她时，她的反馈。 

这个测试主要是给一定需要传统结婚的高价值男性的建议。 

 

剧透：只有极少数的女人可以通过这个废物测试，即克服其慕强本能，真正做到对一夫一妻

制和爱情无双标和认知失调。 

 

如果你觉得她一定通不过这个废物测试，那么唯二的出路就是 

1. 只同居可以生育但是绝不领证。 

2. 做婚前协议，分割财产归属，确保她不会因为离婚收益。‘ 

 

如果都操作不了，你只能换人，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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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完整的男人要从自爱开始 

很多男人在被文艺作品教育了所谓的爱的概念以后，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被女性承认和被爱或

者说在剥离工具属性后仍然被他人理解和接受，很多男人为此将自己的人格和时间作为工具

进行燃烧。 

 

但所谓的爱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简单的发情，和猩猩猴子没有太大区别。女性的发

情是动态的和针对部落首领的，客观来说她是不可能提供文艺作品描述的那种爱的，如果你

感受到了，只是因为你自己对发情进行了主观美化。 

 

如果你想体验到一个完整的自我，我建议你无底线地尊重和信任自己，就像爱另外一个人一

样，但把这些情感投射给自己。 

 

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明白竞争是雄性的宿命和本质 

首先竞争不等于无脑内卷，而是精益求精和把蛋糕做大做出花样，并且经常做战略性思考避

免陷入无意义投入。 

作为雄性，躺平其实是违背我们的基因本能的，在这种状态下是我们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精神

满足的，并且我们会陷入一种低能量状态。 

 

不停地拉升双价值（基因和生存）然后广播种，它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它会带来满足感和生

命力。这里不是说专注于滥交，而是利用好这种基因本能，但是把这种生命力投入到更崇高

和宏伟的个人理想里。 

 

在竞争的道路上进化或者消失，其实好过为了活到尽头而活着。 

 

我们所有的恐惧、不安、焦虑、痛苦，本质上都是对生的贪恋和对死亡的恐惧。 

这些情绪奴役着我们的精神和肉体。 

在思想上接受死亡，平静和冷漠地凝视它和分解它。 

最终在思想上真正接受自己可以在下一个月就死去. 

从此你会得到无所畏惧的，真正的自由。 

 

我们说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按照他想要的方式过完一生。 

而从你获得这种自由开始，成功已经是定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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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男在海外两性市场的真相 

国女经常在这一方面频繁地采用放大局部事实的方法来打压中国男性的基因价值

（devaluation），以及夸张其自身的基因价值(value cheating)。其实已经对很多阅历浅的

国男造成了低自尊和不自信的问题。 

这部分女人，在国内的两性市场里构建了一种国男哪都没人要，也不受欢迎，只有国女可怜

他们才会要的信息茧房。 

 

那真相是什么呢？ 

女性不论人种文化只会对她 mating list 可得交配列表上双价值前 8%的男性（不论人种文

化）发情。 

并且在夺取关系主导权后停止发情。一切都是为了她基因利益最大化。 

 

对，就这么简单。 

但我上文提到这个信息茧房是基于局部事实放大后再构建的。 

在加美澳新，整个社会是以英语为母语和文化载体的，且以白人为权力核心构建的。考虑语

言能力和人种，中国男性包括其它后来的移民，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生存价值优势。 

其次是基因价值，中国男性有很大比例缺有乏身高优势、健身运动和回避暴力的问题，直接

间接形成一个看上去武力值低的问题。在欧美文化下，低武力值的情况下很难形成基因价值

优势。 

 

但即使在竞争更激烈和有竞争劣势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双价值高的中国男性，在欧美，一

旦进入女性的 mating list 前 8%，你还是可以让她发情，不管是什么种族文化都没问题。

不用管她是东亚、阿拉伯、拉丁、斯拉夫、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都能拿下，而且是越开

放的文明长大的越容易和越快。 

 

所以说到最后，全世界女性在雌性的基因利益最大化策略上其实是不区分的，你想要成为被

发情对象，把双价值拉到目标女性 Mating list 可得交配列表的前 8%即可。同时你需要在

交往过程中直接忽略任何的价值打压和价值欺骗，要对自己有无条件的自信，要无条件地支

持自己。 

 

同时要注意，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只有真实生活里接触到的男性才会被女性计入可得交配列

表。你不需要同网络上的男模特以及男明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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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必知生理知识以及关于性病 

1. 男性的大小不会影响男性 100%的确定性性高潮。它只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被

填充感，而被填充感是和女性高潮没有直接联系的。再说了一个女人都说这种话

了，男性为什么还要关心她来不来高潮，反正男方肯定能来。 

2. 女性的高潮主要是和 Clit阴蒂的正确刺激有关，还有一小部分是和 G点（在阴道

前壁靠阴道口 2—3厘米处）相关，Vagina 阴道里深度超过 5CM甚至都没有感受神

经元。女性可以通过外部阴蒂刺激或者内部 G点刺激达到高潮。而刺激手法及途径

则掌握在男方手中。必要时可以借助性玩具以同时实现双重刺激，效果应该非常明

显。 

以上两段很容易在百度百科或者维基百科验证，你们自己有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 

所以搞尺寸羞辱或者尺寸竞赛的人，又蠢又坏。 

关于性病，国内的信息我认为为了维护女性通过性垄断建立的性权力刻意回避了带套感染

率低以及一些其它可能导致男性选择性工作者的真相，其实真相更贴近维基百科里的描

述，这里我给各位摘几段关键信息。 

目前，随着抗艾滋病药物的发展，在得到妥善治疗的前提下，艾滋病感染者的预期

生存期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延长。目前的治疗方案能将艾滋病毒的数量控制在很低水

平。根据估计，如果一个 20岁的青年人在 1996年患上艾滋病，他只能活到大约

39岁。如果一个同样的 20岁青年在 2011年患上艾滋病，他可以活到大约 70岁
[22]。 

估计通过各种感染途径（单次行为） 

获得 HIV 病毒风险几率(以美国为例)[16] 

感染途径 估计感染几率 

输血 90%[17] 

分娩(传给胎儿) 25%[18] 

注射性毒品使用共用针头 0.67%[19] 

经皮针扎 0.30%[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G%E7%82%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A7%E7%8E%A9%E5%8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6%BB%8B%E7%97%85#cite_note-2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MMWR3-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Donegan-1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Coovadia-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Kaplan-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Bel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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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交受方* 0.50%[21][22] 

肛交插入者* 0.065%[21][22] 

阴茎阴道交媾女方* 0.10%[21][22][23] 

阴茎阴道交媾男方* 0.05%[21][22] 

口交接受者 *§ 0.01%[22] 

口交插入者*§ 0.005%[22] 

* 假设未使用安全套 

§ 资料指的口交 

是男性作出的 

各位可以直接点击链接或者检索维基百科来确认数据来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我不会鼓励你们去嫖娼，但是你们必须知道真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ESG-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Varghese-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ESG-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Varghese-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ESG-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Varghese-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Leynaert-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ESG-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Varghese-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Varghese-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5%85%8D%E7%96%AB%E7%BC%BA%E9%99%B7%E7%97%85%E6%AF%92#cite_note-Varghes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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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各国洋妞的一些看法 

拉美：以墨西哥为例，我自己在墨西哥生活过一年多，在拉美，由于殖民和文化等原因，金

发碧眼是基因价值鄙视链顶端，他们自己内部都有肤色歧视链。东亚人种的魅力可以展开，

但会受限于受到亚洲文化（韩流、中日电视剧）影响的这部分（数量也不少，还都是年轻人），

对于不接触东亚文化的人群，她们的倾向大概是中立。我约过墨西哥、智利、巴西、巴拿马

的拉丁妹，我偏爱的也是拉丁妹，主要是性格活泼和我比较玩得来，而且做爱配合程度和接

受程度（你懂得）非常好，加前凸后翘的比例极高。 

受到中韩电视剧和 KPOP的影响的部分拉丁女，的确是对东亚男 5分+（以战狼吴京的形象为

标准）以上的部分有偏爱，即她可能偏爱单眼皮或者 BTS（韩国的一个男团）类的脸部特征。

在这个基础上，大部分在当地的东亚男又普遍生存价值比当地男人要强。所以这部分特别偏

爱东亚男性的拉丁女是存在的。特征是都比较年轻，基本主要集中在 16-28 这个年龄范围，

受教育水平都比较好。 

但你要是问我，是不是随便个亚男，比如随便拉个做海外项目的国内工人过去，也能让大部

分拉丁妹发情还主动勾搭你，那很遗憾根据我的观察不是的。你得先过了某个标准才会开启

这个偏爱红利。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拉丁妹按照国人的审美，大概只会对纯血拉丁裔或者高比例高加索基因特

征的混血女性会感兴趣。很多纯美洲土著血或者高比例美洲土著特征的混血女性，我不认为

国内的男性会喜欢，她们长得普遍比较...黑也不太符合我们的审美？？ 

继续说，没有接触过亚洲文化的拉丁妹，她们的态度大概是觉得你比较新鲜，但是除非你比

她圈子里的大多数男性都强（指基因和生存价值，没你想得那么难），否则你是没戏的。但

是又说回来啊，即使在她们没有偏爱的情况下，我觉得她们展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也比国

女普遍要欢快很多。所以对比国女在约会里普遍不欢乐或者绷着的表现，容易让人产生一种

拉美女人喜欢东亚男人的感觉，但其实她们只是正常表现而已。比如我记得在第三次还是第

二次约会，我的其中一个约会对象就直接往我脸上贴了个墨西哥国旗，然后拉我去市中心看

国庆节大聚会还有跳舞，非常有意思。 

简单说吧，就是你如果差不多综合分 5分以上，再加你有体面的收入和会外语，你会发现你

的行情在拉美比国内好非常多。国内内卷过度，行情虚高，服务态度也因为很多原因比较差，

和房价差不多一个意思。拉美不是房价便宜，她们只是房价不虚高。 

 

中东和泛伊斯兰：根据我和中东女还有土耳其女的线上线下接触，受到亚洲文化（韩流、中

日电视剧）影响的这部分都很主动，但是宗教和文化会让她们严格守贞，所以不打算结婚还

是别浪费时间了。有意思的是，他们严格来说也属于高加索人种，反而对金发碧眼基因没什

么强偏好。如果你打开国际约会软件例如 badoo或者一些语言交换软件,一旦匹配到中东女，

你很快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尤其是北非，阿拉伯女由于雌性慕强本能，已经对包括中国男

性的东亚男性接受程度非常高，并且她们因为原生文明的弱势，已经有了现象级别的自我身

份认可障碍，和她们有很强的外嫁需求。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泛伊斯兰区域基本上是父

权和家长制非常强盛的地方，和她的家人密切打交道以及提供彩礼 bride price 是基本上

无法避免的，不过这应该对国男问题不大。和她们打交道，我的建议是不要在宗教方面对她

们进行妥协，一定要让她适应你而不是反过来，这点会是两性主导权的第一个争执。她们的

优点是受到伊斯兰教育，基本上对于男女双方需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彼此的权力和责任有非常

清楚的认识，所以不会出现国内常见的婚内性勒索这类的现象，当然这个你们也是要在进入

严肃关系前谈清楚的。她们基本上约会就是冲着结婚去的，不搞欧美约会的那一套，算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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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点像。 

 

西欧北美：这部分我只有各种露水情缘（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没有深入打

过交道。直接用我在快速约会篇的方法处理即可，同时我认为她们反而是最简单不需要过多

分析的。这部分我个人的体验是，首先偏见和压制是有的，不然 BBC好莱坞这类传媒，这么

多年的抹黑你以为开玩笑呢，遇到这种类型的，除非是在线下，优质个体直接破除她们的刻

板印象，在线上遇到偏见基本上是没辙只能换人。但会有一部分人是中立态度，不过基本上

如果你想约高分，需要你这个人有明显的男性气质，高、壮、alpha、外向以及综合分不错。

不需要废话，这种类型直接用我的快速约会篇的方法论就可以了，不需要想太多，行就行，

不行马上下一个。 

 

东欧和泛斯拉夫：线上和线下都接触过，我认为有受东亚文化影响的比例小很多，这部分能

接触有心也能成（白俄那边学中文的学生不少），但要她们和中东女的主动比那差太多了。

且有相当一部分能感受到所谓的白人骄傲，这部分就比较讨厌了，特别是实际上他们国家还

不如中国。她们因为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不高，普遍是有寻找一个男人来依靠的心态的，这

点和西欧和北美有很大不同，如果这种心态劣化，就会演化成捞钱婊。其它的西欧北美也差

不多，同样用快速约会的手段接触即可，切忌对她妥协和退让，或者展示软弱的一面。 

 

日韩东南亚：我遇到过一些主动的东南亚妞，但我自己没什么兴趣，所以没怎么了解过，主

要是我觉得找她们还不如降维打击厂妹，哈哈。日韩地话，我自己倒是约过一个韩国妞，她

也对我感兴趣，然后就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但就仅限于她，日韩不管是线上线下都接触地很

少，但只是接触过的这部分来看，挺有礼貌的，还算挺好的，然后她们都对仪表仪态很勤快。

那个韩国妹是偶然在上海用 tinder 约到的，她从首尔来上海旅游，然后我用快速约会约到

后，陪了她几天。 

 

我觉得简单来说，结婚地话中东妹不错，玩乐地话找拉丁妹最好，其它介于中间吧。 

至于国女，7个亿的女人，肯定有不错的，不能说死，但的确普遍性价比和体验都不好。 

 

以上内容只是大概率现象，你们肯定会遇到不符合描述的个体，毕竟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高速流动一定程度上会让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呈现一定程度的同向演化。 

 

那作者本人是怎么考虑婚恋的呢：只同居不结婚，暂时不考虑生子。直到因为生命体验开始

重复然后我的想法产生新的自然变化，或者一直保持下去。我不认为维持一段让男性舒服的

婚姻的代价，特别是时间和精力方面，是现在的我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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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可悲的工具人和消耗品 

大多数在经济上不具备优势的女人会在一夫一妻制性规范的约束下，在和优质雌性竞争圈

子里头部男性的绑定机会失败后，在生育窗口关闭前被迫选择一个其不发情（没有爱的感

觉）的男人进行绑定（结婚），将他规训后，作为工具人和消耗品使用，对自己和后代进

行供养以最大化其基因利益（更好更快更强地传播她的基因），同时在绝经前保持更新

mating list寻找绑定更强男性的机会。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使用各种理由和行为，比如爱情概念、价值打压和价值欺骗，掩盖其和

工具人之间纯粹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并且经常使用单次交配机会对工具人进行物质和精

神上的勒索，同时在内心深深地鄙视工具人对她的迁就和顺从，并经常生理性排斥工具人

的肢体亲密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她的 Mating list流入双价值高的男性并且展示出可得性，那么女性的

内心马上就会开始分析东食西宿的可操作性，或者直接抛弃当前伴侣。共同后代和社会的

惩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她有所顾忌，但并没有根本上的制约能力。即使制约成功，她

也会进化成怨妇。 

女人会单纯动态地对 mating list可得交配列表里，双价值（基因和生存）约前 8%的男性

发情，且这种在潜意识层面的本能根本不受她本人、亦或者道德和法律控制。 

很多人或许不信，但等一天你撞墙的时候，回顾以往你会发现一切两性相关的事件都被这

定理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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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男的婚恋会这么疲累 

很多人觉得这种现象是和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福利保障高度挂钩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错

误，贫弱的东欧拉美以及非洲，他们的男性婚恋就不会疲累，多是轻松快乐。然后富裕的

阿拉伯石油国、日韩、香港、新加坡等，他们的男性婚恋照样非常不轻松也不快乐。所以

抛开发展程度的影响，我来谈一下，对比各国，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男性婚恋如此疲累。 

1. 高度家长制导致的思想和行为面对权威时习惯性地软弱，屈服于女性背后的性权

力：女性由于两性基于生理异行基础上的基因利益最大化策略对冲，在交配市场天

然就具有普通男性不可不面对的性权力。而国内高度家长制的系统，导致国男习惯

了服从权威，在这个基础上国男很容易被女性的性权力驾驭成为它的俘虏。对比很

多家长制衰落的社会，儿童接受的是鼓励式教育，他们习惯质疑和挑战权威，自然

他们面对性权力时，大概率不会屈服。 

2. 落后的男女接触方式，集体使用 courting 追求体系而不是 dating约会体系：追

求约等于结婚前适应性预演，男女在这个框架下扮演着极端不公平的角色，男性需

要展示供养能力和意愿，女性则是考察方，所以男性会被压制地死死地。而关于约

会，其实目的时为了双方本人的快乐和美好体验，具体操作请参考前面的快速约会

即可。 

3. 错误的对象: 面对一个对其不发情的女人死缠烂打，然后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

不是选择换人或者退后提升双价值(基因和生存)去赢得女性的发情。 

4. 错误的框架: 在关系里频繁且轻易地牺牲自身意志和利益，向女方妥协，导致被女

性主导成功，与女性 hypergamy慕强择偶机制冲突，导致女性停止发情，将男方工

具化和消耗品化。 

如果国男保持这四个问题不变，去约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女性，都可能轻易在后期被挂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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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所有内容都以被作者反复实践使用，很少出现与现实的冲突，但是依然不会覆盖所有

小概率事件，只是在做行为和思考时，我不认为考虑小概率事件是有意义的。 

‘ 

对于 8%双价值的这个数据，我主要是根据自己大量的约会经历在结合了大量社科理论和国

内外大量第三方案例进行估计判断的，是不是 8%并不重要，各位但设 X%无妨，并不影响我

理论和内容的主体逻辑和框架。 

 

本书是结合半小时的咨询配套售卖的，同时所有购买者都可以免费得到不定期的终身更新。 

 

最后，我真心祝福各位可以解放自己，获得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致敬 

EMWF Rec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