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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属于数码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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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说爱情，难免有点矫情。有太多关于爱情的理论，似乎使爱情本身变得滥熟。然而生活是由
细节构成的，那些让人感动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才是真正的爱情。,那个人走路时总是握着你的手。

,那个人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你。嫌你吃得太少。,那个人做了一件事让你哈哈大笑，以后他总是这样做
，而你每次都还是能大笑。,那个人尽管遇到了不开心的事但是看到你却仍然不自觉露出笑脸，充满
力量。,那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你也是，你们也都知道，可是你们还是只想要对方，而不是别的
更完美的人。大概所有年少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爱情的梦想：爱一个人，过一生。有的人秉持这
个梦想直到年纪渐长甚或老去，有的人不断追寻真爱，但是，总会有让你停下来的人。所有的爱情
都很伟大，都是经典，都不平凡。今日话题：爱情这两个字，来这里说说你想说的话：经典爱情语
录,1.如果你想被别人爱，你首先必须使自己值得爱，不是一天，一个星期，而是永远。2.要是一个
人在自己最心爱的人面前总遮遮掩掩，不让他(她)知道自己对她(他)有意思，那么她(他)就可能没有
机会博得他(她)的欢心；那么，就是把天下人都蒙在鼓里，也无补于事。爱情氧吧：爱情素质你有
吗,4、具有爱的能力。,爱的能力包括付出的能力、理解的能力、宽容的能力和自我承担的能力。不
要指望爱人会为我们分担一切，很多东西我们仍然需要独自面对；付出比索取对爱情更有益，也使
自己更快乐；宽容对爱情有出乎意料的效果，用要求、指责、恳求都达不到的目的，宽容也许可以
奏效。,爱情沟通的五大原则,二、爱情充值原则。,连续不断地“充值”。使爱情关系要朝着加深的
方向发展。爱情的初期双方对爱情不断做出的承诺控制着爱情的方向。但是，当爱情关系达到了完
美的境界，从这时开始，对爱情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爱情关系所能产生的影响
变得不敏感甚至是麻木了。爱情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朝着加深的方向发展，就是朝着破灭的
方向发展。
爱情的自觉与自尊,在情绪的背后，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内涵，等待着你去发掘和解
读，你下的工夫愈深入、深刻，便能从中启悟爱情的体验、伤痛背后赋予的珍贵的成长的礼物。反
之，掉入消极情绪的旋涡不自拔，只会强化其弱小、胆怯的自我形象及“受害者”的信念，对其成
长的助益甚微——即便他（她）再谈一百次恋爱！,在爱情中我们寻找什么,爱情的唯一终极目的，是
成为一条道路。我们通过这条道路，寻找我们自己。,我们何以爱上这个人而不是他人呢？,我们应该
好好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异地如何坚守我们的爱情,我和我的女友一直互想喜欢多年,但大家都不敢
说出口……呵呵，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要在不同的城市里承受着想思的落寞……我们真
的好相爱，但我担心爱情终有一天会变淡。异地恋是好难坚守的。请问，我们该如何去维持去坚守
我们的爱情？有时候说爱情，难免有点矫情。有太多关于爱情的理论，似乎使爱情本身变得滥熟。
然而生活是由细节构成的，那些让人感动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才是真正的爱情。,那个人走路时总是
握着你的手。,那个人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你。嫌你吃得太少。,那个人做了一件事让你哈哈大笑，以后
他总是这样做，而你每次都还是能大笑。,那个人尽管遇到了不开心的事但是看到你却仍然不自觉露
出笑脸，充满力量。,那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你也是，你们也都知道，可是你们还是只想要对方
，而不是别的更完美的人。大概所有年少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爱情的梦想：爱一个人，过一生。
有的人秉持这个梦想直到年纪渐长甚或老去，有的人不断追寻真爱，但是，总会有让你停下来的人
。所有的爱情都很伟大，都是经典，都不平凡。今日话题：爱情这两个字，来这里说说你想说的话
：经典爱情语录,1.如果你想被别人爱，你首先必须使自己值得爱，不是一天，一个星期，而是永远
。2.要是一个人在自己最心爱的人面前总遮遮掩掩，不让他(她)知道自己对她(他)有意思，那么她(他
)就可能没有机会博得他(她)的欢心；那么，就是把天下人都蒙在鼓里，也无补于事。爱情氧吧：爱
情素质你有吗,4、具有爱的能力。,爱的能力包括付出的能力、理解的能力、宽容的能力和自我承担
的能力。不要指望爱人会为我们分担一切，很多东西我们仍然需要独自面对；付出比索取对爱情更
有益，也使自己更快乐；宽容对爱情有出乎意料的效果，用要求、指责、恳求都达不到的目的，宽
容也许可以奏效。,爱情沟通的五大原则,二、爱情充值原则。,连续不断地“充值”。使爱情关系要
朝着加深的方向发展。爱情的初期双方对爱情不断做出的承诺控制着爱情的方向。但是，当爱情关
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从这时开始，对爱情的新鲜感逐渐消退，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爱情关系所能
产生的影响变得不敏感甚至是麻木了。爱情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朝着加深的方向发展，就是

朝着破灭的方向发展。
爱情的自觉与自尊,在情绪的背后，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内涵，等待着你
去发掘和解读，你下的工夫愈深入、深刻，便能从中启悟爱情的体验、伤痛背后赋予的珍贵的成长
的礼物。反之，掉入消极情绪的旋涡不自拔，只会强化其弱小、胆怯的自我形象及“受害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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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精选了和微商电子产品相关的21个商品来自雪球,关注,来自今天平安银行和中国平安A股的股价都
出现了大跌：截至目前，二者股价跌幅均超过了6%。,两个我都有，仓位也还不轻，中国平安是5年
来一直拿着，加加减减，目前仍然有26%的仓位，平安银行则更多一些，是3月底下跌中买的，集中
买入区间在10.6-11之间。来看看今天大跌的原因，：一、是一季度业绩不够好吗？不，平安2018年
一季度业绩很稳健。如果按照之前的会计准则计算，平安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5.48亿元
，同比增长32.5%。因为国际上的IFRS准则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不少金融机构已经开始采用新的
会计准则做账，按照最新的准则，中国平安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02亿元，同比增长
11.5%。平安银行呢业绩早就公布了，市场认为是超预期的，资产质量也明显改善，要跌也不应该是
今天。不管是哪套准则，也不管是平安银行还是平安集团，一季度业绩都是很稳健的，不构成大跌
的基础。二、是因为新业务拓展不顺吗？由于全保险行业受到严格的监管，新保费都是负增长的
，市场早就已经有了很足的预期，因为各大保险公司的一季度的保费数据早就发布了，平安集团的

保费结构也很早之前就发布了，大家一致认为平安的保费增速远好于同行，而且业务结构质量是最
好的。我们拿平安保险和新华保险的数据比较一下：新华保险的新保费同比下滑49%，平安用于计
算新业务价值的新保费同比下滑16.6%。但是平安的新业务价值仅仅下滑了7.5%，新业务价值比新保
费下滑幅度更低的原因是业务质量更佳，带来的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提升了3个百分点。按道理说，一
个有了很广泛预期的结果，不应该带来今天的大跌，而且平安公布的新业务价值还略略好于预期。
如果真的是新业务下滑引发的下跌，那么新华和平安是同一天发布的一季报，为什么业务更好的平
安下跌了6%以上，而新华却只上涨了？所以从原因来看，新业务下滑引发的下跌也不成立。,那么下
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有一些传闻，说平安管理层会有一些变动。个人判断这种传言简直就是
无稽之谈，不应该带来股价的下跌。但是市场估计有些人相信了这样的传言，引发了恐慌带来了大
跌。风物长宜放眼量，平安业务拓展全年的新业务价值转正没有压力，平安好医生在港股上市在即
，平安银行的智能零售银行正在路上......公司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高，内含价值也会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短期大幅下跌的股价或许是又一次不错的机会。利益披露：因为本人持有中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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