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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美文■

■微养生■

今日女报官方微信朋友圈美文征集
亲，我们推出了“微信 · 悦

读”版，注意，这些文章可都是来
自今日女报官方微信朋友圈的原创
或推荐哦！如果你也有让你或深思
或感慨的优美短文，或你对国学有
独到见解，亦或是你也有亟待与人
分享的养生心得；还有你在游历四
方时拍下的好看好玩的风景，以及
生活中的欢乐场景，都请投稿给我
们吧！

投稿方式如下：1、扫描右侧
二维码，关注今日女报官方微信，并直接留言投稿；2、您也可以拨打编
辑电话 0731-82333706 投稿。我们将在微信平台或报纸上刊登出来，与
大家美文共赏。

■微育儿■

■微国学■

儿童保健科这天来了个妈妈，
向医生求助：因为自己要上班，
准备给 4 个多月的儿子程程使用
奶瓶喂养，但孩子一看到奶瓶就
会哭叫，让她不知所措！

这类问题被称之为“奶瓶恐
惧综合征”，建议新手妈妈请按照
以下“计划”执行：

 1、留出一个 24 小时，在这
期间只给奶瓶喂养。选一个有人在
旁边帮忙的日子，你可能需要挤
出乳汁以免乳房饱胀和疼痛，然
后你可以将乳汁用奶瓶喂给孩子。

2、这一天，给奶瓶前至少两
到三个小时不给宝宝任何吃的或
者喝的，直到孩子感觉饥饿并有
食欲。

3、尝试不同的奶瓶和奶嘴。
柔软的乳头状的奶嘴最好，市面
上已有母乳实感奶嘴。

4、如果可以，起初你最好
使用挤出的乳汁，因为你的宝宝
已习惯那种味道。如果母乳缺乏，
可用其它配方奶。

5、用一根消毒过的针在奶嘴
上戳一个较大的洞，保证流量比
母乳流量大。

6、奶瓶里的奶要完全加温。
很多母乳喂养的宝宝喜欢奶瓶里
的奶比平常温度高一点，当然前
提是不能烫伤宝宝。

7、将宝宝坐在你的膝盖上，
避免流速过大让孩子产生窒息或
恐慌。不要像母乳喂养时那样让
宝宝躺在你的臂弯里，奶瓶喂养
时这样的姿势会让宝宝感觉不适。

8、用周围能发出声响的玩具
或电视转移宝宝的注意力。在宝
宝意识到奶嘴在嘴里前，他已经
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吸吮。

9、要耐心，要坚持。至今为止，
医护人员发现 24 小时是宝宝能坚
持的最长时限，大部分宝宝很快
很自然地放弃了对母乳喂养的坚
持。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省儿童
医院重症医学二科 肖娟”推荐分享）

从白发看健康，长在哪里最危险
提到白发，人们总是会感叹

衰老将至。其实白发在各个年龄
段都可能发生，而且，从白发的
位置还可以判断出健康状况。

前额白发——脾胃失调
前额对应的反射区是脾胃，

调理好脾胃对防治前额白发大有
帮助。脾胃不好的人常常腹胀、
腹痛、胃酸，口淡不渴、四肢不温、
大便稀溏。还有的人经常伴有口
臭、食欲过旺，或四肢浮肿、畏
寒喜暖、小便清长或不利，这些
都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对策：脾胃虚寒的病人可每
隔三五日煲一锅姜丝粥。原料很
简单，就是鲜姜 3 克，粳米 60 克，
煲粥的时候，把鲜姜切丝和粳米
一起下锅煮至稀烂，早晚饭时可
趁温热喝上 1 ～ 2 小碗，吃的时
候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撒些芝麻、
盐。鲜姜辛温，具有散寒发汗、
温胃镇痛、杀菌抗炎的功效，用
它治疗虚寒型胃炎、溃疡型胃炎
都有不错的疗效。

两鬓斑白——肝火旺盛
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

胆，肝胆火偏盛的人或者脾气暴
躁或者爱生闷气，常伴有口干、
口苦、舌燥，眼睛酸涩等。这是
由肝胆火旺引起，进而致使脾胃

受伤。
对策：这种情况，患者吃饭

时要以清淡为主，可以多吃一点
八宝粥、莲子粥、莲子白木耳粥、
莲子心茶、玫瑰花茶、山楂茶。
如果口苦、口干严重，可多吃莲
子心和苦瓜。用药方面可口服龙
胆泻肝丸，舒肝利胆。

当然，情绪不好也是引起上
火的原因。所以，此类白发人群
要保持轻松心情，最好能进行一
些可以增加生活情趣的文体活动。

后脑勺白发——肾气不足
后脑勺对应的反射区是膀胱

经。膀胱经虚弱的患者常伴有尿
频、遗尿或尿失禁、小便不畅等
症状。因为膀胱的主要功能是贮
尿和排尿，所以，这类患者较之
常人不易憋尿。而膀胱的排尿功
能和肾气的盛衰有密切关系。

对策：益肾的饮食应男女分
别对待。男性宜食用动物肾、狗肉、
羊肉、鹿肉、麻雀、黄鳝、泥鳅、虾、
公鸡、核桃仁、黑豆等；女性不
妨食用干贝、鲈鱼、栗子、枸杞、
首乌。当然，以上食谱，男女患
者也要根据自己是肾阳虚还是肾
阴虚有所选择。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放飞心
情”推荐分享）

如何应对“奶瓶恐惧综合征”

故事一：
上学时，一个女同学趁小

长假坐火车到外地与男朋友小
聚。听说她是坐了二十几个小
时的硬座去的，同学忍不住说
了句：我要是她男朋友一定给
她买卧铺！

没想到此话传到该同学耳
朵里，让她很难受。虽然幸福
要靠每个人自己心理调节，但
是自己也要学会不去惊动别人
的幸福。

故事二：
路边有一地摊，摆地摊的

是一位中年女人。一位中年男
人骑着自行车过来送饭。他一
下车，就歉意地笑道：“对不起，
来迟了，饿了吧？”

女人抬起头，看到男人，
眼睛里闪过一丝亮色，笑道：“不
急，还早呢。”男人憨憨地笑笑，
从自行车车篓里拿出饭盒，坐
在女人身边，说道：“快吃吧，
不要凉了，我陪你一起吃。”

这时，地摊前走来了一位
中年大嫂，她将头伸向女人的
盒饭里，发出惊讶的叫声：“哎
呀，我的大妹子啊，你可真苦
啊！你吃的这是什么菜啊，一

点油水也没有，这怎么能吃的
下去啊？”说罢，嘴里还不住
地发出啧啧叹气声，脸上露出
讥讽的神色，扭着肥胖的身子
走开了。

女人端着手中的盒饭，愣
愣地望着胖女人的背影，眼睛
里噙满了泪花，那眼泪叭嗒叭
嗒地滴落到手中的盒饭里。身
旁的男人眼圈也红红的，捧在
手里的盒饭，再也没有情趣吃
上一口了。周遭的气氛仿佛顿
时凝固了似的，让人透不过气
来。   

 
故事三：

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虽
然是一个普通的大学，但是全
家人依然感到很快乐很幸福，
一点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遗憾的。
父亲对儿子说，儿子，你比你
爸和老妈都有出息了。我只上
了小学三年级，你妈才小学毕
业，你在我们家可就是状元了。
儿子羞涩地笑了。笑得很甜、
很舒心。

全家人带着一种幸福和喜
悦的心情，送儿子到车站上学
去了。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
肩膀。他一看，原来是自己的

一个熟人，也来送儿子去上学。
熟人问，你儿子考上什么大学？
他刚说出校名，熟人脸上立刻
露出惊讶的神色，说道，你儿
子考的这是什么个大学？那个
大学上了也白上，那个大学毕
业的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我
儿子可比你儿子强多了，他考
的可是名牌大学，毕业了，人
家单位都抢着要，月薪最少八
千块呢！熟人的脸上露出轻蔑
的神色，说罢转身走了。

他们望着熟人一家远去的
背影，目光一下子黯淡了下来。
刚才一家人的幸福和甜蜜，被
熟人叽里呱啦一阵连珠炮似的
自问自答，荡然无存，心，从
火热降到冰点。再看帅气的儿
子，眼睛里也噙满了晶莹的泪
花。

不要惊动他人的幸福，幸
福也是一个人的隐私。在你眼
中看的是一种苦难，在别人的
心里也许正是一种幸福。这种
幸福，无关荣华富贵、无关名
誉地位，有关的，只是一种心
灵感应和默契。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风信
子”推荐分享）

不要惊动别人的幸福

一、忍得住孤独
人生想要获得成功，必须

忍得住孤独，尤其是在创业之
初，很多时候为了达成目标，
可能别人在休息时，我们还一
个人在默默无闻地付出。这种
过程是非常孤独的，但如果能
挺得过去，我们将会比别人取
得更大的成功。

二、耐得住寂寞
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

了事业，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
不能陪在亲人朋友的身边，而
是必须占用很多的休息时间和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我们是否
能够耐得住这种寂寞？ 

三、挺得住痛苦
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一路上难免会有很多坎坷、泪
水、痛苦。痛苦之后往往会有
两种结果：一是萎靡不振，二
是更加强大。我们在经历了痛
苦之后究竟是萎靡不振还是更
加强大，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挺
得住痛苦。

四、顶得住压力
没压力就会没动力，大家

都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
很多人却在遇到压力时选择了
逃避和放弃。只有当我们摆正
心态，坦然面对压力时，才会
给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注入无限
动力。

五、挡得住诱惑
做人做事必须坚守自己的

理想和原则。只要我们所坚守

的是正确的事情，哪怕会有短
暂的痛苦，也应该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事情，
哪怕会得到短暂的快乐，也应
该坚决拒之！生活中处处都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定
力不强，这些诱惑会随时影响
并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甚至
会让自己迷失前进的方向，陷
入短暂利益的漩涡中。在种种
诱惑面前，我们要一如继往地
坚持自己正确的原则和理想。

 
六、经得起折腾
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

泪水和汗水总是在不断地折腾
着我们，因此让我们的发展道
路充满荆棘，但经过无数次的
折腾才会让我们从中深刻地体
会到生活的真谛。试问一下：
自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得
起折腾吗？当经历无数次的折
腾后，我们还能坚持吗？

   
七、受得起打击
当面对他人一次又一次的

冷嘲热讽，当面对客户对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时，我们能
经受得起吗？我们是否还能保
持最初的激情，同时坚守自己
的目标？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不
下降指标而是持续不断地增加
措施？在市场开发中，当客户
毫不客气地让我们“滚”时，
我们会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呢？我们是继续争取还是马上
灰溜溜地离开而从此不再争取
面谈？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不在打击中成长，就在打击中
消亡！

八、丢得起面子
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不

是别人给的。害怕丢面子会让
自己丢一辈子的面子，害怕失
败会失败一辈子！害怕丢面子
往往带来的结果是打肿脸充胖
子，会让自己更加痛苦，从而
丢掉更大的面子，让自己陷入
一种恶性循环。 

 
九、担得起责任

“责任”一词在生活、工作
中都随时被我们挂在嘴边，屡
见不鲜。新华词典中关于对“责
任”的解释：份内应做而未做
或者未做好应当为此承担的过
失。责任分为三种：家庭责任、
企业责任、社会责任。在家庭
中我们扮演着儿女、父亲、丈夫、
妻子等角色；在企业中我们扮
演着员工、管理者、领导或者
老板的角色；在社会中我们扮
演着公民、律师、老师、企业
家等等角色，总之每个人在不
同的场合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然而我们是否能真正用行动来
承担起自己在各种场合下的责
任？ 

十、提得起精神
当我们在连续多天加班或

超负荷工作后，是否还能提起
精神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继续冲
刺？世界是修炼之房，尘事是
修炼之境；天空是修炼之志，
大地是修炼之胸！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索索”
推荐分享）

人生最重要的十种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