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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背景：一篇杜克大学女毕业生的“性爱论文”最近在网上疯狂流传，

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这名 22 岁的杜克女生把在自己在上学期

间与 13 名男生交往的过程整理成了 42 页文稿做成 Power Point。文

稿的格式堪比标准论文。题目为“课堂之外的教育：超越地平线理论的

领域”。13 名男人们分别在章节#1-13 中被详细描述，她把和男生的

性爱过程叫做数据采集(Data Collection)，整篇论文充满了“科学观”。

论文里公开了 13 名男生的姓名和照片，有约会细节的描述，哪些是值

得记忆的，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等等。她还分别为 13 名男生的性能

力评分，做了柱状分析图。最高的获得了 10.25 分的总分，最低的只有

1 分。



13 名男生大都为杜克大学各项运动校队的成员，所幸没有涉及到刚刚获得去年

冠军的杜克男篮。

（以上内容招工帖内已付，以下系该论文全文翻译）

背景介绍

在这个“男人难戒门特、女子不拒黄瓜”的空虚时代里，表面看似静若止水的各

个高等院校里，实则隐藏着数不胜数的色男欲女，他们饥渴，饥渴地寻求着合适

的异性，来一同“研究生”。（编者注：念毕“究”后请稍作停顿）。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尚无高人提出过令人信服、充满“科

学观”的性爱理论体系来为同床共枕的异性测评打分。在下文中，你将会看到本

人根据自身杜克大学四载的亲身经历及其费心费力费脑积累下的海量数据，本着

严肃谨慎的态度，将各个男伴的“行房水平”一一量化，迎难而上，力图解决“男

女鱼欢无法量化”的世界性难题。真诚的祝愿广大读者能够找到让你摆脱门特/

黄瓜的异性伴侣，同时，诚愿此篇论文能够帮助各路大小 JRs 实现乃们 YY 已久

的“性福感最大化”，这不是痴人说梦，谢谢。

第一位数据采集对象：Tony McDevitt（A 君）



在我 19 岁生日那天（2008 年 9 月 23 号）我遇到了第一个研究对象：Tony

McDevitt （以下简称为 A 君）——我们在 Shooters（译者注：杜克学生常光

顾的一家酒吧，下文还将不断出现）通过阿发（男路人化名）相遇。那天，A 君

一口气点了好多好多好多啤酒。在聚会散场后，他邀请我即刻去他住处“聊天泡

茶”。值得一提的是，这可是我第一次和大名鼎鼎的杜克袋棍球（译者注：袋棍

球的维基百科词条，此文男主角多为杜克袋棍球队队员，故“袋棍球”乃本文热

词之一）队阵中的球员搭上线。在短暂的“聊天泡茶”[聊天时他问过我杜克长

曲棍球队里长得最帅的是谁，我答曰：个人认为是阿彪（男路人化名），结果 A

君面露不爽]后，我俩在一张精致的大床上完成了合体。

高光特写：我和 A 君还有他的一票狐朋狗友（其中有张三李四王五马六等等）

站在 shooters 外，A 君说：“伙计们，我马子漂亮不？她真 TM 美到爆表！”

[众人点头、嘀咕…]“看看她那对大号车前灯…卧槽，真他娘的呼之欲出！”然

后那帮子死男人问我，在场的杜克长曲棍球队员里（包括当晚随后跟我彻夜“研

究生”的 A 君）谁是最最有雄性魅力的男人。我如实地回答了。

http://zh.wikipedia.org/zh/%E8%A2%8B%E6%A3%8D%E7%90%83
http://zh.wikipedia.org/zh/%E8%A2%8B%E6%A3%8D%E7%90%83


大亮点：他每次都好猛好饥渴，每个次都要大战好多个回合，就像一…恕我辞藻

有限，无法用文字如实呈现出 A 君的英勇善战。大学一年级那一整年，我只是

个时不常参加个联谊会的春节女孩子，当时我可真不知该如何应付枕边（呃，也

可以称为在我嘴中）的威猛先生。另外提一句，在跟我上床前，临毕业的 A 君

刚与已交往三年的女友分手，所以他精液十分丰富，啊…口误口误……我是说：

经验十分丰富。

败兴处：人无完人，A 君亦有瑕疵，他的性格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类型的。还有

他有点太快了，当时我还有点紧张，放不开，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中不知所措。

还有一点，那夜他搞得我下面有点疼……

A 君得分：4/10

第二位数据采集对象：David Goulet（B 君）



在 2009 年 3 月的春假前，我评估了网球小王子 David Goulet （以下简称为 B

君）。在交往前，我俩的眼神曾在威尔森体育馆前的道路半空中完成过无数次的

炽热缠绵。后来还是他主动找上门来了。B 君在一次聚会中主动要我跳了一支舞，

曲罢我俩急不可耐地提前离了场，找地儿切磋切磋囸术。在一辆出租车里，他抱

着我后背，我整个人坐在他胯骨上完成了神圣的合体，他的风格霸道而粗野。B

君是个加拿大人，平时讲法语。一进入就直捣黄龙，不要命地把我 CDTH 为止。

然而，本着搞科研应有的研磨精神以及一点点性变态的好奇心理，当夜我到了 B

君的住处，在他的主场，继续云雨恶战。

高光特写：根本没有。B 君就一混蛋王八羔子，连分个几秒钟的神儿来温柔地吻

吻老娘都不乐意，而且每次大概忙活个 5 分钟就下来了，然后就离开房间，理都

不带理我。

大亮点：不管怎么说，B 君是个运动员的料子，体板杠杠，甩棍长长。

败兴处：除了身体棒、甩棍长，我对他的一切回忆都是负面的。值得一提的是，

那段时间我在他家落了一对我的宝贝耳环，是南非产的。当我给他发短信说这事

儿之后，他回了一句：“木有关系，你耳环已经晾我门口了，有空自个儿来拿呗。”

B 君得分：1/10 （老娘是严肃客观公正认真的）

第三位数据采集对象：Ben Grisz（C 君）



后来我成了一名对自己身体负责的、守身如玉的、心智成熟的女性，但这份孤芳

自赏仅仅维持了 2 个月…2009 年万圣节时，第三位研究对象——棒球手 Ben

Grisz（以下简称为 C 君）进入了我的生活。都怪他那天扮的 Freddy Kreuger

（译者注：欧美恐怖片中的虚拟人物，有利爪，译者不敢多看，详见维基百科

Freddy Krueger 的词条），特别是那个爪子让我不淡定，好吧，为了老娘“超

越地平线理论”论文中能填入更多的数据量，老娘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晚我

和 C 君聊了整整一晚，他给我买了好多扎啤。在聚会的结束曲尚在奏鸣时，C

君搭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整个人推到一堵墙上，幽幽地问我：“你想换个地儿耍

么？”这个脑子聪明、身体倍棒的二年级生就这么成了我的菜，于是我带着 C

君到我的住处，神马对自己身体负责，神马守身如玉，神马心智成熟，在当时看

来，神马都是浮云，真的神马都是浮云。

高光特写：完事儿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整个人都迈不动步子了。迈·

不·动·步·子！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本宫爽翻了。当时事前我给室友发了条短信：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dy_Krueg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dy_Krueger


“别他喵回来啦，姐姐我要和猛男嗨上青天！！！！”那个晚上，我穿着一套斑

马纹的睡衣。开战时，我箍着 C 君，他的双手在我全身上下不停地游走，不停

地游走，我笑着问：”你想干嘛呢?”C 君用低沉有力、磁性十足的声音答道：

“嘘…我要把你的肉躯到沸腾、艹到爆炸…”

大亮点：我刚提过第二天我走不动道吧？C 君的硬件条件真的灰常灰常灰常牛

13，而且他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硬件来换取鱼欢最大化。再一点，他在床上的

攻击欲望之强烈已将春哥曾哥犀利哥励志哥各种哥甩出好几条街。此外，在性格

方面，我俩十分投合，阵前情话与暖身前戏很充分，很自然，我很喜欢。

败兴处：C 君老打呼噜。还有一点，其实我原本没打算跟他好的（上文说过了，

在遇到 C 君前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搞论文的数据积累了，当了好长一段时间对

自己身体负责、守身如玉的、心智成熟的女性）。因此，当时老娘的大脑是很清

醒的，虽然 C 君猛得如狼似虎，我的心里却没有啥真正的快感，起码没有理想

中的多，但话说回来，让他这么一折腾倒是完全消除了我单身时的心理压抑感

C 君得分：8/10

（译者注：该文女作者与个别男伴的单体艳遇次数超过一回，故为此类个别男伴

写了加倍篇幅的叙述文，并打了不止一次的分。此类男伴的最终上榜时的得分=

他的所有得分相加/打分次数。）

在 2010 年开学前一天，我和 C 君再次邂逅了。那天我一走进 Shooters 就看到

他，他坐在吧台。他真是帅翻了，很硬派的那种帅。十分钟后，我俩打车光速回



住处肉搏，噢…呃…具体来说是背入，我叫得死去活来的。第二天，我又神清气

爽、气势胸胸地穿梭在其他欲望爆表、却无洞/棍释放的同学们中间。

**后来的某个周三，我和 C 君又在 Shooters 相遇，小聊了一会儿，但没有立马

做你们这些死 JRs 想看的事儿，那晚我俩想一起出去玩儿点别的换换口味。各回

各家后，又互发了会儿短信，当晚已经不早了，C 君有来一电话，问我想不想“出

去嗨一海”。其实吧，我也想尝试尝试“大清早的乐子”，于是就出门把 C 君

接到我住处，在我邻居丢掉的长沙发上折腾了一阵。后来我又把他送了回去，那

天早上，他可是有训练任务的。

和 C 君最后一次（今年 5 月 5 号），当时我在 Shooters 排队，他一边走（有点

摇晃蹒跚）一边打手机。我当时有点等不及了，TNND，真的轮到我了老娘也还

得花 5 美元才能入场呢。在 C 君“咱可以找个新地儿切磋切磋”的煽动下（我

第一反应就是去图书馆的干活），我俩到了帕金斯图书馆（补充一句，我和 C

君最后一次刚好发生是学期的最后一周，整个图书馆都是热爱学习、奋发图强的

生物，对，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爆满的），我俩就在楼梯井里开始大战，激烈厮杀

了大约 1 个钟头，木有人发现我们，嘿嘿。后来转战 C 君的宿舍再开第二第三

回合（要不是室外太冷我俩应该会在花园里拉开阵势）。

高光特写：和 C 君的室友一起喝酒。在爆满的图书馆里交合。在图书馆里一边

给他口活一边击掌，因为“这 FEEL 真是巨 J13 给力！”。“他喵的，你啥时候

都可以把我写进你的毕业材料里，随你便，你他喵的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吧”。还

有各种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姿势动作。一次次地被 C 到走不动道。我还记

下了他一句永世流芳的经典名言：“穿 T 恤给老子洗香肠的女人上辈子都是折翼



的…用劲儿啊，我觉得不够啊。”和 C 君第三次交手的时候，他说自己“喝大了”，

可能不太方便行房。我激励他：你肯定能从这窘境中恢复过来，没问题的。初期，

的确有点小困难，艹着艹着他 iPhone 的闹铃响了，铃声是 DMX 的“Ruff Ryder

Anthem”，结果 C 君就秒速雄起、双眼爆红，我俩在歌曲的 ending 处一块达

到了极乐之巅。给力！

大亮点：除了他的粗又长、钢板日穿级的硬度、世界级的持久力之外，C 君还极

富创造力，他总会引导我尝试新的地点和新的姿势，有些我之前玩儿过，有些真

他母亲的是火星级的做爱地点和姿势啊啊啊！即使以后我不再继续做这个论文的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调查了，老娘在此也要大赞 C 君的那股子不死的创新精神，

因为那些个战场选得极为考究，妙趣横生且极具教育意义，让人心驰神往而心跳

加速，永世万载让人流连忘返。

败兴处：我刚提过 C 君睡觉打呼噜了是吧？下次他和他室友都睡熟了邀你来听

听，那鼾声…响彻云霄，五雷轰顶。

C 君得分：9/10

**我本人和一位挚友都认为，我和 C 君的第四次和最后一次造爱应该多写几句。

我那位挚友说：“光是‘在图书馆交媾’这事儿就他喵的够你写一整篇论文了！”

（在图书馆造爱）人类性爱与高等教育在这一刻达到了最完美的交融，也是本篇

论文的最高潮，没有之一。

上文提到过，我俩在 Shooters 门口一见面就找地方开干了，甚至都还没进

Shooters 的门就匆匆走人办事儿去了——因为那晚我好想要好想要，其实单单



一个 C 君根本不够，我想玩 3P、4P 乃至 5P，对，我是说一女战多夫，一匹种

马哪里可能喂得饱我。我和 C 君打车去西校区的路上，那出租车师傅真是又赚

钱又看直播，我是说看性爱直播。下了出租车后，C 君转过头对我说：“走！咱

这次找个不一样的地方耍…找个破天荒的地儿吧。”他这么一提，我就想到了图

书馆（记住，当时已是那学期最后一周的周中某日了，具体时刻为凌晨 1 点钟），

于是在火速搞定一顿麦当劳后（食毕，我俩脑子都清醒了一点），我俩就上图书

馆了（我俩当晚走道有点蹒跚，我上身着低领橙衣，下着短裙，娇喘…啊，我是

说脚穿…脚穿金色跟鞋——其实这不是我平日在校的穿衣风格）。走近图书馆，

我问 C 君：“咱上哪儿干？”他回答很短：“你定…哥跟你混。”

那晚帕金斯图书馆一楼没多少人，我俩顿时有了底气。我提议应该我们坐电梯上

四楼，那儿有几个隐蔽人少的书库。坐电梯间就没多少秒，但我俩还是仓促的亲

热了一会儿。C 君摸遍了我滚烫的身体，我的手则在摸索电梯紧急停止运行的按

钮。下了电梯，哇喔…这层人咋这么多呢，一层楼居然能塞这么多人，为了避开

那数以万计的眼球们，我迅速抓起 C 君的手，带着他赶到近处的一个楼梯出口，

我俩都觉得这个冒险实在太他娘荒谬太他娘精彩了。我决定带着 C 君去图书馆

中我熟知的一条员工通道，那儿可以通到工作区，学生一般来说不会走到那儿，

那儿很空。我带着他下楼梯，但我们只下了一层他就搭住我肩膀，把我推着顶到

一面墙上，狂吻我。我俩老早就准备好了，都他喵的憋坏了，从一开始进图书馆

我们就铁了心破了这儿的规矩，一定要在这儿非法合体一回。火在烧，汗在流，

情欲在沸腾，理智在崩坏。也就是说，我们急不可耐。对于 C 君，我最欣赏的

一点就是他永远创意无限。即使是在图书馆里，我是说当时我上衣已经褪尽、短

裙已经拉到小腹上了，说不定哪个 NC 非主流就会路过我们，但他还是引着我完



成了一些新鲜的体位。我们凭靠着楼梯和楼梯护栏完成了一些之前从未试过的动

作和角度。楼道里的灯光很亮，搞得我俩好像在表演低成本小制作的爱情动作一

样（说真的，那天没路人来搅局真是个奇迹），坦率的说这灯光的亮度也是让人

性欲爆棚的一剂猛药。我和 C 君也都脱下了平时的面具，那晚原始的狂放在充

斥在激烈的碰撞，粗暴的动作幻化成绝美的交叉（搞得我翌日又没法正常走路

了）。在活塞运动中，我们将凡礼俗教统统抛往九霄云外，大脑中仅存白热般滚

烫的痛与快，肉体交流的快活达到了爆红爆紫的峰值，简直要爆炸。图书馆作为

战场的新鲜感让一些很普通的性爱行为（比如口活）的快感都如加了十倍（这是

C 君跟我说的数值）一般疯狂地刺激我和 C 君的肾上腺素。在折腾完了之后，我

俩精疲力竭，急促幸福地喘着气儿，把衣服穿好，准备下楼回 C 君住处。在出

图书馆的时候，我碰到了袋棍球队的阿凯（男路人化名），他见到我就问：“你

好啊，凯伦…你今晚忙啥呢？”还好我没蛋，要是我有蛋，我一定疼死（其实当

时我和 C 君都像是刚结束读书复习的样子，因为看起来很疲惫），还碰到了其

他一些认识的人，我和 C 君皆表示：在刚刚厮杀完的场所碰到这么多熟人，真

的巨搞笑。整个回 C 君住处的过程，就是我和他下个交媾的前戏（我内裤是不

是在他兜里…？我不大确定）。C 君一边走路一边抚摸我身体，刚刚战斗结束后

残存的情欲在默默地向下一次冲锋升温，一路上每次走到一个转角、一个楼梯，

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激吻拥抱，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C 君也等不及了，我敢肯

定那是我这辈子走过的动作姿态最黄最色情的一段路。好不容易到了 C 君的家

里，我们饥渴地开杀第二阵，猛关上门，脱光衣服，老娘是被扒光的，都撕烂了，

俗话说得好，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此言得之。



高光特写：艹泥马！在该死的学期末周我和 C 君在那该死的图书馆里光荣地完

成了合体

大亮点：都他喵的是亮点！

败兴处：都很亮！米有缺憾。

C 君得分：10/10

第四位数据采集对象：Jeremy Gould（D 君）

现在介绍的是我第四个研究对象，也是第二位棒球手：Jeremy Gould（以下简

称 D 君）。在我大三行将结束时邂逅了他，要不是为了这篇性爱论文内含更多

真实可靠的数据，我是不会跟他上床的。换句话说，我当时神智很清晰，绝非为

了发泄烦闷才跟 D 君发生关系。和聊他了一阵后，D 君直截了当地邀我去他在



贝尔蒙特公寓的住处一道看黄。我可以更直截了当第告诉你，D 君的这套把妹大

法我很欣赏，我无法拒绝。

高光特写：我当时 D 君以及阿雄（男路人名）还有一票不认识的人一起赏黄（是

的，我真的去看了）D 君看着看着突然谈起阴蒂，他问我，“So，凯伦，你可

以忍多久才潮吹？”，还跟屋子里的其他人说：“凯伦的下面一定能让男人折腾

好久好久才潮吹，对吧弟兄们？”

大亮点：进入大四后，我愈来愈觉得 D 君很风趣，很搞笑。他也不缺乏攻击力，

呵呵，他在床上很好玩儿。

败兴处：他不够大，而且很不幸，他已过了生长发育期。再来一点，他经常在我

真正进入研究的状态前就草草交代了，D 君的抗倒伏能力有待提高。

D 君得分：4/10

第五位数据采集对象：Stephen Coyle（E 君）



和与 D 君的上床一样，要不是为了完成这份论文，我是不会跟 Stephen Coyle

（以下简称 E 君）搞上的，那时我正处于大学四年中唯一的一段学业迷茫低潮期。

记得那天我正站在 Shooters 外的围栏边，脑子发胀地跟我认识的路人打招呼，

但这么做根本无法排解我的苦闷——老娘我当时孤立无援。这时候，一个声音

叫住了我，叫我一块上出租车走，于是我就盲目地坐了进去…以上便是我当天的

所有记忆。第二天醒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睡的地方是哪儿。环看四周，我第一

反应是：这儿还没出中央校区（也就是说 我不是在 durham 过夜的）。我慢慢

地把头转向那个还在趴着的死鬼，我会看到个什么呢…好怕怕好怕怕……我嘞个

擦，发现原来是 E 君的时候老娘差点笑傻了，好吧，反正老娘恰处学业低潮期，

虽然 E 君不算我喜欢的类型，但能有个杜克运动员跟老娘嘿咻嘿咻一夜总是好事

儿。嗯？为什么我能断定肯定嘿咻过？因为我俩当时可都一丝不挂，对，就是没

穿衣服，光溜溜的。



高光特写：我没有任何夜战的记忆。E 君过了没多久也醒了，我俩聊了会儿，我

还在那儿看了 1 个钟头的 SportsCenter（一档体育电视节目）才走。我啥都没

得到，我是说行房数据什么的，可当时的我咋就这么放松淡定呢？

大亮点：不清楚。然而，在洗澡的时候老娘发现那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隐私器官有

瘀伤，这说明什么？说明 E 君很有攻击力！还有一点，毯子什么的盖不住他晨勃

的澎湃激昂，他不小。加分！

败兴处：我不知道数据采集阶段都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E 君得分：3/10

第六位数据采集对象:Alex Hassan（F 君）

我在 2009 年 11 月底时，对 F 君的能力进行了测评，好吧，他也已是行文至今

提到的第三位杜克棒球手了。可能我还得多提一句，我在大一时就注意到这名研

究对象了。F 君身高 6 尺 4，体形健美，自信十足——老娘我怎会放过如此上等



诱人的美味猎物？然而，F 君在大三结束后即被波士顿红袜队相中，他的离校也

碾碎了本宫在他身上采集论文数据的如意算盘。所以，那天他出乎我料地突然杀

回杜克，与我在 Shooters 重逢畅聊，你知道老娘有多高兴吗？艹泥马老娘高兴

坏了！心花怒放！是夜，我在 D 君的沙发上完成了对 F 君的性能力测评。

高光特写：以下是一段我和 F 君间直截了当、露骨下流的对话：

F：“唔…凯伦，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喜欢黑人的大甩棍？”

我：“呃…问题是我至今还没尝过黑皮甩棍的滋味。”

F：“噢，好吧，那你就想象以下你已经被黑人囸过了。”

我：“好吧，唔…老实说……我还挺想跟黑人过过招的…”

F：“额滴神，你真他喵的猛到爆！我囸！太 J13 给力啦！！吼吼！！”

……随后我俩就在 D 君的沙发上肉搏，D 君就在相聚我俩 10 英尺处呼呼大睡。

大亮点：F 君的体形真是棒到没话说，棒到刺瞎我的双眼。他是个内涵的粗口帝，

贼风趣。

败兴处：你有木有遇到过这样的囧境：在美好的圣诞节清晨，收到一份圣诞礼物，

就是包装得漂漂亮亮的那种。当你怀着“哇，肯定是偶粉中意的东东”的心情拆

开外包装一瞧——是双粗制滥造一块钱 4 双的灰袜子……整个人瞬间石化、碎

掉。然后还得硬着头皮，转过身，对着好心送你礼物的祖父之类的长辈堆笑脸，

为 ta 的费心费财费脑大声道谢。如果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你就会对我接



下来要讲的事儿大有共鸣。唔…真是太打击人了……话说那天我兴冲冲地脱掉 F

君的裤子……等等…那不是朵小蘑菇嘛？他的甩棍哪儿去了？怎么看到的是朵蘑

菇呢？没道理啊啊啊啊啊…但这就是他二弟肯定没错，不是幻觉……我暗自深吸

好几口气，默默地默默地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短小精悍的事实——真他喵的不

成比例！我对着不自然的微笑上阵了，（是 F 君问的）我还夸他是“我所见过最

大的”。最后一点，F 君乃是个纯爷们吗？乃时间也太短了吧！

F 君得分：3/10

第七位数据采集对象:Jake Lemmerman（G 君）

我和 Jake Lemmerman（以下简称 G 君）在今年 1 月底邂逅，他也是我这四年

的挚爱之一（也算是给予我无限鱼水之欢的不竭源泉），是他让我彻底沦陷，“对

自己身体负责”啊神马的自认识他后荡然成云。故事的发生地还是在 Shooters



（那晚 Shooters 搞了个 ms 很牛逼很夸张的特别节目，但实际开始了之后也就

那样），我和 Ali（一女伴名，非化名，后文还将出现）在到 Shooters 前就喝

了好几杯。那一夜的 Shooters，我和阿浩（男路人化名）以及一干踢“骚客（我

是说足球）”的伙计们合唱着嗨了一阵子，我还跟阿强（男路人化名）用

Lil’ Wayne 的 Drop the World 这首歌斗了会儿饶舌乐。那天很晚的时候，我

和 Ali 正吃着棒棒糖（译者语：别乱想，这里真是说糖果）驱赶瞌睡虫，这时阿

雄、D 君还有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帅哥（都是棒球队的）走上来跟我俩搭讪。聊着

聊着，这个我不认识的帅哥突然将我的棒棒糖抢走，塞自己嘴里了，还向我猛眨

眼。我和 Ali 果断甩开这几个棒球手，去找 Delta Sigs（译者注：杜克商学院的

一兄弟会）的人玩了。当时我和一个骚客球员开了几瓶波多黎各朗姆酒，大聊

HotNewHipHop.com 网站上的资讯。Ali 正和一个有妇之夫热辣调情，那夜我

俩疯狂的和 Delta Sigs 的成员还有摇滚歌手合影，因为“我们就想和辣妹摇滚

歌星合影，想疯了。” 阿雄几乎整个晚上都在喊 Ali 的名字，想跟她搞一搞，但

Ali 始终不鸟他，简言之，即我自岿然不动。最后，看着那些兄弟会的所谓明星

们，我和 Ali 也厌倦了，我用 Ali 的手机打了个电话给阿雄（神奇的是他在电话

那头马上就认出打电话的是我，而不是 Ali），阿雄叫我们去贝尔蒙特 13000 号

房玩儿。我们拦了辆出租。等到了那儿，我和 Ali 就被晾在沙发上，看看黄碟，

说说黄段。Ali 后来被阿雄走了，大概是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了吧，搞

得我和 D 君、G 君呆一块儿，一种马上就要 3P 的紧迫感油然而生。G 君忽然去

了趟洗手间，搞得就剩我和 D 君在一屋（D 君骂了一晚上的粗口），D 君趁着

这档口赶忙向我这儿靠拢，要知道原来这个临着我的位置可是 G 君坐的。还好，

G 君很快就回来了，随之 D 君也跑了一趟厕所，感谢郭嘉感谢 D 君，3P 木有发



生在我身上，因为 D 君困了，他跟我说：“我想去睡觉了…要是你想跟我一块睡

的话”。我没搭理他，他形单影孤地睡觉去了。G 君问我：“好了，你想干吗？”

我没有说话，但赤辣的眼神和贪婪的表情表达了我汹涌的欲望。我和 G 君合体

了…完事儿穿上衣服，我俩又小聊了会儿，等着阿雄和 Ali 研究完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原理回来。

高光特写：D 君就睡在 10 英尺外，我和 G 君就在他的沙发上缠绵。G 君对我留

有一句名言：“我想身寸遍你全身。”G 君成功地（其实也算是意外地）用自己

上亿个子女在那沙发上画了个地图，具体说起来是阿雄此前坐过的那个位置，权

且算是 G 君和我的肉搏遗迹吧（灰常有趣儿吧）。还有，他爆出的粗口很有特

色（他的声音超性感）。还有他的那份随性也很吸引我。

大亮点：G 君的身体真的真的很好，在那方面真是天赋异禀且干劲十足。他二弟

的发型（毛型？）很美。他人很幽默。

败兴处：G 君是我第一位“光速交配”的研究对象（后文还有不少）。虽然欢乐

无限，印象深刻，但交往的日子太短了，我希望能更长些。

G 君得分：8/10

日后，我和 G 君藕断丝连，情丝剪不断理还乱，其实有些足以让我单独开篇来

描写刻画了。

类似下文的短信交流相当频繁，以下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二午后的短信交流

记录（具体时间大概是当天下午 5 点半）



G 君：“你干哈去？”

我：“找个地儿冲个凉，你呢？”

G 君：“你冲凉咋不叫上我？

（13 分钟后）

G 君：“好吧…”

（13 分钟后）

G 君：“…？”

后来在看到我跟后文即将登场的 F 君（当时我已经跟 F 君搞过 2 回了。F 君同时

也是 G 君的好友）在 Shooters 门口出双入对时，G 君短信来问：

“你俩和他做过吗？（译者注：此处没有说清“你俩”中的另一人是谁，但极可

能是 Ali）”

“3P 吗？”

“你能多跟我说点吗…我是说细节？”

“你们当时都做了些什么？拜托，大方一点嘛，别羞羞好伐？

“你俩都想要尝尝我弟弟吗？”

“求套图！”



“咋啦…”

“3P 感觉如何？”[我回：其实没 3P]。“So，就是 1VS1 肉搏吗？”

“你是不是去洗澡啦？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

“我可以对你彦页身寸吗？”

“那我可以干嘴火包吗？”

“所以你下次想怎么处置我老二？”

“我能在你车前灯上丢出我的后代们吗？”

“我现在就想要你。你赶紧来吧。”（这条他是当日凌晨 3 点左右发的，之前我

短信跟他说我在艾尔文-泰伦斯街的公寓里“喝茶聊天”中）

“我现在就想要跟你真刀真枪地干一次，就是现在！”[我回：“要是我告诉你

我现在正和另一个他亲热呢？”]“好吧，这就是为什么咱俩…唔…但我真的真的

现在就想上你。”（是的，G 君在这信息后面还加了个笑脸）

“在你那行房达人排行榜上，我排第几名口牙？”

“你想给我洗香肠吗？”

“你想整根没入吗？”

“话说我那次的表现怎么样？还行吧？”



“好吧，窃以为，以吾之能，秒杀三女如关公温酒一刀般轻松带微笑。”[我问

他会如何同时处理三个女孩子，G 君如是回答]

要是我过了 13 分钟还没给他回短信，G 君就一定会给我发一条这样的短信：

“…？”

现在来聊聊我和 G 君的第二次交往，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全新的经历：一个 100%

的战利品，咳咳，很严肃的一战利品。在那天之前，我们发了好多天的打情骂俏

短信，那晚 G 君的室友非常合理的睡觉去了，G 君给我发了条短信，叫我去他

那儿玩，玩什么？还用说吗？肯定是玩儿他呗。当时我还犹豫了一下，心想这个

时候去找他会不会有点仓促，这个时段不够 sexy——事实证明，我错了，那天

车子一开到他住处（俄勒冈公寓 H 栋 406 室），我就看到他站咋大门口迎候我。

猛然间，我心跳加速，全身发热，就像喝醉了一样（是荷尔蒙在作祟吧？）。那

天我又爽翻了，完事儿后我马上就闪人了（这也是我和 G 君间的一个惯例——

不过夜、不过多搂抱亲热，讲究一上来就简单暴力，直奔主题。我找男人也有个

简明扼要的灌肠…啊不，我是说惯常…惯常的模式：短信调情、床上运动、互道

拜拜，这个犀利的模式慢慢地成为了我的最爱，因为这么做我没有任何包袱、责

任，只要琢磨如何享受就够了）。后来我俩还有几次醉酒作战，都是其中一方给

另一方发来些胡言乱语的短信。我敢在半夜 4 点钟给 G 君发短信，而且全无别

扭或打搅之感，也会给他发些类似“你生日啦？咱做爱庆祝吧？！”（他会回复

“呃…你在哪里？”）。G 君真是个比 HoopChina 论坛上 ID 为 Becauselive

还贱一百倍的大 JR，只有我不理他了、去找其他男人打情骂俏他才会来挽回我。

他每次都会旁若无人地狂摸我的臀。好吧，臀部美，这是老娘我得天独厚的硬件



优势，我很快就适应了 G 君这一套流氓的“挽回女人”大法，没办法，谁叫我

夜间还得在床上对他进行课题考察研究呢。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我去找其他样本

寻欢，搜刮数据时，G 君都有一套发短信窍门，成熟老练有效。他会发上好几个

小时的短信来说服我（他的通讯录上好像有不少女伴）别被别人囸很不合理，真

要被囸就去找他，“被他囸”是合理的。有一次，G 君在凌晨 4 点半时给我打了

个电话（他居然会打电话给我，太阳真是从北边冉冉升起了），当时老娘我正睡

在他队友 D 君的床上。我敷衍了两句，说我正在酒吧里忙着喝酒，然后就把电

话扣了，没过两分钟我就收到了 G 君的短信：“劳资我现在就想囸你+笑脸表情”

那天凌晨，我俩发了近 30 分钟的调情短信（真他喵经典，真他喵经典，真他喵

经典啊啊！！）。第二天，G 君早有预谋地来问我，昨晚的“喝酒发泄”的效果

如何。我和 G 君的后几次造爱都清醒且行云流汁，鱼水之欢跃跃然床第之间。

其中妙趣几何？非身体力行不可知也。

高光特写：酒醉了，我和 G 君亲热着；G 君不停地抚摸我的臀部；大半夜的电

话联系；还有他性感的声带；完全清醒时的相互勾搭调情；永不厌倦的调情短信；

G 君 YD 到大湿级的接吻技术；后来我发现他和阿美（译者注：阿美系本文作者

的女性挚友，是她在不断激励本文作者将这份论文做得更大做得更强的，拉至本

论文末尾读“鸣谢”可知）居然有亲戚关系，搞得我无比郁闷，这就是逼着我跟

他分手嘛（我的心情？唉。）。每次 G 君在短信中提到自己的老二写的都是“我

的棍子”，那“棍”都是加大字符的。还有他那句名言：“擦，你赶紧给我洗香

肠，赶紧的。”“擦，你胸前的车前灯真美，我爱死它们了。”“弄湿我，快弄

湿我。”“不要停不要停。”“我说，咱就一直这么忙活着，别停，这样咱俩的

下面会变得很特别，都会变得又咸又湿。”“我的宝贝儿…你咋了？”



大亮点：G 君真是太太太太吸引人了，他简直就是为我这份论文而生的，身体条

件也好，为人也风趣，长得也帅气，我在跟他分手之后我无比的想他，我真是个

很傻很天真的贱女人，我俩就像美国安全局的一样，维持着这段地下感情。

败兴处：所谓的“行云流汁”确实让人醉生梦死，但这个程度并不能让世界上的

所有人都满足。还有一点，G 君的“我只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把你干翻”的造爱

理念，真让我有点小反感。

G 君得分：7.5/10 这是调情的分数。说到 G 君这个体样本的分数，鉴于他给予

我的极大满足，我给他的分数是 8.5/10（译者注：即 7.5 分不算，G 君此次得

分实为 8.5）。

第八位数据采集对象：Sean Brady（H 君）



我是在大二的万圣节认识 Sean Brady（以下简称 H 君）的，还是于 Shooters

邂逅。那天我在 Shooters 里匆匆行走，想找个靠角落点儿的吧台坐下，突然有

一只手抓住我手臂。我停了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 E 君。“嘿，过来吧。我有

个朋友想认识认识你。”E 君把手指向 H 君，H 君正直愣愣的盯着我看。后来 E

君走开了，我和 H 君开始聊。我问：为什么你想拦下我？他答：“好吧，我看

你路过，我正想着‘哇喔，自打娘胎出来后哥就没见过这么完美的身材’，我跟

E 君一说，他就把你拦下来了。来，赏脸跳支舞吧？”当然，我跟他跳了…为什

么我会跟他跳舞呢？因为那段时间我在杜克的生活相当没有安全感， H 君又非

常非常有男性魅力的人，虽然我不会在大街上随便找个有魅力的男人上床，但当

时我动荡的内心真的极易受男人甜言蜜语的摆布侵袭。还有一点，H 君给我的感

觉非常放松非常自然，这让我更加信任他的话语。舞过几曲，H 君露出了男人与

生俱来的本性，他的手摸遍（注意：是摸遍了，真的摸遍了）我全身。我说：你

怎么老在摸我？他答“怎么，难道你不喜欢吗？”。我点了点头，H 君的手在继

续忙活。他叫我去他朋友的宿舍玩（因为他朋友正睡觉），我也就应邀了。那晚

我俩以在阳台上瑟瑟发抖收场。当然了，真正的肉躯战场并没有发生在阳台，那

天我是用其他的方式让 H 君爽。那日天气的寒冷和 H 君二弟出人意料的大个头

让我有点不在状态，后来我俩又尴尬地乘公交车回到了西校区。过了没多久，H

君又开始找其他的女孩子约会，我并没有太在乎。待到我大四时，我和 H 君的

故事才算正式开始。

高光特写：在 Shooters 邂逅时 H 君那份自然蛋腚放松的说话方式。还有我俩在

阳台上的调情。当时楼下还有两个路人像是在要找个安静的地儿遛弯，正好路过。

我和 H 君在阳台上活活聊了有 10 分钟，那俩想强势围观的路人才走开。



大亮点：H 君很有吸引力、敢作敢为，而且很大。

败兴处：测评 H 君时，我并不在自己最佳状态上，而且我俩也没怎么做那事儿。

G 君得分：3/10 **

**由于没有完成严格意义上的合体，故此分未算入总分

我第二次和 H 君相遇是在 2 月 24 日，在 He’s Not 酒吧（译者注：这地方和

Shooters 一样都是杜克学生常光顾的酒吧，下文还将多次出现）。那天我俩都

喝大了，所以我根本想不起来他是咋跟我搭上话的。但反正没出 5 分钟，我俩又

自然熟了，当晚 H 君是向我朋友这么介绍我的：“这是我老婆。我们有四个小

孩，但其中有一个小孩有一半黑人血统，因为我老婆跟黑人嘿咻过。没事儿，劳

资会拯救这个家，是时候了。”（虽然在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插嘴，唠叨着

那黑孩子会是美职篮联盟的未来之星…这是属于我们两口子间的小争论）。毫无

疑问，那天我早早的就想好了，第二天我肯定要跟他在一张床上醒来，我俩干定

了。He’s Not 酒吧的买醉行动结束之后，我俩又踉跄的想爬到“Time Out”

餐厅。但因为他黑色 SUV 略有超速，有几个条子把 H 君拦了下来，而且条子还

在他车子里发现了酒精饮料。一直到我从 Time Out 那餐厅里出来，条子们还在

找 H 君麻烦，我只好回另一辆朋友的车里问其他人接下来怎么办、怎么玩。我

决定稍稍等等 H 君，正当我在车内翻找我 Northface 牌夹克的时候，我听到 H

君在喊我“凯伦！等等我！”，我探出头，H 君正向我这儿冲刺狂奔。“别走。

马上就摆平了。跟我走。”我跟 H 君说，我正有此意，然后坐回他的车里，他

车里坐满了袋棍球队员。坐我边上的正是袋棍球队的阿毅（男路人化名），我一



边跟阿毅没心没肺地扯着皮，一边听马上要成为我后文第 11 号研究对象 K 君与

阿力（男路人化名）之间的基烈争论。最后我们到了艾尔文-泰伦斯大街第 22

号。一阵调情勾引之后，H 君说要给我看看他正太时代的狐朋狗友们，他住处存

了好些自己童年的老录像带。从那些影像里我看到好多天真无牙的澳洲（我前面

提过 H 君是澳大利亚人吧？）小正太呼呀呼呀地奔跑在袋鼠国的 Maroubra 沙

滩上。在兴致勃勃回顾完 H 君的 CJ 童年之后，我重归主题，开始对他进行探究，

而且那晚探究了好多次。对了，第二天早晨又大战了一番。

高光特写：H 君跟所有人（是的，所有人），包括他的朋友们，说我们育有好几

个儿女。还一口咬定阿强（译者注：即前文跟本文作者斗过饶舌的男子）是那黑

人孩子他爹。H 君那可爱的澳洲英语（喝大之后，口音更重）。我和阿毅一起在

他 SUV 的后座一块儿跳了会儿舞。聆听 H 君的人生心路历程，看着他脸庞上略

带的那一点感伤被我的摸摸拂去。聆听出自他口的澳洲粗口。H 君称呼自己老二

叫“我弟弟”。比如说吧，他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你给我骑去，唔…对了，就

是这样，你好厉害啊！你喜欢我弟弟吗？今晚他归你了！”

大亮点：他很大，我是说它很大。他是澳洲人。还是和 BILLABONG 签了赞助

合同的冲浪运动员然后我再说一遍他是袋鼠国人。然后他还很搞笑。

败兴处：在调情的时候，H 君话有点多，会说些不合调情时宜的话。

G 君得分：9/10

我最后一个对 H 君的数据采集时间发生在放春假前的那个周三，地点还是在

Shooters。我当时心里正期待着下个学期，我还能 copy 像本学期这样的（痛快）



生活，一走进 Shooters 看到 H 君坐在吧台边，我心里就乐开了花儿。H 君那夜

真是太太太活跃了。由于 H 君触犯了校规，杜克方面给了他停课保留学籍的处

分，这么一来正好让 H 君下学期能去伦敦打袋棍球。他已经计划好了，就在那

周的周五出发起飞。毫无疑问，老娘我是不会让这肥肉就这么白白飞到英帝的。

那夜，H 君整个晚上都在夸张的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整夜都是狂笑声和开玩笑

声。H 君每次喝酒 3 杯打底，总有好事者前来问“乃喝醉了吧，哈哈”，H 君

总会用他那澳腔英语答：“你个土鳖，喝这么一点哪里会醉，劳资我是谨遵医嘱

才喝这酒的，轻松带微笑。”他还会即兴来上一段旱地冲浪舞，然后又蹦又跳乐

乐呵呵的离开。如果允许，他真可以在整个会场里彻夜闹腾，他就是个永不磨损

型的金霸王电兔子。末了，H 君还抓着我跟我说这道那，比如：“哥我就要暂别

杜克了，嗝…我说，咱今晚是不是该来点刺激的，痛痛快快疯一把？”我也痛痛

快快的答应了，同意再跟他回艾尔文-泰伦斯大街闹一回爽一夜。

高光特写： G 君和阿雄曾吃饱了撑着联合拷问过 H 君，我当时也收到一条 G 君

的短信：“So，你们玩儿 3P 了咩？还是普通的一对一？”H 君就回信反击了“面

对这么强力的女人，乃总是要帮兄弟一把吧！”“我只是遵照医嘱办事！”“我

和她只是一对想要办点房事儿的美丽小夫妻，仅此而已！”H 君还一直记得我们

是夫妻。我还在没停地跟他争论那个带一半黑人血统的儿子今后到底会是个美国

职业橄榄球联盟的巨星还是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的霸主。对了，我再说一次，从 H

君嘴里迸出的“我弟弟”真是纯澳洲味儿。旭日东升鱼肚白，我拉着他找了个小

吃店吃了早餐。



大亮点：老娘我是个语文土鳖，根本无法用语言文字形容出 H 君的搞笑幽默。

澳洲口音让每一个从他声带里发出的声音都好玩得像 HoopChina 社区的蛋总

回帖一样 YD 而不失内涵。而且 H 君极其擅于利用他那声带吸引我。我真想嫁

给这死鬼，不开玩笑，老娘是认真严肃的。对了，我提过他说话带澳洲腔了咩？

败兴处：我那次原想跟 H 君来个清晨大激战，但他弟弟在清晨好像不太坚强呃。

H 君得分：8.5/10

第九位数据采集对象:WillMcKee（I 君）

我和 I 君初次相逢于情人节，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赶两份 papers。I 君、阿山以

及阿虎（皆为男路人化名）跟我共用一个桌子（具体说来时我先坐下的，后来 I

君风度翩翩地过来问我，他们哥仨能不能与我共用桌子），很快我们四个就开始

聊起路人起阿虎和他马子当天电话完成分手的八卦。在我隔壁一个亚洲男生在呼



呼大睡试图进入 limbo（对于当时我和 I 君他们发出的数次笑声，那哥们睡得相

当蛋腚，一定是累坏了），实话说，是这个黄皮肤男生的存在让那天的图书馆聊

天更加有意思，而且 I 君的幽默、身板以及相貌都让我感到极具吸引力，我心里

默默发誓，一定要跟他搞上。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我发现 I 君原来是个转校生，

他还有个双胞胎兄弟，也是个袋棍球手，今年大三叫阿诚（男路人化名）。我和

I 君之间，原本是没有多少机会接触聊天的，但在春假结束前一周的那个星期天，

一切有了转机，那次他们全队被拉到了 Chapel Hill 的 He’s Not，其实强行跟

男子搭讪聊天从来都不是老娘的强项，但眼瞅着他就在我吧台的另一头，老娘我

忍不住了，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最终决定用“塞给 I 君 10 美元让他帮我和

我朋友买个啤酒”的方式搭搭讪。这法子还真管用，后来我和 I 君聊了一整个晚

上。 后来 I 君有所发觉我就是“情人节女伴”，他笑着把阿山和阿虎两位基友叫

了过来，重新把我介绍给他俩认识。对，是重新又认识了一遍。我们聊了更深入

的天，又名情话，我用热辣的秋波和内涵十足的身体接触暗示他，暗示他“我今

晚还想对你做更细致的研究探索”。我听得很清楚，在我离开 I 君时（我不会一

整个晚上都粘着男人，不是我的风格），I 君对着他的狐朋狗友说“哥我今晚铁

定要跟那妞儿合体”。在 He’s Not 的活动结束后，我上了 I 君的 SUV 一道回，

后文会出场的 K 君一路上喊着要和我+他自己+Ali 来个 3P 大战。在进到 I 君的

房子、躺倒在他的超大睡床前，我还和阿山、阿虎、阿诚遛了会儿弯。那一夜应

该算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囧的一次合体吧（而且还持续影响了随后的好几天）。

当时我俩爽着爽着，突然 I 君抬起头问我一句：“唔…你今天是不是来那个了还

是咋的？”当时那个档口，我真没有办法，在我检查了一下自己下面和 I 君的床

单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洛神了，而且那次刚好洛早了…唔……YMPK。I



君非常体贴的完成了收场，其实我俩都有点不太爽。事毕，I 君进浴室冲澡，留

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顺带提一句，它们原本都是纯白的。

高光特写：跟 I 君一起，在情人节那天聊着别人分手的八卦、看着那亚洲小伙的

睡相。还有破天荒第一次的洛神没算准，导致我俩在调情时就中断了（噢…酒精

啊酒精，你真是我生命中的一道魔咒）。是我把 I 君的床搞脏了。真他喵的囧。

大亮点：他灰常灰常灰常聪明而且灰常全面。性格灰常搞笑，样貌灰常帅气，体

格灰常强壮，手指灰常给力。

败兴处：我搞脏了他家的被子，搞得在回家的路上（打车）我郁闷坏了。

I 君得分：7/10 I 君真的很棒，但这事（搞脏 I 君家的被子）真的很对不住。

自前文的那次丢脸的行房未果后，每次和 I 君相遇，气氛都很尴尬。显然，我这

糗事肯定是在袋棍球队队友间传开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还是毫无鸭梨的有说有

笑，I 君遇到我的时候经常不知所措，直到后来他才从容了点。 I 君时不时会瞅

我，我能感觉到。特别在 Shooters 或 He’s Not 里，我和其他袋棍球队员开

怀大笑、乱开玩笑或是相互捉弄的时候，他总会瞅我。每到这时，我会尽可能的

装得自然点，以防 I 君周围的人看我的笑话。我翻身的机会出现在毕业前夕，具

体说是五月十五号。你知道吗？说起来这事儿比 Tucker Max（译者注：Tucker

Max 该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个男凯伦，是个把自己艳遇写成短篇小说直接发到博

客上的美帝豪放男，Tucker Max 的维基百科词条）的故事还扯淡荒谬。那天我

在 Shooters 又一次遇到了 I 君，他那天好像一直盯着我没停的看，可能是因为

那天他袋棍球队的其他队友，从新生（此处省略 5 位路人名）到二年级生（此处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cker_Max


省略 2 位路人名）再到三年级生（此处省略 2 个路人名+随后即将登场的 K 君）

再到四年级生（此处省略 1 个路人名）以及已经毕业的学长（此处省略 1 路人

名），他们所有人，真是他们所有人都在挠我/玩我/咯吱我，反正就是各种打情、

各种骂俏，各种玩我。其实吧，那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如何和 K 君再战一晚。

晚了，大家都回寝睡觉了，我实现了心愿，在 K 君的卧室和浴室里完成了对他

的再次考核。正当我在 K 君宿舍门口等着拦出租车的时候，在 K 君隔壁的一个

门开了，是 I 君，他好像正要开车出门。但他一看我在，就转而走向我。我们聊

了一阵，聊着聊着，我感觉他在慢慢靠近我，很快他像一座大山一样站我跟前。

不知是我俩间谁出的主意，反正我俩急匆匆的欲寻辆无人的 SUV（当夜他宿舍

有两位同寝学弟在睡觉），这样我既可以深入你正观赏的这份探究工程又可以赎

回我自己（前次跟 I 君发生的意外，当时尚留有心理阴影）。我和 I 君最终在阿

辉（袋棍球队队友）的红色 SUV 第一排长座上聊了许久，然后狠狠地云雨了一

番。I 君的那股爆发力、冲击力，老娘真是破天荒第一次见识到，真是棋逢对手。

缠绵车留香，耕耘窗余珠，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

高光特写：凌晨 4 点半，在和 K 君大战之后的我马不停蹄的又和 I 君在 Sam Solie

的车子里○○××。 I 君完完全全完完全全地掌控了一切主动，就像孙悦一样各种

玩儿我，抓头发、狂换体位等等等等。他对我的胸部性趣十足，他就像疯了一样

摸我咪咪，在我印象里，在所有研究对象里，I 君是玩得最销魂的一位。在他这

番状态爆表级的床第表现结束后，我对他向上次的意外道歉：“I 君，你个死鬼，

你真的是个钻洞机…喔，我的上帝，你的技术真是太棒了，棒翻天了”。I 君说：

“你必须 110%的都给我，因为我床单不高兴了，后果很严重，你懂的”。“我

知道，你肯定喜欢我这帝王级的主动攻势，你敢说实话吗？”I 君那份超无敌的



攻击力、秀色可餐的外貌、猥琐诱人的尺寸（I 君曾经曰过“卧槽，你真幸运，

其实我现在还没完全 BQ，要不我二弟还能长高 2 英寸”）以及主动性。说句夸

张的，我这论文里其他被研究的样本们需要花上全力才能完成的房事强度， I 君

只需要动一只手就可搞定，轻松带微笑。

大亮点：他全身都是长处，没有任何缺陷，老娘是认真严肃的。跟 I 君的那次恶

战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体验过的最最暴力最最爽歪歪的一次，把我整个人带到了

一个新的层次。还有一点，I 君很性感。

败兴处：无!如果硬要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完事儿后我才想到跑到其他人的 SUV

里耕耘是不是有点草率，再来一点，我此前刚刚和 K 君完成合体，就马不停蹄

的跟 I 君相融，这经历…我还敢再放荡一点吗。但话说回来，这是我大学生活的

最后一夜，能够有幸与 I 君这样的猛张飞过招，顺风为前一次的交配失败道歉，

老娘毕生无悔。

I 君得分：12/10



第十位数据采集对象:Tucker Virtue（J 君）

我和 Tucker Virtue （以下简称为 J 君）第一次正式“会面”发生在大二，时间

是 2008 年 4 月 5 号，那天是我一学究型的女生朋友阿凤（女路人化名）20 岁

的生日，在 Shooters 庆祝。那晚我和她蹦了一晚的迪，正当我俩徘徊在出口要

打道回府时，袋棍球队的伙计们又跟上来搭话了，他们邀我们稍迟点一起去袋棍

球队的 house 里玩儿。其实之前老娘我是去那销魂的 house 里玩儿过的，印象

很不错，大满足，所以我和阿凤就同意了，我俩和 J 君一块乘着出租车走。在半

道上吧…嗯…其实是可以 3P 的嘿…反正 J 君这逼也有点醉意，可以在我和阿凤之

间选择，而且出租车师傅也不敢反对，真要做了他还算免费看了场好戏呢…到了

袋棍球队的 house 之后，阿凤做了个预先准备好的自我介绍，而我在 J 君的一

再敦促下坐到他腿上。接下来嘛，你懂我懂大家懂，J 君贱贱的贱贱的硬了，其

实这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生理现象了不是么（但老娘直到两年后才醒悟到这是再

自然不过的生理反应了）？很快，J 君的裤子就撑起了一个小拱顶。我没有被动



的等着他背入我，而是积极主动的转过身跟他热吻（好吧，我这次算是开戒了，

之前我从来没表演过公开亲热），然后我对 J 君说：你愿意回我屋吗？咱可以玩

点更私密更有意思的。于是我俩就上路了，但后来我俩没有做那事儿，半途而废

了。也就是说，虽然 J 君对我很好，但那晚他搞得我有点扫兴。

高光特写：我以由上向下的视角见证了他二弟在另外 14 个人面前由小蘑菇到大

甩棍的变化。J 君在和我互撩到一半时跑了一趟洗手间（他当时全裸），回来的

时候这纯纱布居然走错屋了。住我隔壁的一姑娘好端端的突然见到一裸男站她门

口，在灯光的照射下，格外刺眼。她脑子完全乱了，大吃一精，隔天还跑来问我

（“凯伦，你肯定不信俺昨晚看到了个啥…俺一睁眼，一全裸的男生站俺床边！”）

大亮点：J 君你敢再纱布一点吗？我大爱他这份纱布劲儿，当然，除了它让我没

法采集资料数据。我敢肯定我和阿凤一定会把 J 君的糗事讲给孙子辈儿听的，真

J13 太搞了。

败兴处：没实战过，没能采集到他的数据。

J 君得分：3.5/10**

**由于米有真刀真枪干过革命，所以这个分数不算数

前文提过，我和 J 君早在我大二他大一时就结识了，且虽说未能切实实现合体采

样本，但至少收集了些皮毛，算是边角料吧。我俩重新开始接触的故事发生在我

大四的时候，他当时在不少校内的公共活动中抛头露面，使我对他的性趣日贱浓

厚。终于，在欢庆杜克大学 NCAA 第四度折桂的那天（4 月 5 日），我又着手



进行数据搜刮了。那天我和阿玉、阿月（皆为女路人化名）在 Shooters 门口遇

到了 J 君。在他跟我说明了他想做我可以搜集到数据资料的那档子事儿之后，咱

俩拦了辆出租到了 Ninth Street Commons（一处独户宅）。我俩亲热到一半，

阿杰（一袋棍球队队员化名）突然闯进来叫我们把衣服穿上因为“我们战无不胜…

我们是冠军！全国冠军！”我和 J 君穿了衣服（相当摇晃的走）上了街，走到一

消防局逛了一圈，然后又回到袋棍球队的屋子里，我给阿哲（一袋棍球球队队员

化名）打了电话，可没人接，又跟阿杰聊了好久，之后我就回到房间里跟 J 君进

行第二回合的数据采集和配种练习，后来夜里我悄悄地离开了。

高光特写：J 君，这孩子表演了无数次“扒了裤子炫甩棍”的好戏：“看看看看…

我老二任你玩儿！”引用阿杰的话说：“我跟所有的女孩子这么说：‘嘿！女孩

儿们！给·我·洗·香·肠’然后她们都会答：‘没问题！！！（回答音调要高）’然

后我会说‘啊啊等等等等…其实我是有女——朋——友——哒！’”。J 君对于

（通过戏耍别人获得的）叫喊声有特殊的爱。他还留有一句名言：“你真专业!

艹泥马，你敢再专业一点吗！卧槽！眼下这种爽翻的感觉用语言真是欲仙欲死啊

啊啊。”

大亮点：跟他亲热真是太太太太有趣儿了，而且我都说不清理由。J 君这人本身

就相当搞笑，而且他的技术非常过硬，还有就是他的甩棍够长够用（虽然此前我

也见识过不少他那个尺寸的甩棍，但 J 君应该还能很有潜质的，是个好苗子）。

败兴处：身体条件很赞，但比起我最喜欢的类型，J 君稍显消瘦。其实我以前不

大喜欢大半夜从床上跑路的，但现在看来，效果还是挺行。还有，其实我应该让

J 君再多忙活一阵子。



J 君得分：8/10

大约过了一周之后，我又在 Shooters 撞见了 J 君。在我向他为那夜的不辞而别

道过歉后，J 君用拳头砸了我一下，然后扬起手掌说：“哎呀，你这样不挺好的

嘛！一般的女生对着男人都黏黏糊糊的，像坨便便一样。我告诉你，我就贼反感

便便一样的女人”，然后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承诺最近得闲了会“联系我”。

当时的我在做这份论文的数据采集方面正春风得意，得同时应付好几个样本。那

天一个在 Shooters 举办的社团派对刚结束，我和 2 个朋友正赶去阿吉、阿毛（男

生化名）的埃尔文-泰伦斯 22 号宿舍，走在半道上，我收到了一条 J 君的短信：

“今晚空否？”我回信告诉他我的目的地，他回复说他已经在那里了，我再回复

他：咱俩“光速”就能见面。好吧，这么一回是不是搞得我很荡。等见面之后，

我和 J 君就呆坐沙发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阿吉、阿毛们玩儿 Wii 平台上的马里

奥赛车，玩儿久了，乏了，也就回各自的睡房了（是 H 君的旧房间，床也没换）。

我俩当然要搞一搞了，跟前一次一样舒坦，爽翻天。

高光特写：上次我和 H 君 PK 用的也是这场床，这次男主角换成了 J 君。J 君还

留有名言“你个骚包！为什么你这么英勇善战！？”。我又一次在翌日的一大早

就离开了。J 君？他又爬回被子堆里呼呼大睡了。那天早上我还穿着 H 君代言的

Billabong 格子衬衫与 J 君温存了一番嘞，我把这件衣服就这么穿回家了，而且

那天我穿了整整一天（其实我一直就很后悔没早点把 H 君的这件漂漂的衣服收

归己有，这次算是把握住机会了）。后来有一晚我和 J 君在学校广场偶遇，互相

看着对方穿着眼熟的衣服（他还是穿着一纱布裤子）。



大亮点：这次和第一次一样搞笑。J 君这家伙大概是老娘这辈子认识的最纱布的

娃吧。

败兴处：老娘再重申一遍，希望他别这么快就睡死了，要持久一点口牙，我觉得

不够口牙。

J 君得分：7.5/10

第十一位数据采集对象:Sam Spillane（K 君）

和 Sam Spillane（以下简写为 K 君）认识的时候正是我内心最无助的时刻。那

天周三，距离我跟 J 君的第一次合体刚刚过去 2 天，我又钻 Shooters 里混了。



还特别打扮了一下自己，穿了一件超人配色的拳击短裤和一双长筒袜。不用说，

是日巨多色狼排着队来找老娘喝酒逗笑扯皮，我也就来者不拒了。但那天为了不

被阿强（一棒球手路人化名）强吻，我一改平时不擅与他人在舞池中交流的习惯，

和 K 君几乎没有道啥场面话，净跳舞了。末了，正当我和马上将于后文粉墨登

场的 M 君大聊特聊的时候，有个纱布结结实实的从我身后来了个超级熊抱，还

念叨“来吧来吧，跟我走。你真是个美人儿，我现在就要你。”这时我才转回头，

我和 K 君几乎是脸贴脸。这时我觉得 K 君很有魅力，嗯哼，我也一如寻常的邪

恶了，我不就是个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跟酷哥上床的人吗，所以，我同意了，跟

他一起回他住处，具体说是 Ninth Street Commons，而且又发生惊喜了。战

至翌日清晨约 6 时，我撤了。

高光特写：K 君和 J 君住隔壁，乃们知道吗？而且我和 K 君大战的两天前我刚和

J 君肉搏切磋过。搞得他俩站门口聊天我还得猫腰绕行。K 君的桌上居然还放了

一个超人的帽子（因为我们都是臭气相投的淫~）。第二天一早为了找一辆出租

车，我还误闯消防局（没错，就是前几天我刚和 J 君上次去的那个）。 然后被

消防员蜀黍臭骂了一顿。他们还特地安排了一辆消防车送我回家。

大特写：K 君的身体…就像江湖上流传的一样…杠杠的！在去他住处的路上，我

俩聊得很开心，还有还有，我觉得和消防员蜀黍的互动很愉快嘿（老娘当时上身

着超大的袋棍球衣，下身着超人配色的拳击短裤，外加长筒袜…）。

败兴处：好吧，虽然 K 君的直径挺可观的，但长度很一般，我不满意。再来一

点，K 君是属于那种“闷声”型的床男，说白了就是那种“要是我不问他爽不爽，

他根本不会在运动战中用吼叫来宣泄快感”的“石佛”伴侣。K 君时间太短了，



忙活完就醉倒睡死了。完事儿后我的切身感觉是：我好像一个干皮肉生意的一样，

前几天跟隔壁那个刚忙活完，今晚又来找枕边的这位仁兄搜集论文数据。至今我

还有点迷糊，为什么当时我选择跟着 K 君走——大概是当晚的威士忌的威力+

心血来潮+纯粹好奇感在作祟吧。

K 君得分：3/10

第十二位数据采集对象:Zach Howell（L 君）

说起来，我跟 Zach Howell （以下简写为 L 君）认识的地儿既不是 Shooters

也不是 He’s Not(L 君在几年前是有家室的，所以原来的他并不像他那些 JR

队友一样对吧台那么有爱，后来居然连他也沦陷了，着实让老娘我大吃一精)。

此前我还和几个朋友讨论过谁是杜克第一“大男子”，评定标准很简单，就是看



谁的最大。当时我们都没有跟略带神秘色彩的 L 君交过手，但 Ali 提出 L 君应该

荣登“杜克男人我最大“的提名榜，因为她本人曾目击过 L 君在课桌下悄悄把老

二掏出见光的绝世胜景，我们笑得肚子都快破了，但直到我和 L 君真正认识之后，

我才把这事儿真正挂心上（在认识了之后老娘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想他那活

儿…）。相识的那天是周六（具体日期是五月一号），我、阿丽还有阿芬（女路

人化名）三位英雄姐妹发挥连续作战精神，玩够了 Shooters 又跑‘Pound’嗨

（Pound 这地儿是 ADPhi 兄弟会的地盘儿——好多曲棍球球员都是 ADPhi 兄

弟会的成员，且常年在此瞎晃悠），正当我们和阿牛（男路人化名）们在户外四

处晃荡的时候，我遇到了 L 君。我和 L 君礼节性的聊了几分钟，然后我有事儿回

了一小会儿室内。没多久，又回屋外继续和 L 君聊天，场面话的面具居然光速被

扯掉了，我俩极尽挑逗之能在畅聊着，我俩立马搭上阿丽的车子回艾尔文-泰伦

斯 22 号，到了那儿，分配好了各对鸳鸯的房间，我和 L 君在起居室里小跳了一

阵儿舞。是役，两条肉虫互撩一次、大战五番（YES！就是五次！），一直到翌

日晨，顺带提一句，战场是 H 君的旧房旧床。

高光特写：在奔赴艾尔文-泰伦斯住处的路上他抛下这样一句名言：“一会先玩

儿会 Wii 上的马里奥赛车，你要赢了我我才让你亲”。还在车里他就想对我下手。

还在车厢里扯着嗓子给我唱 Trey Songz 的“Say Aah”。在起居室里跳舞也是

他抓着我跳的。跳到一半，我回卧室拿手机，突然就被 L 君粗鲁的拦腰抱住，狂

吻了足足五分钟。一边吻着一边说：“哇喔…我原以为你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儿。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好特别好特别！”L 君好大好大好大好大，而且技术相当相

当相当过硬。每次都是我比他先“一库”，每次都不例外！途中他突然凝视我许

久，我问他怎么了，他答曰：“我只是想表示你身材真是一级棒！”老娘阅男千



千万，唯 L 君热辣秋波床第全程送；此刻良宵太美好，毕吾辈一生刻骨铭记恒久

赞。他的手，比刘谦的还灵活。还有那句绝妙的晚安祝语：“明日能与君共枕迎

接晨曦我已觉三生有幸，我不知自己能否再幸运一点，只是希望，我明日的第一

道风景，是伊人的香吻。”翌日，因宿醉，我尚有些不适，我说：“一会我跟朋

友们一块走，先在这儿待会，等等她们。”他看着我：“待会才走…？我现在累

极了，不过我还想再囸你一次。”。L 君持久力惊人，在此番清晨大战鸣金收兵

刚过五分钟后，他又看着我：“你要不要再来一次？”。后来囸到不到正午他不

让我走（其实我也压根儿没想过要走，我是说离开这天堂）。囸到 11 点 30 分

左右，我说我饿了，这时他把整个毯子盖自己身上，只露俩眼睛，他偷看了我一

眼：“噢。好吧…亲爱的你是说你饿了是吧？再杀个三百回合可以缓解。”当然

了，我点头了。之前我从未和单体研究对象做这么多次的调查研究，这是破天荒。

大亮点：上文你读完了吗？以上经历，坦白地说，是我最最最销魂的床第传奇。

眉目间的炽热交汇，创意十足的体位，他那没有翅膀的巨型大鸟，超究极剧烈的

崩坏，他蓝色的眼珠，与他激动四射的合体，他练达老道的技巧，还很看重我的

反应，他的头发（我老喜欢抓他头发啦），还有还有，第二天早上他根本就不让

我走，完全无视我当时的蓬头垢面，就在那样一个采光良好木有窗帘的房间里，

○○××……

败兴处：没有。必须没有啊。他实在太惊人了！老娘我对艾尔文-泰伦斯 22 号的

床很有爱…

L 君得分：12/10

在结束了与 L 君叫到欲仙欲死爽到魂飞魄散的第一次床第调查探究后，我茶饭不

思的想跟他来个二番战（我矫情的本性又发作了，既没给他手机号也没要他的，



连他在非死不可上给我发来的好友邀请都拒了，对于这些男伴的好友请求，我一

贯直接拒绝，这么做也许有些乖戾不群，但魅力十足吧）。后来周二我又在

Devines（杜克学生常光顾的店之一，系餐馆&运动酒吧）瞄到他一眼，但我俩

只是互瞄了一眼罢（其实我还没从第一次的余兴中缓过神来），我也没朝他那儿

挪步子，我要的只是让 L 君看到：老娘我路过你了[在我一边与阿勇、阿飞（男

路人化名）、Ali、阿香（女路人化名）路过的时候，L 君的眼球在我肉身上挂了

好久好久]。再下一次我遇到他就是在毕业前的那个周六了，那是我终生难忘的

一夜，太他喵的欢乐了（当时 Shooters 里其实没有人当众亲热勾搭，我是说除

了曲棍球队的和 Ali）。我并不想和 L 君待一块，但 Ali 很顺道的给我俩“介绍

认识”了。L 君对 Ali 大笑道：“我和她已经很熟了”，抱了抱我，然后聊天。

L 君问我今夜是否赏脸同去他队友们的公寓，来个全队大联欢，“3P”这个词儿

和着唾沫星子从 L 君嘴里迸出了好多次（但话说回来，我觉得他想让我和 Ali 来

个两女战一夫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大学的最后一夜”啦！）。香汗淋漓、

香汗淋漓、香汗淋漓，在我和曲棍球队将近半数的队员们玩儿挑逗游戏玩得香汗

淋漓之时，L 君走过来对我说“So，今晚那间是我的。我现在就要进屋了。随时

来。”好吧…我也不含糊，在 Ali 说 OK 之后，我俩就进屋了。进屋没多久，一

纱布（绝逼是阿杰，我肯定）就放上了声名狼藉先生（译者注：美帝饶舌界内已

故大哥大，声名狼藉先生的维基百科词条）的歌儿，我是说用大音箱功放，这头

呢，我们就在怀旧的饶舌乐中互相撩着。怎样？让你大吃一精吧？L 君甚至会对

着我炫饶舌，而在这个身体性感手法老练的饶舌王面前，我身体的小宇宙急速的

在胀热到要爆炸。在一轮互撩结束后，L 君问我要不要“去洗个澡”。对于他要

求的特殊亲热地点，我一直持回避姿态，因为我怕到那些地方我会看起来更丑（假

http://zh.wikipedia.org/zh/%E8%81%B2%E5%90%8D%E7%8B%BC%E8%97%89%E5%85%88%E7%94%9F


的！详情可见我和 I 君的激战史）而且会暴露我的缺陷（假的！其实会隐藏得更

好也说不定）。但不管怎么说，本着大四毕业生的献身精神（还因一点，我那夜

被 L 君灌得整个脑子晕晕乎乎的），我同意了。卧槽，太 J13 给力了！一点一点

的小水花儿滴落在我们仨沸腾的肉躯上，水面在静静倒映出我们即兴创作的立式

体位后随着剧烈活塞运动涣然涟漪千万，我们就在这绝对新鲜的地方玩到了嗨翻

天。后来，我在 Ali 一起在 L 君的床上冷却了一会儿。后来的后来，我打车回寝

了。后来的后来的后来，我睡了好久好久（好吧，当时我还能自个儿拦的士滚蛋…

我真佩服自己）。

高光特写：L 君对着我唱声名狼藉先生的 rap（性感到爆表的滋味儿你尝过吗）。

在一木有上锁的房间里互撩。在浴室里激情合体。L 君的大鸟/秀发/一流技术/

耐操到我先”一库”。当时 L 君的室友：E 君，还进屋了。E 君是先跟隔壁的 K

君说完咕掰后顺道来 L 君处道别的。

大亮点：那前戏互撩真是无与伦比的大爽。我和他又完成了一次合体。

败兴处：我喜欢跟他亲热，可多一个女人让本宫不太过瘾，但毕竟他也疲了，我

明天也得毕业了。E 君突然走进屋也让我多少有点尴尬不爽。总言之，这次没第

一次爽。

L 君得分：8.5/10

第十三位数据采集对象: Tyler Rice（M 君）



Tyler Rice（以下简写为 M 君）是个计划外的探究样本，会跟他肉搏只因我俩认

识后多聊了几次而已。我经常遇到他，他经常周三到 Shooters 里晃荡，某夜 M

君”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无意”挤撞了我和我朋友，遂”发自肺腑”的跟我们道了

歉。我们互问了手机号，常互发短信（有一次我正跟 L 君厮混时 M 君发了 N 条

信息问我要不要出去玩儿）。但直到老娘考完期末考试后的那个周五我们才相约

Alivia’s（杜克学生常光顾的一酒吧），然后事情的发展就变得简单粗暴了。我、

M 君、阿丽（女路人化名）还有 M 君一室友离开酒吧后一道找地儿抽大麻。在

寻 FOUR LOKO 酒未遂后，我们用奔赴 Onslo 的窝,在那儿我们和一群 Sigma Nu

兄弟会的伙计抽了些水烟，然后又驱车前往 Kappa Sig 兄弟会的老窝，我们在

那儿又尝了些卷烟，最后我们共赴 M 君在 West Village 的住处。最后的最后我

和 M 君亲热了（玩得很安静，阿丽就睡在沙发上）。

在某日的凌晨 4 点钟，还好我没蛋要不我一定闲得蛋疼，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做做

论文的数据搜集工作。我给 M 君发了个短信，然后开车到 West Village 去找他，



当时 M 君的室友父母来了，所以我和 M 君就在他的 BMW 里男上女下。超复古

流对吧，搞得像俩高中娃一样，只不过我现在正忙活的，已经是限制级的事儿了。

高光特写：我们在 M 君公寓外的 Cookout 呆坐了足足有一小时才醒悟过来：要

是我们敲门（忘带钥匙），那 M 君室友肯定会把门打开的。可 M 君的寝室里一

波波的：“用力啊！啊啊啊啊啊啊！！用力猛击我啊啊啊！！！噢噢噢噢噢！！

我要飞啦啊啊啊！！！！” 的性虐快活嘶吼声疯狂的刺激着我们的耳膜。我和

M 君只好非常低调的、安安静静的互相调戏亲热。第二天醒来，我想去某个街

道和阿丽碰头见面，还是 M 君开车载我去的，他真是个好淫。至于第二次，我

的意思是，我和 M 君在宝马里云雨了一番，哇喔，我是说在宝马里头。

大亮点：尽管他弟弟的个头儿不是我见过最大的，但 M 君深谙扬长避短之道。

完全的寂静，weed 以及如何增加快感。温存和宿醉后的对话真让人大吃一精。

M 君，一言以蔽之，你办事我放心。

败兴处：要不是老娘我那一早还有事儿，我俩肯定还得再亲热一会儿，这也算是

个遗憾吧。在宝马里搞确实有点不方便，但真的好好玩。

M 君得分：7/10

评估流程

你上文看到的每一位男伴的原始分皆由我本人操刀设定的一系列测评得分点来

定夺，而这些个得分点是我在好几万年前就设定完毕的：



外形魅力：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男伴的身高、身型（肌肉大小以及肌肉线条）、

下颚曲线、发质/发色/发型、面部器官的分布、甩棍的外形以及眼睛/眉毛。

尺寸：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看男伴的长短以及直径大小。

技术：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男伴的手、嘴以及老二（本项与前项“尺寸”是严格

分离的）的活儿

创意：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看男伴是否有到非常规战场（以及真到了非常规战场

上的应变能力）作战的意愿和勇气

攻击欲：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看男伴在测评过程中生理上是否展现出攻击态势、

心理上是否有将我一掌推倒的霸道欲望；要是男伴只是像坨便便一样摊在床上或

是毫无干劲的话，他是得不到分的。

个性：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看男伴是否有笑死人不偿命的行为、好脾气、名言、

值得玩味的调情短信、幽默感或是简单暴力的粗话；要是有了快感也不叫、神马

俏皮话儿都懒得说，那他是得不到分的。总之，我需要有个性的男人。

运动能力：该项具体的得分点是看男伴是否具备 NB 的床第运动能力。

附加分：要是男伴有灰常灰常亮的特质的时候，我会加附加分，譬如他的英语带

着一点袋鼠国口音以及/或者是个职业冲浪手；要是他非常粗鲁无礼或是个加拿

大人…那就算他老爸是李刚也得不了高分。

行房达人终极排行榜



排名 男伴名（得分）

1. Zach Howell—L 君(10.25/10)

2. Will McKee—I 君(9.5/10)

3. Ben Grisz—C 君(9/10)

4. Sean Brady—H 君(8.75/10)

5. Jake Lemmerman—G 君(8.25/10)

6. Tucker Virtue—J 君(7.75/10)

7. Tyler Rice—M 君(7/10)

8. Jeremy Gould—D 君(4/10)**

9. Tony McDevitt—A 君(4/10)**

10. Alex Hassan—F 君(3/10)**

11. Sam Spillane—K 君(3/10)**

12. Stephen Coyle—E 君(3/10)**

13. David Goulet—B 君(1/10)

**如遇平分，那就凭他的长相、身型、创造力以及最最重要的一点——我对他个

性的评价，来定夺排位。



鸣谢

感谢郭嘉感谢所有的男伴，要不是他们的参与、配合以及不带任何保留地给我提

供数据资料，要完成这样一篇大工程，我根本无从下手。感谢 Shooters、He’

s Not、我的好友们以及引人犯罪的酒精，要没有他们，想完成这样一篇大工程，

我极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在此我要特别鸣谢两个人，首先是 G 君，他那条

“在你那行房达人排行榜上，我排第几名口牙？”的调情短信给我灌注了一剂强

心针老娘，此番可是倾力打造出的这套理论的；其次特别鸣谢阿美（女路人化名），

是她在不断激励我将这份论文做得更大做得更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