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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也分等级，这点相信女
人都知道，那么，以下七等老公，
你嫁的是几等？

七等老公：奴役你 + 伤害你 +
吃定你

不思进取，昏天度日，靠你生
活。打你骂你，拿你的钱赌博、泡
妞，还能吃定你，哄你、骗你、吓
你、感动你。他深谙女人心事并熟
练掌握了所有技巧，让你毫无办法，
浑然不觉得奉献青春和感情。这样
的老公，不是人，是魔鬼，百里无一。
女孩遇到赶快躲，小心来不及。

六等老公：靠你养 + 陪伴你 +
不争气

靠你养着，不思进取。但是
有这样那样的小优点，带给你安
慰。这样的老公，是人，但称不

上一个男人。
五等老公：和你一起生活 + 仅

此而已
能和你一起过日子，仅此而

已。这样的老公，算个男人，却
是差等的男人  

四等老公：和你一起生活 + 给
你安全感

能给你安全感，有责任心。
这样的老公，是最普通的男人，
如果你不贪心，也就够了。

三等老公：和你一起生活 + 给
你安全感 + 给你欢乐

能给你安全感，有责任心，
而且能让你开心。这样的老公，
是个不错的男人，好好珍惜吧。

二等老 公：和你一起生活 +
给你安全感 + 给你欢乐 + 理解你 +

尊重你
能给你安全感，有责任心，而

且能让你开心，还懂得理解你和尊
重你。这样的老公，是个难得的好
男人，遇到他真的算得上幸运。

一等老 公：和你一起生活 +
给你安全感 + 给你欢乐 + 理解你 +
尊重你 + 滋养你 + 完善你

能给你安全感，有责任心，
让你开心，懂得尊重你。而且能
发现你身上自己都没发现的优点，
帮你克服你的弱点，丰富和提升
你，促进你更加坚强和自信，更
有女人味。这样的老公，是理想
的男人，百里无一，遇到他是彩
票中大奖。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蝶舞天
涯”推荐分享。

好像一夜之间，我身边的人
都在修佛。

用心观察，发现许多有趣的
事。

有的人修了佛后，像黑社会
老大，动不动就威胁你，你这样
做会下地狱，你那样做会有报应。
你吃块肉，他横眉冷对。你无意
中说了一句佛不好的话，他怒目
圆瞪，教训你半天。如果你不听
他的，他郑重宣布，你会不得好死。

真正的佛永远给人力量，给
人安宁。这种动不动就吓唬别人
的，不是佛，是魔。

有的人修了佛后，像得了焦
虑症，在家搞卫生，不小心打死
一只蟑螂，他难受好几天。因为
杀生了，可能会下地狱；又因为
那只蟑螂很可能是他前辈子的父
母，否则，它不会无缘无故来到
他家里。

有的人修了佛后，变成了超
级好人，看到别人有困难，立即
兴奋起来，冲上去要帮忙，不考
虑别人需不需要他的帮忙，也不
考虑自己这样帮忙会不会扰乱别
人的生活，反正他是一定要帮，
一定要关心。因为他固执地认为
自己是修行人，很有能量，能够
帮到别人。其实别人不需要他的
帮助，只是他需要别人的困难，
别人有困难了，才能有机会展示
他修行的功力。

看到别人哭，他才有机会感
叹自己生活的美好。当然最重要
的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认
为可以为自己积点德。

大多数人生活如果出了问题，
当务之急是要让自己静下来，静
下来，问题轻易就解决了。如果
你真想帮助别人，更应该静下来。
你的平静安宁，可以让对方觉得
安全，觉得生活依然如故。可是
有些修佛人，他看到你有问题，
他急啊，像一只猴子一样在你身
边上蹿下跳，一会提醒你要这样，
一会又提醒你要那样，一会又说
你问题有多严重多严重，甚至还
会说有什么鬼神，扰得你不得安
宁。这种关心，如同诅咒。

有的人修了佛后，喜欢放生，
认为帮助了那些小生命。曾经亲
眼目睹一件事，许多佛徒去海边
放生，放下去一会，白花花死一
大片。因为他们放的许多是淡水
鱼龟，根本不适合在海水里生活。

有一个人花几千元钱从南海
打捞一只乌龟，然后放生到北海。
放完后，心里特高兴，认为做了
一件大好事。我想如果那只乌龟
会说话，它可能会说：“我在南海
一家团聚，过着快乐的生活，你
硬是把我弄到北海，让我妻离子
散，我诅咒你下辈子生孩子没屁
眼。”当然，这只乌龟也有可能很
高兴，因为免费旅游了，可以看

到不同的风景。
现在放生，在一些地方已经

成了一条产业链，这边刚放下去，
那些鱼啊龟啊，还晕乎乎的，那
边就被人打捞上去，下了锅，或
者重新卖给另外一些准备放生的
人。

有的人修了佛后，喜欢讲放
下，这个也放下了，那个也放下了，
不去赚钱，不去工作，不去交友，
不入世，天天窝在家里，天天说
放下。迟早有一天，身边的人都
会远离他，把他也给放下。这种
放下，分明是逃避。

有些人说自己洁身自爱，其
实是没有能力与异性互动，没有
能力得到异性的爱。为了安慰自
己，也为了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只好说自己洁身自爱。我们毕竟
活在这个俗世里，所以还是要入
世的。

有的人修了佛后，遇到问题，
立即给佛上昂贵的供品，上昂贵
的香，以为越贵，佛祖就越会保
佑他。这分明是在贿赂佛，把佛
当成了小人，以为佛拿人东西，
手就短了。

许多修佛的人，其实是在用
他的行为举止诽谤佛。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赵长卫”
推荐分享。

冬季雪花飘，冻疮跟着找上门。
冻疮最麻烦的是，长了、治了，来年
又复发了，那如何预防冻疮呢？

一、预防一般冻疮偏方
1、冻疮轻者：大蒜瓣、茄根

秸各一把，水熬洗。冻疮重者（破
皮成疮者）可将大蒜烧透，糊患处。

2、蜜陀僧、桐油调敷，或黄
蘖用乳调敷。

3、僵硬的蝗虫（蚂蚱）数只，
将足、翅去掉，放在铁勺内焙酥，
研成细粉，用香油拌成糊状，晚
上用温水洗患处后涂抹。

4、霜打过的茄子棵和麦苗（多
少均可），放在盆里烧水，洗烫患
处，每天 1 ～ 2 次，连续 3 ～ 4 天。

5、山楂 60 克，烧熟搅烂，敷
患处。

6、萝卜皮煎水加硫磺熏洗患部。
7、鲜生姜外搽过去生过冻疮

处，一日 2 ～ 3 次，可预防冻疮。
二、冻耳：生姜熬膏涂。
三、脚上冻疮及冻伤溃烂：秋

茄根煎汤，趁热洗，每天 2～ 3 次。
如果冻疮者破皮用螃蟹壳烧灰撒
之。

四、 手足冻疮
1、老丝瓜烧灰，加猪油涂之。
2、蟹壳烧灰，麻油调搽。预

防手足冻疮先以萝卜根、橘皮煎
汤熏洗。

五、冻疮溃烂

1、盐水常洗。
2、猪后蹄烧为灰研面，以猪

脂合敷患处。
3、山楂片 120 克，炒成炭，

研为细面，凡士林 60 克，溶解与
细面混合搅匀，洗净伤口，用纱
布涂药外敷，2日换1次，生肌止痛。

4、柿子皮 60 克，烧之后研面，
与熟菜子油适量，调匀，涂患处。

5、白芨、柑子皮各 9 克，共
研细末，桐油调敷患处。

6、煅蚌壳研细末，撒患处，
用纱布覆盖包好。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远方”推
荐分享。

每到岁末，就是孩子走失的
高发时期。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宝
贝，宝宝的安全健康是家长们最
为关注的话题。面对频发的孩子
走失事件，各位家长必须提高警
惕。这里为你盘点：宝宝十大走
失高发场所。

一、公园。公园是父母最经
常带孩子外出的地点之一，由于
场地开阔，游人众多，公园也成
了宝宝最容易走失的一大场所。

二、动物园和游乐园。动物
园和游乐园的景点，都是孩子们
的最爱，因此当父母离开之后，
孩子可能还会返回或者滞留在原
有的场馆，等到回过神来，孩子
再跑出去追父母，人流一多，很
容易走失。

三、科技馆。统计资料显示，
虽然 3至4岁及以下的孩子也有
走失的，但因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父母看得紧，所以所占比例较小，
5 岁到10 岁的孩子由于活动的自
主性比较强，因此是最容易走失
的，家长在带孩子逛博物馆、科
技馆等人流较多的场合时，必须
加倍小心。

四、 庙会。每年庙会都是
儿童走失的高发地。此类场所，

最大的特点是人多，流动性大，
孩子很容易因为人流的阻隔而
脱离父母的视线。

五、超市。超市也是宝宝易
走失的重灾区。超市隔断较多，
柜台和柜台的陈设差不多，孩子不
容易区分，所以容易发生走失。

六、车后座。日前，长春一
婴儿遇害。这提示父母们，不要
把孩子单独放在车的后座上。

七、大型晚会现场。夜晚的
灯会等场所人流密集、灯光昏暗，
更容易发生走失事件。提醒家长
最好和孩子手牵手进行游览。

八、快餐店。快餐店里也时
常发生孩子走失的事情，多以家
长在结账取食物的时候疏忽了孩
子是否在身边而发生。

九、商场。商场之所以会成
为孩子丢失的重灾区，主要是因
为在此类场合中，大人们往往专
注于选购商品、试穿衣物等，很
容易忽视对孩子的照看。

十、 火车 站。每到节假日，
火车站就会成为最繁忙、人流最
多的地方，而且各色人等混杂其
中，一定要小心防范孩子走失。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清新”
推荐分享。

■微话题

老公分七等，你嫁的哪一等

■微国学

你也走上修行误区了吗

■微养生

这些方法可以根治冻疮

注意，宝宝走失高发场所
■微育儿

亲爱的读者们，这是 2014
年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期报纸，
但在春节长假期间，我们停刊不
停“报”，今日女报微信的四大
特色栏目将陪伴你玩转新年！

送祝福，DIY 贺卡马上有
从除夕开始，今日女报微信

将为您推出祝福 DIY 微贺卡！
微 贺卡 = 美图 + 美 文 + 个

性签名，通过微信发给亲朋好
友，必将成为 2014 年春节最新
潮、最有爱、最创意、最流行的
拜年 Style ！

1、可以挑选各种主题的精
美祝福贺卡：贺新年、赠送亲
朋好友、表达爱情，以及许多
全新创意。

2、可以在卡片上签上自己
的名字、写上被祝福的朋友名字，
让你的贺卡独一无二。

3、签好名字的贺卡可以直
接通过微信发送，还可以将贺
卡保存到自己的手机相册里面。

动手指，吃喝玩乐 GO
亲，今日女报微信最 新 最

强大关键词回复功能来了哦！
查天 气 - 请回复：城市天

气 （如：长沙天气）
查邮编 - 请回复：邮编地区

（如：邮编长沙）
查 火车 - 请回复：火车 车

次或火车站点（如：火车 K527 
或火车 长沙 北京）

查 航班 - 请回复：航班编
号（如：航班 CZ6403）

查百科 - 请回复：百科内容
（如：百科女报）

查翻译 - 请回复：翻译 单
词或句子（如：翻译 apple 或 翻
译你好）

查快递 - 请回复：公司单号
（如：韵达快递 120****）

听音乐 - 请回复：音乐（如：
音乐 泡沫）

看电影 - 请回复：电影（如： 

电影 大话西游）
还可回复：亲子、语录、美食、

创意、星座、笑话、糗事……获
得相应内容，总有一款适合你！

乐答题，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饮食安全

它是每个家庭都该常备的
权威安全买菜指南。

它 能 快 速教会 您 在 菜 场、
超市一眼看清放心蔬菜、肉、水
果、豆制品等各大类安全食品。

它由有着 20 年食品营养与
安全研究经验的教授，特别为
全天下的妈妈们撰写。

它会 教你“安 全 买 菜 顺口
溜”：简单又好记，上了年纪的
妈妈能轻松记住……

关注今日女报微信，参与春
节期间的互动答题，就有机会
免费获得这本《我妈一直很想要
的安全买菜经》，敬请期待吧！

无聊了，小伊 MM 陪你聊天    
Hi，我是 24 小时陪伴你的

今日女报微信客服小伊！需要我
的时候，在今日女报微信回复：

“小 伊”，即可开始与我 聊天。
归家探亲途中，还可点击自定义
菜单 -【这厢有礼】，和小伊一
起疯狂猜图哦！

因为有你，我会变得越 来
越好！么么哒 ~~

停刊不停“报”——

今日女报微信四大栏目陪你玩转新年

扫一扫，关注今日女报微
信，贺卡马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