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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12⽉1号
 
⼩威尼斯，伦敦，英国
 

记者与纪录⽚导演康拉德·班纳（Conrad Banner），是⼀位惯性的早起
者，⾃从弗雷亚·尼尔森（Freya Nielson）搬来与他同居后，他总在起
床前花些时间，思索著他是如此的幸运并对她天使般的脸庞所散发出

的祥和惊叹不已。那祥和——将毫⽆疑问地消散，在她醒来后⾯对作
为⼀个记录“残酷⼈间”的⾃由摄影记者这种哀伤现实的挑战。康拉德
静静地起床避免吵醒她，穿上睡袍，⾛到樓下的厨房，為那可為他奠

定⼀天開始的咖啡因打开了咖啡机。⼏分钟后，他坐在他的办公桌

上，打开笔记本电脑检查他的收件箱。在约略15个新郵件通知中，有
⼀封来⾃耶路撒冷的夫婦亚当·帕尔茨（Adam Peltz）和萨⽶·哈达维
（Sami Hadawi）的信。佩尔茨是⼀名和以⾊列考古学家組織有密切關
係的犹太⼈，也是組織中的活躍者，他们关注許多透過以⾊列古物來

作為推進政治⽬的的組織，其中以以⾊列古物管理局（IAA）最为突
出。萨⽶是⼀名巴勒斯坦基督徒，尽管沒有執照但仍然是⼀个知识渊

博的導遊，放蕩不羈的性格卻擁有⾃然流露、討喜且⽆可抗拒的笑

容，就算他⽣活在压迫且受屈辱的危险職業下。但是对于康拉德来

说，最重要的是⼀封來⾃他在⻉鲁特的⽗亲⻢克的电⼦邮件，康拉德

正计划制作關於耶路撒冷以及⽬前在圣殿⼭上哈拉姆谢⾥夫寺的冲突

纪录⽚，他曾经詢問⽗親概括的建议以及想法。
 
最亲爱的康拉德，



⼀如往常，很⾼兴听到你们都好。弗雷亚是⼀个可爱⽽且⾮

常特别的年轻⼥⼠，值得⼀切你所给予的，甚⾄更多。同样

喜悦地知道⾃从你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你下定决⼼制作关

于巴勒斯坦悲剧的纪录⽚，我⾮常開⼼你詢問我對標題的⾒

解及意⾒。根据要求，我已经提出了⼀些想法，鉴于“应许之
地”的概念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原则，再加上犹太⼈渴望在
圣殿⼭建造“第三殿”-我将整理关于第三寺的希族议会的所有
信息，并在本周晚些时候发送给你-我可以想到没有什么⽐⼀
个具有圣经内涵的标题，⽐如“应许之地”和“以⻄结的圣殿预
⾔”。 
 

“我將要把他们从各国帶出来，从各国集結，我要带
他们到⾃⼰的⼟地上。我要将他们牧在以⾊列的⼭

上，在⼟地上所有的峡⾕和定居所。"
以⻄结书34:13（公元前593-571年）

 
作为⼀个⽆神论者，我从来没有对圣经给予过任何信任，因

为他们的先知们通常都表现出收到了上帝祂的启⽰，并将启

⽰撰写留给他们的后代。如此预⾔的⽚段应该是占⼘未来或

是预测会发⽣什么事情，并与最常被引⽤的以⻄结、但以

理、⻢太福⾳24/25和启⽰录，穿插整部圣经。 然⽽有些圣
经预⾔是假定含蓄的，有些預⾔則被各種被描述成如同是上

帝本⾝的陳述，或⽤難以理解的预知能⼒有意圖的⽀持为某

種特权。 

相信圣经的⼈們協助信徒解讀预⾔，批判性的思維或解讀⽂

本、詮释学以及經⽂分析的理論，他们认为其中包含对全球

政治，⾃然灾害，以⾊列作为⼀个国家的出现的描述的经⽂

的⽂本解释理论，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王国和启⽰录。

所以你在製作电影时，必須銘記這⼀点，你將會清楚地表明

圣经预⾔的缺点，就是它经常被欺骗型的宗教和可疑的意识



形态的劫持和利⽤，成為正當的理由來⽀持⾏动和政策，如

果由國際刑事法院或法庭進⾏公正審查，將被判定為違反“⽇
內⽡公約”-包括四项条约和三项附加议定-這無⾮是迫害⼈性
的罪⾏。

對圣经预⾔⽽⾔最成功的欺诈型剥削之⼀就是，最近⼀個種

族隔離猶太復國主義猶太⼈的國家，仍在⼤肆吹噓他們是

是“中東唯⼀⺠主”，引⽤聖經的敘述來合法化⾃⼰傲慢地⽆
视“世界⼈权宣⾔”的30条条款的每個⼈，以及对巴勒斯坦⼈
⺠进⾏种族清洗，根據國際刑事法院（ICC）和前南斯拉夫問
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的章程，這些案件被定義為危害⼈
類罪。

以⾊列的种族清洗以压倒性的军事⼒量，有计划地将巴勒斯

坦的原住⺠基督教和穆斯林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中剷除，

使其种族⼀致。这种排除異⼰的⽅式包括摧毁住房，活動中

⼼，农场和基础设施来消除巴勒斯坦境内物質和⽂化证据，

並亵渎巴勒斯坦的遺址，墓地和礼拜场所。

你的影⽚应该著重於，聖經捏照描述不⾜以证明残酷的殖⺠

⽅式以及領⼟的種族清洗是上帝祂给犹太⼈的允諾。這應該

顯⽽易，在巴勒斯坦實施的危害⼈類罪的團體，正在得到⾼

層組織和資⾦充⾜的猶太遊說團體的協助; 通过⼀贯的主流媒
体对残酷的犹太殖⺠者作为受害者的不可饶恕的描绘; 由于⼟
着⼈⺠的不合理妖魔化; 并通过剥削“反犹太主义”和“⼤屠
杀”来镇压⾔论⾃由，使对全世界以⾊列的批评默許和定罪。
最近⼀個英国反恐警察审讯⼀个配戴“⾃由巴勒斯坦”徽章和腕
带上学的学⽣，可以說明猶太復國主義對我們⾃由的厭惡程

度.教师们不是⿎励学⽣了解和⽀持⼈权，⽽是将这个男孩报
告给警察，只能说是他对“世界⼈权宣⾔”的承诺，这⾸先断然
表明“所有⼈都是⾃由的尊严和权利平等。他们擁有理性和良
知，应本着兄弟情谊的精神相互幫助"但是，⽀持巴勒斯坦⼈



关⼼的这种情愫，现在显然是英国的犯罪⾏为。在这例⼦

中，教师的⾏动让⼈联想到纳粹德国，当希特勒⻘年运动培

訓学童的任務被扭转时，他们的⽼师，朋友，邻居甚⾄⾃⼰

的⽗⺟都会报以任何“颠覆是⾮”的⾔论或⾏动。在英国，犹太
复国主义思想警察的存在现在已经成为事实，压制⾔论⾃

由，正在扼殺所剩無幾的英国⺠主。 

你展開的這個艰巨任务充满了许多的危险，你和芙蕾雅必须

采取⼀切必要的预防措施，為了你們的的安全千萬別低估。

我不是在質疑你讓弗蕾亞陪著你，但這是⼀個希望你能夠重

新考慮的決定。还要记住，因为你的姓⽒已被列為以⾊列的

敌⼈，這根我所谓的“反犹太⼈”的报纸⽂章和书籍有關連。只
要提出以⾊列的犯罪问题，你就会被⾃称为反犹太主义者或

對猶太⼈不利者，以⾊列犹太⼈⾮常开朗和"chutzpah"(放肆)
，但仍然肆無忌憚的在对巴勒斯坦⼈⺠进⾏惩罚. 
最后，你绝对不能像⼤多数⼤众媒体的⽯化“⽴宪机构”⼀样失
去你的原则，也不会失去你的信念，因为作为⼀名记者，你

对⾃⼰的良知和那些漸漸失去⾃由的⼈權有責任。正如美国

游说者，律师和政治家克⾥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
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当公众的知情权利受到威胁，⾔论和新
闻⾃由受到壓迫时，所有我们摯愛的⾃由也都是危险的。” 
 
爱和最好的祝福，⻢克。

 
 
 
⽩宫，华盛顿特区
 

“傲慢的混球！”，总统在他的椭圆形办公桌上愤怒地说，他把电话听
筒扔到摇篮⾥，“那个家伙很明顯是⼀个的疯⼦”，他指的是以⾊列总
理。



刚剛参谋⻓⽬睹总统不以為然的對过去⼀个⽉中，以⾊列部队造成

142名巴勒斯坦⼈死亡，另有15,620⼈受伤，表⽰深感同情但并没有
特别印象深刻。他以前曾听過也看過了，也知道以⾊列總理來華盛頓

的時候，兩位領導⼈在鏡頭前都會⼩⼼翼翼地隱瞞他們的相互仇恨，

意味深⻑地說出所有的義務和讓以⾊列聲援對猶太國家安全“要求”及
他們有權為“⾃衛”做出必要的事情。 

⻓期以来，参谋⻓⻓期以来⼀直認同美国⽆条件⽀持以⾊列的侵略⾏

为，尽管巴勒斯坦⼈对此表⽰抗议，⼤多數是投掷⽯块的⻘年和⼉

童，这些為弱的证据就可能被判⼊狱20多年只因他们的象征性宣⽰，
這是对压迫、野蠻且⾮法佔⽤的合理的作法。这两个领导⼈之间排练

的这种良好的亲切关系，將讓数亿美元的额外援助随之⽽来，会议向

以⾊列承诺，以此作为美国对种族隔离战争罪⾏国家⽆条件的爱与信

任的象征。对于参谋⻓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圖⽅便地⾦援以⾊列的叛

乱者，希望他们能够停⽌宣揚关于他们⼤屠杀這種令⼈讨厌的⼝头

禅，以及滾遠⼀點。正如Reuven Ben-Shalom在“耶路撒冷邮报”所
述，“我们⾮常的陶醉在提出我们的情况，所以有時听我们說明是折磨
⼈、⽆聊且烦⼈的事情。”他曾在以⾊列国防军担任直升机⻜⾏员25
年，曾擔任包括以⾊列和美国军事合作、以⾊列国防学院国际研究员

计划這些各种国际关系职务中，並担任指揮官。 

在访问期间，以⾊列领导⼈⽆疑地也会从华尔街兄弟会的⾦融重刑犯

和世界上1%的富翁裡，深⼝袋的犹太亿万富豪成员中拎出⼀⼤笔⽀
票。 將會被⼀個由美國以⾊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完全控制的
基層議會組成的兩院制國會所打亂。 并将获得来⾃如娼妓般諂媚媒体
的讚賞--特别是纽约时报--的赞美，更得到被洗腦和蒙蔽的美國公眾的
掌聲。乔治·奥威尔的⼀九⼋四⼩说中，有永久战争的寫照，⽆处不在
的政府监视和公众操纵的形象现在是⼀个⽇漸頻繁的现实，这个星空

的旗帜不再是“飄揚著⾃由之地和勇敢的家園“的胜利。 

鉴于总统⽬前激动的⼼情，总参谋⻓不情愿地向他提供了总统⽇报简

报（PDB），该报是由国家情报局局⻓汇编的⼀份機密⽂件，包含了



中情局（CIA）， 国防情报局（DIA），国家安全局（NSA），联邦
调查局（FBI）等美国情报机构。就像过去⼏个⽉的總統要求⼀样，
今天的简报內容有以⾊列媒体报道的摘要，这些报导总是把总统描繪

为反犹太⼈和以⾊列的敌⼈，所以總是得不到总统的好評。

由于不斷的⾮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领⼟上进⾏的犹太定居所建设，美以

关系⼀直处于历史低⾕， 以⾊列⼈惡意的⼲擾與伊朗的核⼦談判; 以
⾊列和巴勒斯坦谈和形成僵局。总统在2008年7⽉的竞选中，除了当选
总统以外，不除了承諾如果當選總統，不會“浪費⼀分鐘”來處理中東
沖突，也直⾔“你和我，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将改变世界“，
在”是的，我们可以“的欣喜若狂的歌声，所有這些將最終將證明，美
國⼈⺠是多希望可以扭轉那些過去將靈魂賣給AIPAC的政客違背諾⾔
的經驗。

因此，尽管他的选举标志着⼀个新的希望时代，⽽且他在次年过早地

获得了诺⻉尔和平奖，但总统不但没有履⾏他对和平和更美好世界的

任何承诺，⽽且实际上扩⼤了战争权⼒，远远超出了他的半⽂盲前任

乔治·W·布什的建⽴先例，使得在国外获得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更容易使
⽤致命武⼒。

就像他最近的总统前任⼀样，总统很快就被教导，就中东⽽⾔，以⾊

列是通过AIPAC决定美国與中东的政策⽽不是⽩宫或国会的。以⾊列
透過在加沙發動野蠻的“鑄鉛⾏動(加沙戰爭)”來指出這⼀點，於2008
年12⽉27⽇开始的，并于2009年1⽉18⽇结束，就在总统⼆⼗号就职前
两天。

“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位性急的总统在接受上午的通报⽂件时问
道，并开始阅读以⾊列媒体报道的摘要，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启⽰：以

⾊列是伊斯兰国⽣产和销售的⽯油的主要采购国，伊拉克和叙利亚

（ISIS）在这两个清真国家，他們每天⽣产2万⾄4万桶，产⽣100万⾄
150万美元的利润。根据新的欧盟标签规定，德国最⼤的百货连锁店之
⼀-拥有100多家分⾏和21,000名员⼯，将以⾊列产品从货架上移除，
反阿拉伯同化组织Lehava(樂哈⽡）的成员，为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抗



议圣诞树装饰活动，他们声称是针对犹太⼉童，以⾊列总理在巴黎会

⾯俄罗斯总统后表⽰，以⾊列将继续通过在叙利亚采取⾏动保护其利

益，以防⽌将改装的武器转移到真主党，根据犹太教署的统计，近三

万犹太⼈是15年来最⼤宗的流⼊者，他们已经在2015年搬到了以⾊
列，持续的為逐渐不断侵蚀对巴勒斯坦领⼟拓展為⾮法定居所，是阿

⾥亚必要的⼀部分。

参谋⻓早已是哑剧的⼀部份，聲稱⽩宫反对以⾊列定居点，⽽⽴法则

是由⼀个令⼈难以置信的AIPAC发起和⽀持的，正在制定⼀项贸易法
案，该法案将牽涉⼀個将以⾊列和“控制以⾊列領⼟“的條款。所以即
使这样的⽴法会违反美国⻓期以来对以⾊列和被占據领⼟的政策，包

括以⾊列的⾮法定居点的活动，总统也会签署这项法案。该法案被称

为“贸易簡化和贸易法令”，旨在加强执法规则，解决货币操纵问题，
消除加强阻⽌贸易的法律。该法案还将包括⼀个针对政治动机的⾏

为，以限制或禁⽌与以⾊列的经济关系的条款，针对从事针对以⾊列

的抵制，剥夺和制裁（BDS）运动的公司实体或国家附属⾦融机构。
这⼀规定将使美国坚定地反对BDS，并⽀持美国和以⾊列之间加强商
业联系，同时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过合法的反BDS谈判⽬标。此
外，在法案成为法律的180天内，美国政府有义务向国会报告全球BDS
活动，包括外国公司對犹太国家的政治抵制。除了为在以⾊列经营的

美国公司提供法律保护外，该法案还将使以⾊列适⽤于有争议被占领

的巴勒斯坦领⼟，这违反美国⻓期虚伪的美国政策，明定著定居点活

动是实现和平和两国解决的障碍。

即使是⾮常珍视“宪法”第⼀修正案，由AIPAC主导的亲以⾊列者，游
说对美国国会的控制的程度变得明显，“国会不会制定尊重宗教信仰的
法律，或禁⽌⾃由⾏使;或扼杀⾔论⾃由或新闻⾃由;或⼈⺠的和平安
置权利，并请求政府补救申诉“-受到国会议员的威胁，誓⾔通过承诺
削弱”第⼀修正案“，摧毁了对基督教徒的基层BDS运动。"我国正在使
⽤⾔论⾃由来诋毁以⾊列，我们需要积极打击這件事...”



即使总统被以⾊列90％以上的⼈不喜欢，他仍习惯于国会這樣迎合以
⾊列的犹太⼈，⽽⼤多数⼈声称赞成两国解决⽅式，因此巴勒斯坦的

建国，实际上是在欺瞞⼤眾，厭惡总统因为担⼼他可能认真对待以⾊

列占领⻄岸和封锁加沙。因此，尽管以⾊列对伊朗、世界的孤⽴和遺

弃以及⽕箭袭击感到恐惧，但不可置信的，这种恐惧既是以⾊列集体

良知的⼀种安慰之道，也是继续占领和压迫巴勒斯坦⼈⺠的理由。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总统在阅读媒体报道後问道，并转向了参谋⻓
办公室⼀開始阅读的第⼀点，有關怀疑以⾊列秘密服务已经落后于⼀

系列神秘但⾼度的报道，对伊朗与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以及德国的P5+1国家之间在欧洲的豪华酒店举⾏的伊朗核计划的决定
性谈判进⾏了复杂的⽹络间谍攻击。瑞⼠安全机构突击搜查了⽇内⽡

豪华的威尔逊总统酒店，那裡正举⾏了⼀些会谈，並怀疑发现有以⾊

列⽹络间谍的证据。

总统在最后阅读了每⽇简报后，总统疲憊的陷在辦公⿊⾊⾼背椅⼦，

並感到沮丧。在2012年连任第⼆届后，总统表⽰：“我们想要傳達⼀个
安全且受世界各地尊重和崇拜的国家，⼀个被地球上最强⼤的军⼈和

最好的部队捍卫的国家，这个世界已经知道了，⽽且也是⼀个在这个

战争时期之后有信⼼的国家，以建⽴在每个⼈的⾃由和尊严的基础上

建⽴的和平。尽管宣布了“⼈權的⾃由和尊严”这种崇⾼的情操，但现
实情况是，随着美国的援助和共谋，近70年来，巴勒斯坦⼈⺠仍然被
剥夺了“⾃由和尊严”。
⻓期以来，总统總是不⽢对这事实-不管以⾊列违反了多少国际和⼈权
法--只要AIPAC继续以美国政府为由，美国将继续以美国纳税⼈提供
⽆条件的⽀持，⼀个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耻有

罪不罚的⾏为是为了剥夺巴勒斯坦⼈⺠的⼟地，以利犹太复国主义

的“⼤以⾊列”的意识形态⽬标，和⾮法的獲取犹太定居点。尽管如
此，美国全球援助的⼀半以上都是给予以⾊列的。

⽐美国政客背叛美国⼈更糟糕的是美国⼈⺠對⾃⼰的伟⼤美国梦投降-
⺠主，权利，⾃由，机会与平等-⼀个倾向于认同美国意识形态的⼈例



外;根据盖洛普/哈⾥斯投票的⼈，全部73％的⼈⽆法在地图上识别其
本国-更不⽤说其他国家的地点;⼀个⼈不再能够接受任何不符合⾃⼰
眨眼的偏⻅的⽆可辩驳的事实;⼀个没有能⼒超越其主流媒体思想的⼈
的能⼒，90％的主流媒体由只有六家由犹太利益拥有或经营的公司控
制;⼀个⼈不再准备提出困难的问题，或者以明显的政府和媒体宣传和
谎⾔为怀疑;⼀个由种族对抗培育出来的⼈，需要不断的战争来对抗恐
怖主义的永久存在和狡猾的“威胁”世界其他地⽅被视为对⼈权的最⼤
威胁和实现全球和平的⼈⺠;⼀个失去所有道德和政治观点的⼈，就是
以“超级⼤国”为由，以⾃⼰的榜样来领导和受益⼈类。
就算他的⽴场状况不佳，但是参谋⻓决定辞职，因为他感到幻滅和良

⼼受困，因為在權⼒的⾛廊裡，“咱們⼈⺠”的痛苦哀號不會被以賄賂
達成特殊利益的遊說者腐敗的⽿語所淹沒：那些其⺠主顛覆影響⼒被

美國最⾼法院的⼀項裁決（5⽐4決定），打垮了有錢⼈捐贈給候選⼈
和政治委員會的總⾦額上限。所以现在，⽐以往任何时候，百万富翁

和亿万富翁隨時可以买通政治家，控制政府的政策，损害绝⼤多数

⼈，他们还没有学到⺠主与独裁的唯⼀区别是，不得不浪费时间去投

票箱。

 
 
 
雾霭邻⾥，华盛顿特区
这是晚上，在已被⼩林⾹織的爵⼠萨克斯⻛⾳乐的⽓氛变得柔和的客

厅⾥，數碼⾳乐系统现在正在播放她的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以前徘徊的⾹烟烟雾已经分散，只留下了焚化的弗吉尼
亚烟草的微弱⽽鲜明的⽓体⾹⽓; 2004年份的⽔晶⾹槟⽊笛葡萄酒正
在被啜饮，在华丽的玻璃顶咖啡桌旁边，放置在镀银冰桶的排⽔和向

上的瓶⼦旁边; 作为最后⼀个逐漸⾼昂的爱情巢⽳，⼀縷匆匆被丟棄的
男性和⼥性設計師服裝，從⿊⾊的軟⽪⾰組合沙發到了臥室，在臥房



裡⾚裸的情侶在⼀張柔軟的床上，充滿激情的擁抱中被緊緊地壓在⼀

起。 

曬得黝⿊的古銅⾊鋪在沙漏曲線的⾝形，被飽滿的肌⾁所固定住，是

規律的鍛煉和飲⾷控制的證明。她令⼈印象深刻的胸部及翹臀配上⼀

个美麗的腰部，優雅地向下彎腰，那圓潤的肩膀與臀部構成完美對⿑

的，朔造出豐腴且堅挺的乳房。她那圆形轮廓的下體与上半⾝的美丽

的側⾯及正⾯对称，且与她修⻑勻稱的雙腿⾮常匹配。每⼀吋的她都

是诱⼈的畫⾯，充滿著平衡，和谐與的飄無的性感。 

另⼀⽅⾯，这位中年男⼦帶著他些略的松弛，在他稍微下垂的腹部周

圍更為明顯。尽管如此，他的⾝体還是保留了⼀些跡象，顯⽰在这些

蹂躏之前的好⾝材，堕落的⽣活已付出了代價。 尽管如此，像⼤多数
在权⼒位置上的男⼈⼀样，他有過於旺盛的性欲加上他的地位所带来

的信⼼，使他不顧⼀切的讓⾃⼰的运⽓⾯對他的⾮法遭遇的可能性，

不管怎么样、何时何地 、或与誰发⽣。 由於這種無所不能的感覺，他
總是認為其他⼈也是會這樣做，讓⼥性的性服侍，無論是誰都會對那

些掌權的男⼈著迷，這些⼥性的也是他理所當然所期望的。这种现象

并不仅限于男性，對於擁有權威的⼥性也是終極的催情劑。 

⿊发的突然把头拽回来，挑衅地把⾆头从他们的热情的拥抱中解脱出

来，⽽當她從下巴往下穿過他的褲襠時，反⽽輕輕開始親吻他，在那

裡她的⾆頭來回，逗弄，挑逗他的睾丸，激起了男⼦氣概的騷動，並

帶著粗野的期待。这样的期望得到了回應，因为她轻轻地⽤精⼼修剪

指甲抚摸着他挺直的男⼦⽓概，⽽她柔软的⾆头和嘴唇对⽆疑是⼀个

可能是外在的恶魔，毫⽆疑问地外表斯⽂的丈夫表现出了感性的魔

⼒， 且他的妻⼦是不把培养或增强婚姻性⾏为列為優先事項野⼼社交
型的潑婦。

在这个男⼈似乎是經歷⼀个折騰性慾的時期后，⼥⼈跨坐在他的⾝

上，右⼿握住勃起物，⽤它轻轻地按摩已经湿润的外阴嘴唇，並期待

著迎接他⾃豪的男性氣勢愉悅的進⼊她深度的⼥性⽓质中。 她回忆起
她⼗⼏岁的时候，不禁微笑，拉⽐·阿姆斯·罗森费尔德（Rabbi Amos



Rosenfeld）這位家族好友，也是布鲁克林家中经常访问的⼈物，將會
對现她有什麼想法。 他经常提醒她，⽆论她选择在⽣活中做什么，在
处于任何情况⼀定要确保她受到控制，正是她正在做的，因为她决定

了职位、步调和她将把这个被玷污和被欺骗的⼈，到達到⼤多数男⼈

梦想但是很少实际经历的那个婚姻聚宝盆的境界的過程。

随着他的呼吸加快，他的呻吟越来越慘絕，她终于鬆了⼝氣了，並慢

慢的確保将⾃⼰放在他興奮的阴茎上，她⽤温暖和潮湿的情愛巢⽳包

围着。 这样没有办法成為休闲的“谢谢你，⼥⼠”，因为她花了⼏个⽉
的时间使⽤聰明球认真地加強她的阴道肌⾁，以成为阴道肌⾁控制艺

术的专家，许多东⽅⼥性已经掌握了如何成为⾼度熟练的恋⼈。 她现
在可以⽤阴道紧紧握住男⼈的阴茎; 她可以强⼒地挤压和释放他的阴茎
给他阴道的⼝头相当的; 如果他即将过早地达到⾼潮，可能会延迟射
精; 她可以使⽤她的阴道肌⾁以各种惊⼈和令⼈兴奋的⽅式来讚赏他，
⽽她也是这样做。  
事实上，他们⼏乎在床上静⽌不动享受到幸福溫度，尽管明顯的缺乏

激烈的运动，她所有鍛煉好的陰道肌⾁都讓男⼈⾝體的每⼀個肌⾁⾼

潮迭起，他的腦中現在正在被全然且純粹的狂喜所陶醉。随着他们的

呼吸速度加快，他们胜利的呻吟声越来越⾼，阴道收缩的速度也随之

增加，并藉由微妙且壮烈的臀部循环运动⽽进⼀步增强快感。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强烈的意志也阻⽌不了⽆可抗拒的欢腾⾼

潮，这对恋⼈灼热的激情直坠性爱的末⽇，他⽤双⼿紧搂她的臀部，

并回应了她热情猛烈硬派式的推进，是如此的深⼊，坚硬且快速。 她
的⾝体抽搐着伴随着每⼀次的推撞，并发出⼀声声⻓⽽响亮的尖叫

声，像分娩中的⼥⼈似的。他们⾝体的在努⼒下试图摆脱每⼀个感觉

满意的感觉，直到最后⼀阵疯狂的叹息和尖叫声，⽆法想象的歡愉的

炸裂吞没了他们，并将他们推進⼀堆浸泡汗⽔和精液皱巴巴的埃及棉

床单。 尽管这样的秘密幽是⿊发的⼯作中必要的⼀部分，但她並不討
厭這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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