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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一本杂志，我们从头开始的布局

和在蓝色笔记添加标签，“布局TEST”的这

篇社论页面的左侧。这是自然和逐步转化

为我们自己的杂志。我们替换早期测试图

像与我们自己的原始拍摄影像（这都在我

们的Instagram帐户记录）中的每一个。这

种方法背后的想法是，我们只希望我们的

杂志最佳的灵感，所以我们选择从我们最

喜爱的来源，如时尚，NÚMERO，芭莎和

Elle杂志图片，点亮我们有图片的网页，

激发我们，因为我们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

完全原创的出版物。每个问题都以这种方

式开发的，并在其发表的时间（发布时间

，赋予我们的网站），所有的内容都是我

们自己的。只有在

这个时候，“发布”邮票将出现在该页面的

左侧。

所有文章和其他文字是从一开始的原创作

品。

版权： 时尚博主可以确认到杂志，模版权： 时尚博主可以确认到杂志，模

型和一个reblog图片 

摄影师，赋予目录部分在我们的网站了解

更多

信息。这是最简单的使用PC，在那里你带

下划线的文本行点击浏览完成。

谁愿意与我们合作，有才华的人与时尚达

人，请联系我们berlinib@aol.com 或DM在

Instagram的。我们始终是开放从模型听觉

，作家，

摄影师，造型师，化妆师，谁希望有助

于布景设计师，时装设计师，广告商和

其他热心的广告。

作为一本新杂志，BERLiNiB完全是自

筹资金。随着生产线设备的顶部，和伟

大的味道和创作技巧我们

贡献者，我们建立这个框架内的优异成绩

。

雅集塔科马{ 在一个摄影师，和的，BERL雅集塔科马{ 在一个摄影师，和的，BERL

iNiB编辑; 并且还经常造型师}

品牌： 编辑内容可以通过时装品牌赞助。品牌： 编辑内容可以通过时装品牌赞助。

显著赞助总是以社论和我们对Instagram的

帖子指出。要插入品质的广告，PR 500页

A3或

€500 PR A3页面，或 

赞助社论，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berl

inib@aol.com 或DM。

广告： 广告标注为“广告”或显示品牌名称广告： 广告标注为“广告”或显示品牌名称

，因此是显而易见的。广告在BERLiNiB杂

志，以确认对模型和摄影师，也公布在我

们的Instagram帐户。

每个已发布BERLiNiB杂志的内容是版权

斯坦亨宁Braten REUSCH别名雅集塔科

马。所有参与contentcreation那些被命

名（如他们所愿车型被命名）。未签名

的材料是由编辑器。

BERLiNiB 是免费提供的品质的PDF就像一BERLiNiB 是免费提供的品质的PDF就像一

个手机小屏幕上可浏览和读取的大屏幕像

在PC上。由于没有申购费，我们邀请任何

人谁觉得我们的杂志捐赠抬升; 看到网站的

信息。

技术包括： 

尼康DF，尼克尔W / VR，KDE霓虹灯，瘸

子，LibreOffice的，FontLibrary.org，和

PC的Android-x86平台。当BERLiNiB完全

由商业合同和广告资助，我们会通过购买

许可使用费相似的字体。



该 最该 最

被）追捧 

饰品

对于春/夏2019

由娜塔莉索菲亚，@fashionjudgm

ent，BERLiNiB时尚记者，

nathaliesophiajournaliste @ gmail.com

从重新发现你内心的孩子终于穿上那些疯

狂的高跟鞋，本赛季的趋势是炫耀你的 

个性。

1.发下来，销了！

天气暖起来，这样，而不是大汗淋漓 

出水桶帽子或其他头饰，为什么不交换到发饰？从

范思哲发夹普拉达头带，发饰是时尚女孩的去到了

本赛季。可用不同的颜色和款式，从你内心的孩子

说话，用珍珠炫耀你的永恒之美点缀金色剪辑五颜

六色的心脏形扣夹。发饰可以在高级时装精品店或

快时尚商店，如Zara的发现，所以有以适应各种风

格和预算的东西。

2.牛仔靴

绮哈！对于所有的城市女孩，放眼全国，又回来了

！街头风格的影响力一样的Kendall Jenner和罗茜

HuntingtonWhitley已经发现摇摆牛仔靴的白天和夜

间的场合。就连卡尔·拉格菲尔德，谁不幸的是在今

年二月去世，给了鞋类的这一经典风格批准邮票由

特色在他的芬迪FW18跑道收集牛仔靴。牛仔靴已

经回到了主流，它看起来像他们在这里停留。完美

的一天到夜装，用flowy波西米亚风格maxidress配

对的靴子。

3.骡子高跟鞋

鞋是春/夏2019年的附件如果牛仔靴是不是你的东

西，不要绝望！还有其他的方法作出声明你的鞋子

。如果你爱骡子如何舒适和易于穿

他们是，提升你的风格的最好办法是增加一个跟鞋

。Balenciaga的跟鞋骡子有很长的，尖尖的鞋头值

得站起来了，和流行店，如芒果和Topshop的也有

提供一系列的风格，以适应你的步伐。

4.巨大的眼镜

对于那些谁没有尝试的小墨镜的趋势：它是在其周

期结束所以现在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现在各大时

装屋都拒绝太阳镜的时尚，但非功能性的风格，让

人想起那些盾牌或性能眼镜的替换它们。从罗伟到

鹭普雷斯顿的与耐克的合作，“骑自行车太阳镜”和

那些防护眼镜的启发是新的IT面貌。

5. TINY手袋 

是微小的手袋功能？号但他们的乐趣？嗯，是。和

做他们尖叫时尚？明确地。对于那些谁想到一个小

袋子可以不适合任何东西，因此是完全没用的，让

我打破它给你：当你和朋友出去，所有你需要的是

一些钱或信用卡，或许有些lippy和你的钥匙。你可

以适合所有的，在一个很小的包！那你的手机吗？

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在我们手中的大

部分时间无论如何，所以为什么不给的小袋子的机

会吗？毕竟，谁也说不Jacquemus的手工微小尺寸

的手提包？

6.疯狂耳环

“提斯本赛季发疯！我的意思是，当你有信心动摇你

穿什么样的，你刚下车在米兰时装周的跑道就可以

真正做到有错。继圈耳环趋势，我们现在已经迎接

的耳环部门的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嗯，做你

想做的！如果您需要以最时尚的方式一点点指导接

近这一趋势，那就是：让它大。罗意威，小克，纪

梵希，甚至米兰的优雅和精致的自己的主人; 乔治

·阿玛尼，都知道，当涉及到耳环，更大更好的肯定

是这个赛季。

7.突袭奶奶的衣橱

对于那些需要到配饰一个微妙的方式，和那些谁担

心他们的耳垂，将不能够拿重块，我们建议您走进

奶奶的衣柜，发现一些珍珠。而且，当你在它，看

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些小猫的高跟鞋，矫形鞋看太多

。如果你幸运的话，他们将适合。任何看起来像它

可以在西蒙尼·罗恰跑道的工作是完美的。上个赛季

是所有关于女性时尚男女的流动性; 特色阳刚花呢

和放松配合按钮式衬衫。本赛季是有关桥接的女性

力量和vulnerablity之间的差距; 一个孩子和一个女

人的温柔软合并的清白。这个概念是鼓舞人心

女性的时尚设计师和买家的心。融合古典西装料和

大胆的女性剪影女孩的尖叫声功率，我们都很喜欢

它。

8.广场趾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一个长期的，尖锐部是最时尚

的鞋款，但巴黎世家改变这种看法与臭名昭著刀启

动。在尖顶端仍然是一个时髦的选择，但是精确，

直切绝对是领跑者，本赛季。适用于凉鞋和靴子一

样，方形鞋头提供了一个时尚和精确的外观，它可

以很容易地风格，以适应任何场合。一些最有趣的

款式包括来自不太知名的品牌，如妮可萨尔达尼亚

骡子和马赫和马赫高跟凉鞋和高跟鞋形状的。

9.围巾操纵

因为我们认为围巾比冬季以外的任何季节，当他们

的存在比使一种时尚更多的是刺骨的理想配件这已

经有一段时间。围巾又回到本赛季，但在我们的脖

子不一定。材料的轻飘的长度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

提升你心仪的包包的完美配件。如果你不进入acc

essorising袋，你可以随时去一个勇敢的选择：在

20世纪50年代让人想起的风格环绕你的头围巾

好莱坞图标格蕾丝·凯莉和Jackie O.

10.原乡情

怀旧的趋势，主要集中在70，80年代的风格，已经

完全接管了时尚界，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找到原来

的和时尚的作品比古董和二手店？每个人都穿着同

样的事情的想法是不理想与独特的风格意义上的真

正的时装爱好者。大多数时尚爱好者感到自豪不同

，并且喜欢穿，是独家和原创作品，但得到个定制

是昂贵的，并没有说“独家”像oneof一类片拥有自己

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在古着店购物是我们最喜欢

的消遣，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东西之一。你可以找到

在所有的混乱和一些真实的宝石。



真正GENZ的

风格 

您 

还以为你知

道Z世代

样式， 

美容和2019夏季时尚的最

原始方面 

趋势：让你的心松动，但

如此优雅

风格声明：在这个长篇社论两个复

古元素，包括颜色方面，由恩里克

Vegga与雅斯曼·图克斯在芭莎，N

ov'18，哈萨克斯坦优秀作品的启发

。

封面模特，在这篇社论时装模特：Elmayahh，@

elmayahh MUA：米尔托Departez，@myrto_dep

artez

摄影师：雅集塔科马

咖啡厅位置：7次，普西里，雅典演播地点：

STUDIO P56，雅典，@ studio.p56

标签在这篇社论：

衣服和高跟鞋TATU BY SUELITA，由斯

特拉迪瓦里@tatu_by_suelita靴，@strad

ivarius

由美乐袋，@pouches_simona烟

袋

从RETROSEXUAL，网络retros

exual.gr老式设备







得到它了

？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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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不被察觉

的皮肤

























我的 

青春 

你的

从运行成年远成 

青春期

由娜塔莉索菲亚，@fashionjudgment，BER

LiNiB时尚记者，nathaliesophiajournaliste @

 gmail.com

秋/冬2018给我们带来女人味的强烈憧憬。智能，

意志坚强和一个不需要炫耀她的身体，但可能更喜

欢穿一些宽松的，舒适的，像一个超大的西装。 在欢穿一些宽松的，舒适的，像一个超大的西装。 在

妇女正装爱 

的 

壁橱被点燃 必将留在粘性整个赛季和许多季壁橱被点燃 必将留在粘性整个赛季和许多季

节的到来。最近的时装周已经提出放宽花呢的

秋/冬2019件藏品。 

裤子已经穿男人了几百年，而女人把它们捡起来迟

至20世纪30年代。一些运动的最大影响力的人 玛至20世纪30年代。一些运动的最大影响力的人 玛

琳·黛德丽，凯瑟琳·赫本和香奈

儿。

虽然女人和男人一样，已经使裤子的装的一个主要

组成部分，这是值得注意的是，西装仍然是力量和

阳刚之气的象征。即使在现代，谁穿西服女性穿着

时，他们表达力量和权力的感受。

塑造在别人面前一个强大的存在和得到的极大的鼓

舞是一种理想的效果，但没有男人或女人是强在任

何时候。我们并不总是负责任的成年人，而且毫无

疑问，那些谁携带了太多的责任要时常挣脱。

青春期，定义为周期 童年和成年之间， 是青春期，定义为周期 童年和成年之间， 是青春期，定义为周期 童年和成年之间， 是

描述大部分循环的趋势，本赛季的跑道时要使用的

完美字。虽然这个词往往有负面的含义 - 青少年与

叛逆和粗心的态度 - 青春期的本质是非常不同的。

春/夏2019赛季的花呢反映更多 柔软度和压痛春/夏2019赛季的花呢反映更多 柔软度和压痛

;

气质让人想起天真，无忧无虑的青春。 

Delpozo，罗达特和其他设计师屈指可数，谁编织

青少年主题到他们的藏品几乎每个人，最近一直跟

着 Marc Jacobs和最值得注意的是着 Marc Jacobs和最值得注意的是

普拉达， 其中介绍头带和一个女学生为灵感普拉达， 其中介绍头带和一个女学生为灵感

的外观与牛津鞋，belowthe膝的袜子，婴儿娃娃服

装，开司米毛衣与白衬衫衣领，和各种蝴蝶结装饰

。更多的青春容颜，也可以在迪奥，其中提出了各

种ballerinainspired长相，承载着与芭蕾舞鞋，头巾

及蓬蓬裙裙子启发孩子的纯真找到。

虽然头部到脚趾的外观青年的纯真风格可能不适合

所有，线索是先从小事。不论年龄或个人风格，任

何人都可以偷偷头发饰品，如头带或发夹到日常或

更正式的外观。落实这一趋势到你的衣柜另一个伟

大的方式是在袜子形。从脚踝到膝盖长度不同的薄

纱袜子可以让完美的配件来提升简洁舒适的鞋子，

使他们你的衣服的亮点。如何穿的最好的例子是 尼使他们你的衣服的亮点。如何穿的最好的例子是 尼

龙埃德姆，schoolgirlinspired Prada和苏珊李博的

花边喜悦。 选择你的灵感，并用它去！花边喜悦。 选择你的灵感，并用它去！

美国教育家路易斯J. Kaplan说， “青春期表示美国教育家路易斯J. Kaplan说， “青春期表示

内心情感剧变，人类永恒的愿望之间

的斗争，以固守过去和同样强大的希

望与未来获得的”。 也许这就是时尚到底是望与未来获得的”。 也许这就是时尚到底是

什么; 不只是现在，而是永远。我们经常吵架保持

升值是过去和它的影响，并为更美好的未来寻找创

新的解决方案之间的平衡。保持生活的平衡是必不

可少的，为什么不拿这个想法到我们的衣柜？穿性

感的丝绸长裙，小猫的高跟鞋或可爱的发夹西装。

如何搭配衬衫和尼龙及膝袜经典的铅笔裙？时尚就

像一个游乐场 - 比较有创意的你，更有趣是，即使

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



你的感性

智商 

时装模特：玛雅梅利塔，@melita_maya MUA：

米尔托Departez，@myrto_departez

摄影师：雅集塔科马

地点：TRANZISTOR咖啡厅Bistro

theque，普西里，雅典STUDIO P

56，雅典，@ studio.p56

标签在这篇社论：衣服，鞋H＆M，HM

由美乐袋，@pouches_simona烟

袋

从RETROSEXUAL，网络retros

exual.gr老式设备

安迪·沃霍尔的椅子位于服装店底特律蒙纳斯提拉，

雅典附近





电脑的时

代是 

由成立 

一些知识分

子的努力，

我们现在有

一个波 

对设计的兴

趣， 

美丽，艺术

， 

淫荡，通过

非常技术在

世界各地传

播。 

书籍，无论是身体还是代表

更多 

飞快的在我们的手机和电脑，

刺激大脑。时装模特玛雅说明

了这一点与2019连胜60年代

复古的。

小号 ensual智商小号 ensual智商

selfeducation：

一些经验法则

要感性，艺术个体，身体

可以在显示器的头脑。





规则1：

＃Long_legs 

- - 一个有能力的大脑不是

对立面





规则＃2：获取有

关感性的话一握

 

在人类许多伟大的创作灵魂已经被报道自言自语。

你用言语来匹配你的感情和感性的想法，因此您的

见解成长和感情是可以改变。而不是使用像“好”或

“坏”简单的词来形容的图像，发现更多的描述性词

汇与更深入地鼓励自己，你看到什么了解。



规则3： ＃3： 

探索适度刺激

从20世纪60年代的遗留，更从20世纪70年代，是

较强的心理刺激我们产生越多，头脑还击; 大脑的

新的“正常”是由它的化学环境中定义。但是，在这

个世界上，狂热的盛行，和致幻植物活性物质被合

法化创造崭新的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让我们不要低

估偶有轻度精神刺激的价值。什么会伍德豪斯就一

直没有伯蒂的狂饮一通，或伊恩·弗莱明的邦德没有

尼古丁触发动作的章节？



第4条： ＃3： 

让概念激发身体

脑的显著部分致力于感性/性强度和概念工作是必要

的最充分的活化。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一种柏拉

图的“高”与美合作。







规则＃5：睡眠是

魔术

由于和声的复杂性更大的成年青春期的睡眠需要增

加; 一个

和谐，涉及到大脑，只有睡眠可以提供的量子che

sistry。



规则6： ＃3： 

斐波那契是性欲

对于一个健康的值得信赖的性伴侣，或者，在这个

日益polyamorous世界的追求，健康的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是有线到被称为本能地识别美容功能的

NUMERICS 

“黄金比例”。黄金比率是健康和吸引力之间的连接

的科学探索相关。斐波那契数3，5，8和他们的黄

金比例

1.618 ..是感性的时尚设计导引头的智能药物，对

于性感的智商。 



TNS

{真正

废话科}

文字和插图：雅集塔科马

真正

fakefur

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您可能已

经注意到，一对夫妇的时尚品牌不得不发布

为试图推销下他们的真实毛皮高招后公开道歉 

“假皮草”的幌子。这是场场爆满，然后丑闻，当然

没什么好笑的。它不仅打乱了我们的感情animalfr

iendly而且还损害了谁去成生产的动物。的确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做了与知名教授Madland Looniversity的汉

弗莱虚假接触，请他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且

，概括地说，他把一切归因于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宁愿正宗的皮毛。那些喜欢谁假皮草

的postthat。他们是 外 所有 的postthat。他们是 外 所有 的postthat。他们是 外 所有 

那。因此，而不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就可以说

人造毛皮！它概括起来整齐，你不觉得？”

稍微感到困惑，但也许开明，我们把我们的研

究进一步街上的人，要求他们在其中的关键词是“假

”一些相当随机的问题。

问：你希望有一个假的汉堡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如果你能在麦当劳买吗？

答：噢，我的上帝是如何美妙，将是一个假的

汉堡！完全！

不缺乏热情那里。另一个：

问：假设你可以吃与总统假晚餐，在火星上，

在一个假的纪录片，你会参加？

答：会的会长，在情况下，是假的，太？

问：是的。答：和火星..？

问：还是假的。一个完美的。我这么爱它。

假的，很显然，越来越上！然而，另外一个人

在大街上：

问：你好，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概念“假”。

答：你在哪里来的呢？

问：我们来自假杂志的调查进入假的。假设您

喜爱的新闻频道改名为“只不过是假新闻”。你还会

喜欢吗？

答：真棒！多么了不起的想法！我会喜欢它！

谈到假的东西似乎是成功谈话的秘诀。再举一

例：

问：假设有人给了你一个真正的汽车价格的一

半假的车。你会去吗？

答：你能不能用，假冒汽车的任何地方开车吗

？

问：当然不是。一个可爱！我真的很喜欢呆在

家里。我喜欢这辆车，绝对！

为了公平起见，“假”，其深层意义是不是新的，因

为这季节或最后的。海岸救生队的传奇帕梅拉·安德

森，这是最流行的90年代中期，是一个线索，外套

的假概念，使远到人类今天这一步。事实上，她是

第一个实现了fakedom的潜力，以提高人的生活方

式之一。

安德森女士，谁大部分海岸救生队发作比基尼

衣着暴露，在计算有关虚假人类的思想而言，这E

 = mc2level天才制定的作者： 

“内饰比治疗更好。” 对于那些谁不与“装饰”的概

念熟悉，这意味着家具馅。我们只能猜测，年轻的

安德森女士，在海边拍吻戏她之间更衣室，发现她

的禅宗馅的各种古董椅子和沙发她一直在那里。毫

无疑问，一个非常高尚的爱好，一个有益的方式来

度过自己的空闲时间。

事实上，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伪科学的研究表

明，室内装饰是最好的爱好之中 - 永远。

对于那些谁不仅在fakedom的探索前进，而且

在polyamorous或单多情的关系，还有 - 你猜对了

 - 只为你做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被称

为“假的假的！” 并且，一旦下载和通过蓝牙连接到

合适的床头设备，它教导客户学会如何，好了，假

的假的O.

整个概念背后的理论是有点晦涩难懂，但我们

会试试看： 

应用程序的创建者决定，这是令人着迷的一个

合作伙伴是可疑的，他或她的伴侣或者合作伙伴只

是伪造了高潮。 

这当然会担心那些谁真正到来，轻松。它是解

决这一确切的担心，我们现在有免费的应用程序“假

的假的！”，这教人做的确实比-DO（所以它看起来

真的像假的）所有的人做的假高潮的行为，也许是

为了有效地掩盖他们拥有的是事实

一个或甚至很多正宗的高潮。 

该应用程序是交互式的，需要一个通过学习如

何投影假冒那么itlooks样一个仿一步一步的困难。

在一个点击按钮，它可以让你获得准备15秒，

然后根据你的尖叫声多么不真实是给你的分数。 

他们的建议之一，这表现在涉及一个名人（深

假冒）的视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虚假方式完全失

去节奏的尖叫。另一项建议是说了很多陈词滥调权

之后，如“这是最好的我曾经有过”和类似的废话。



笔记 

通过科学的启发

大脑和身体

笑声和性交时的频率

文字：雅集塔科马

幽默的科学本身并不幽默。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乏

味的研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笑的量之

间的性别差异？; 中，人们的笑声中创造什么声音

频率?; 到什么程度的笑声独立文化的?;

什么是笑声在儿童大脑中的作用

 

的 

发展？

类似的（严重），上有重要意义的人类共享一

些共同的特点与笑声另一生理现象的研究：性高潮

。

研究的第三个领域，这是关系到这两个领域，

是脑电图，更普遍称为脑电图。EEG，以及更为技

术测量大脑活动的复杂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指示，

以什么从什么可以描述为鸟瞰大脑仍在继续。考虑

到大脑就像一个城市; 那只苍蝇 到大脑就像一个城市; 那只苍蝇 

在城市，并迅速得到大画面的视图

。这是脑电图。

有些印象的，可以分类，在传统的脑电图行话

，如“脑电波”。有波的8和13赫兹（每秒的周期数）

已经陷入创造性研究人员的注意之间的特定集。大

脑的这种所谓的“α波状态”有关，这种现象放松，好

玩的创意，流动的愉悦感，疼痛和恐惧的普遍下降

。

研究人员发现，笑声是轻松的形式 8和13之研究人员发现，笑声是轻松的形式 8和13之

间Hertz--产生波 从而增加大脑的α波状态。间Hertz--产生波 从而增加大脑的α波状态。

这些波的存在，尤其。当他们激烈和相关性，增强

创造力，也深入学习。

谁对性刺激的更复杂的主题工作的研究人员的

营地有一系列相关的发现：

在性兴奋，大脑中的α波有增加的趋势。由此推

论，是性刺激导致觉醒可以减少人类痛苦和恐惧的

感觉。

后性高潮，作为一项规则，α波立即下降。有

此一拉丁语：性交后忧郁。

这项研究表明，它不是单纯的谈话说，性爱的

最好的部分可能是性高潮之前。

虽然 的声音频率 虽然 的声音频率 

笑声进入千赫， 或千赫兹范围，而一些形笑声进入千赫， 或千赫兹范围，而一些形

式的性振动刺激的涉及几十赫兹，还有用于在大脑

和身体的8-13赫兹现象的意义狂热的学习兴趣一些

跨接。

这种特殊的频率恰好是一个在阴蒂受体的细胞

是最敏感。

这种特殊的频率 

- - 同样作为笑声和性刺激过程中增加上述阿尔法

状态 - 通常是女性的性高潮（的程度过程中存在于

肛门区域，一些科学家认为，以测量例如物理振动

可以是检查女性的方式性高潮）。

探索幽默和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给我们带来了如何

选择最好的性伴侣的老问题。考虑到研究到α波状

态的脑电波，这并不令人惊讶地得知，

有趣的人们 '有趣的人们' 的 

有优势 在这个部门。爵士迈克尔·凯恩，臭名有优势 在这个部门。爵士迈克尔·凯恩，臭名

昭著他的政治不正确，很可能会同意。他有句名言

：“你可以笑更多的女性在床上比你可以引诱进去

，只是，只要他们停止大笑，当你在床上是”。

所有的笑话放在一边，科学已在支持坚的评论

的一些严重的结果。在2016年，一组作者发现，

“谁诱发highorgasm率伙伴被评为[ 按顺序] 随着越来“谁诱发highorgasm率伙伴被评为[ 按顺序] 随着越来“谁诱发highorgasm率伙伴被评为[ 按顺序] 随着越来

越多的幽默，创意，热情，忠实，比谁诱发lowor

gasm率，并且还从事更大的努力，促使合作伙伴

高潮合作伙伴更好的气味。”（JM福尔摩斯，MJ西

达，EA哈里斯，FK巴洛，BP Zietsch，Socioaffe

ctive神经和心理学）的“更好的气味”的部分是，毫

无疑问，好消息要时尚香水品牌。

为进一步研究胙也：EEG阿尔法功率和创造性的构

思由A芬克＆M贝内德克在神经科学。Biobehav，

2014年和研究由妮可普瑞斯，博士进行的，也是她

自己的科学设施，www.liberoscenter.com



探测它记

时装模特在这篇社论：娜塔莉Rizou

，@natalierizou MUA：米尔托Dep

artez，@myrto_departez

摄影师：雅集塔科马

道具和布景设计：玛丽亚Asimaki

地点：STUDIO P56，雅典，@ s

tudio.p56

标签在这篇社论：

裤，短裤，衬衫，夹克，高跟鞋由ZAR

A，@zara

运动装的GUESS，@guess

通过LK亲密，@lk_intimate内

衣文胸

有机图灵测试

 

从沙丘到矩阵，从基础到

星球大战，从斯坦利·库

布里克＆ 

AC克拉克斯 

的 

作品到最新的有影响力的

星际旅行：通过Netflix公司

/ CBS，普遍心态和感觉不

断推动小说的边界的想象

量子生物学发现，并提供

冲动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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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图灵测试：

她 

检查盲目计算机程序

是否可以糊弄人进入

 

以为他们的心态

未来的世纪，一

个可能的

有机图灵测试

：

她探讨了陌生实体

发现他们是否介意

 

- - 

他们有思想，感情和

也许是我们人类的爱



第一部分：MIND

和BEYOND

意识

小号...流动。 [...]流动。 ]流动。 

河流或“河”或 ”或

流是 “河”或 ”或

通过其被最自然描述的

隐喻。在此后的谈话它

，让我们把它叫做思想

流，意识的

S，或主观的生活

。

- - 威廉·詹姆斯



意识s不能在物理方面

来解释。对于意识s是

绝对重要

。 它不能在别的方面来

解释。

- - 欧文 

薛定谔



内见证的纯意识

的自我，这虽然

无限的和不变的

，感知 

通过心灵的构建

创造。

- - 帕坦加利



我们能体验的最美好

的东西是神秘的。它

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

科学的来源。

- - 艾尔伯特爱因

斯坦



在量子水平上有生

物学和物理学之间

没有什么区别。

- - 布赖恩·福勒和亚

历库兹曼，在他们

的星际旅行 

“河”或

发现 ”或发现 ”或

宇宙是疯了，疯了轻微

。

- - 艾伦·金斯堡

在更深的层次......

 [...]流动。 ]流动。 

物质和consciousn

 ESS是... 

[...]流动。 ]流动。 

不可分割，相互渗

透大卫 

- - 

博姆



了解别人是智慧

- - 老子

你的头脑，这个地

球的意识，是星光

灿烂的宇宙。当你

推离与你的脚，千

新路变得清晰起来

。

- - 鲁米



爱[...]环绕小号个个

都和 

慢慢延伸到涵盖所

有的应。

- - 纪伯伦

我不认为爱情是有原因

的。我觉得爱情是第一

位的，然后跟着原因。

- - 

奇马曼达·南戈齐·阿迪

奇



你的理论是疯狂的，

但它不是 

“不是 

够疯狂是真实的。尼

尔斯·玻尔

- - 



不仅是宇宙陌生人比

我们 

认为，这是陌生人 

比我们能想到..

- - 海森堡



有机图灵测试

第二部分：

身心 

在一个 

舞者小号 “不是 

的身上，我们看到 

。。。[...]流动。 ]流动。 

东西是人类的奇迹。

玛莎 - - 

格雷厄姆

在20世纪，科学往往追

求理性的想法，属于大

脑和身体作为独立。当

我们走近千年，大脑

视为感觉座和主体作为

智能

现在，在21世纪，潜

意识，感觉到如通过

直觉，被视为几乎无

限能力， 

和

古代哲学家Y的部分

可以使清新感

你不能证明灵魂的不存

在你 

; 您

只是必须把它的信心

。伍迪·艾伦

- - 

每一个你的大脑模拟感觉输入时

，它准备在你的身体必须改变你

的感觉潜在的自动更改。丽莎

·费尔德曼

- - 

巴雷特

舞者的身体仅仅是灵魂

的发光体现。 

- - 邓肯



良好的动力

已经躲入美

丽的大自然

。

- - 柏拉图

谁拥有更多的感受性

能力人

皮质的更大的活动

 

[...]流动。 

脑区， ]流动。 

这让他们更多地了解

 

[...]流动。 ]流动。 

情绪。

- - 丹尼尔·科尔

曼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做到了，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很喜欢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再次这样做。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迷走神经... 

[...]流动。 ]流动。 

连接肠道到大脑。罗伯

特

- - 

Martone

心灵的能量是生命的

本质。Aristotl

- -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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