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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做什么事情都得讲究时机，
包括调教老公。下面这五个时
间非常适合女人哦！

一、身体抱恙时
不一定是生什么大病，感

冒咳嗽发烧都是生病，女人别
太要强，该示弱的时候一定要
示弱，发着烧洗衣做饭这种事
很多女人都做过，事实上做了
男人也不会念你的好，他通常
认为你还能买菜做饭洗衣，那
就说明你身体没事，所以说，
你内心若是个小女人，就别伪
装成大女人。

二、怀孕期
怀孕的女人是家里的宝，

再强悍的男人，面对女人渐渐
隆起的肚子，肯定会有柔情的
一面，女人在享受男人下厨做
家务的同时，不要忘了纠正男
人的坏习性。有个姐们对于这
点好像很不屑，她说男人这样
完全是为了孩子。嗯，没错，
可孩子不是在你肚子里吗？孩

子还没出生，你和孩子是一体
的，对孩子好就是对你好，此
时多多表扬男人，他做好老公
的动力会更足。

三、答应嫁他但尚未领证
时

答应了男人的求婚，但还
没领证，这个时期是男人最听
话的时候，因为在你还没有答
应嫁他时，他的很多真性情你
不一定看得见。这也不叫狡猾，
其实我们女人也一样，恋爱时
期总是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
自己所爱的人面前。

而当决定了要牵手后，或
者在婚礼筹备期，男人会较之
前有所松懈，这时候就是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说
句不好听的，假如他那些个缺
点改不掉，且你肯定不能忍受，
那你还有回头的机会。

四、孩子上幼儿园时
很多女人会抱怨男人从来

不管孩子，生活不管学习不管，

其实这都是养成的习惯。孩子
出生的头两年，大多都是女人
带着，但是等到孩子去了幼儿
园，女人要留点事情给男人做，
比如给孩子讲故事，或者陪着
孩子逛书店，哪怕是玩玩具积
木等。不要男人一接触孩子就
不放心这个不放心那个，男人
没那么傻，那是他亲生的娃，
他没必要教坏自己孩子，如果
这时候女人不引导男人，那孩
子上学后，男人更不会管了。

五、有亲人离世时
生离死别，这对每个人来

说都是一种触动，在这个非常
时期，是女人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最好的时期，当然是指过了
最初的那些悲伤的日子。在那
些日子里，如果你的悲伤大过
他的，那么主动问他借个肩膀
靠靠；如果他的悲伤大过你的，
那么主动把肩膀借给他靠靠。
这之后，是改掉男人很多陋习
的最佳时期。

女人调教好老公的五个最佳时机

一、欲望
欲望这种东西很原始，食

欲、性欲、求生欲这些都属于
欲望的范畴。如果夫妻之间只
是为了性的需要而发生性行为，
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这时人
身体里的催产素和升压素的水平
会偏高，对健康造成伤害。而且，
这些化学物质会使人产生强烈的
依赖感，但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合
适的对象，就糟糕了。

二、迷恋
爱情开始的时候，双方会

互相迷恋，不过时间久了你怎

么能保持这样的热情呢！专家
认为，浪漫的爱情产生一种叫
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使人对
性伴侣产生过分迷恋的情绪。
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自然的
迷恋情绪促使雌雄动物呆在一
起，共同度过雌性动物的怀孕
期。

有调查显示，处在迷恋期
的人有 90% 以上的时间在想他
们的爱侣。夫妻之间爱情淡漠
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脑的神
经末端长期处在高水平的刺激
下，逐渐变得麻木；二是大脑

化学物质的分泌水平逐渐下降。
不管是由哪种原因引起，一般
经过两到三年的时间，热情会
渐渐冷却。

三、粘着力
迷恋减弱了就要有粘着期，

伴侣之间有了互相黏着的心理，
双方都会感觉更安全，也正是
这种力量使得一对夫妻白头偕
老。当然，人生的难题就是如
何找到和你分享这一切的另一
半。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邓承
凤”推荐分享）

白头偕老必备三大因素

■微国学■

我国历史上最抢手的女人是谁
我国历史上哪个女人最抢

手？能让美女成群的君主拜倒
在石榴裙下的女人，在中国历
史上屈指可数。隋炀帝的萧皇
后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一举
摘下了历史上最抢手女人的桂
冠。

萧皇后天生丽质，娇媚迷
人。年近五十仍让李世民看得
丢了三魂六魄，倾国倾城应该
是当之无愧的。

萧皇后天生就是一个人间
尤物，出生时，一个占卜奇人
给出了八个字的结论——“母
仪天下，命带桃花”。

萧皇后出世的那年，北周
杨坚接受静帝禅位而做了隋文
帝。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
在平陈战争中功绩显赫，为了
表彰他，文帝除了给他加官晋
爵外，还下诏天下名门世家，
统统将家中未出嫁女儿的生辰
八字呈报朝庭，以便为 21 岁的
杨广选一相配的王妃。谁知挑
来挑去，就选定了她。其时，
杨广 25 岁，新娘才刚满 13 岁。

杨广登基后，沉溺酒色，
无心朝政。窥视皇位和萧皇后
已久的宇文化及率领禁军造反，

率兵进入离宫，刚满 50 岁的隋
炀帝在寝殿西阁被缢杀。

宇文化及干掉杨广之后，
立即以萧皇后的儿子性命作为
要挟，逼她做了自己的偏房。

随后，窦建德杀死了宇文
化及，收缴了魅力不减的萧皇
后。

这时北方突厥人的势力迅
猛地发展起来，大有直逼中原
之势。原来远嫁给突厥可汗和
亲的隋炀帝的妹妹、萧皇后的
小姑义成公主，听到李渊已在
长安称帝，又打听到萧皇后的
下落，就派使者来到乐寿迎接
萧皇后，窦建德不敢与突厥人
正面对抗，只好乖乖地把萧皇
后及皇族的人交给来使。

萧皇后在几番转折后，移
民突厥。她变成了番王的爱妃。

老番王死了，由颉利可汗
继位，萧皇后又被新任番王接
手。

10 年后，唐朝大将李靖大
破突厥，索回了萧皇后。这时
萧皇后已是 48 岁的半老徐娘
了，而唐太宗李世民才 33 岁。
但萧皇后入朝时，李世民见她
云髻高耸，雾鬓低垂，腰似杨柳，

脸似牡丹，美眸流盼，仪态万
千，完全没有年事已高而应有
的老态，比一般少女还多一份
独到的成熟果实般的诱人风韵，
才华盖世的李世民不禁为之心
旌摇曳，再加上萧氏饱经离乱
而孕育出来的楚楚可怜的情态，
更加令人由悯惜而生爱意。

李世民在萧皇后身上体会
到了一种成熟女人的风韵。萧
皇后被唐太宗封为昭容。

萧皇后在唐宫中度过了 18
年平静的岁月，67 岁才寿终正
寝。

萧皇后的一生，可谓历尽
千般沧桑，展尽万种风流。一
个女人，竟被 6 个皇帝疯抢了
60 年，历史上还能举出第二例
吗？

年龄对萧皇后只是一个数
字。她从 13 岁嫁为隋朝晋王妃
开始，历经杨广、宇文化及、
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颉利
可汗和李世民等 6 位丈夫，虽
然身上的标签从少女、熟女、
大妈一直换到大娘，魅力却从
未打折。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小双”
推荐分享）

■凤网“幸福 E 家亲子秀博客大赛”优秀博文选登■

一日，我无聊调侃老公。
老婆：你抽烟么？
老公：不！
老婆：你喝酒么？
老公：不！
老婆：那你赌博么？
老公：不！
老婆：那你一点缺点都没有么？
老公：不！
老婆：那有什么缺点？
老公：说谎
老婆：... ...

老婆：人家都说我像电影明星
巩俐，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老公：是！像巩俐……演的秋菊。
老婆：我决定了，这次我绝对

不会再原谅你了！ 

老公：我，我又怎么了？ 
老婆：我还没想出来，要不就

原谅你了！

老公：老婆，借两百块钱先。
老婆：前天刚给你五百块你干

嘛花了？
老公：刚才陪小花吃了顿饭，

然后又陪小翠逛了会街，然后就没了
（笨蛋没看到桌子上的化妆品啊）。 

老婆：我KAO，你想死是吧。咦，
桌子上的什么东西，（惊讶）名牌化
妆品诶，你给我买的？ 

老公：不不，刚才外面有个叫
老公的让我转交给你，那小子还挺
帅啊，什么时候钓的？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栀子清
香”推荐分享）

■轻松一刻■

2014 年最搞笑的老公老婆情趣对话

文 / 默默小丫
晚上，萌奶奶做了西红柿菠菜

肉汤，放在萌萌的面前。汤本身并不
能引起萌萌的兴趣，但是用大勺子舀
汤这个过程让萌萌很开心。她一勺接
着一勺地往自己碗里舀，眼看着自己
的碗就要盛满，还不肯罢手。

“萌萌，你喝完再舀……”我制
止萌萌。

“我再舀一点点……”
就这样一点点将自己的碗盛得

满满的，满得只要萌萌的小勺搅动
的速度稍微快点就会溢出来。我忍
住自己的情绪，一直看着她，没动。
萌萌也觉察出了什么，和我眼神对望，
赶紧低下头，轻轻用小勺搅动自己碗
里的汤。

我很严肃地说：“萌萌，你如果
故意将汤洒到桌上或者浪费掉，那
么你今天晚上就没有牛奶喝。”

话说出口，我开始后悔，觉得
自己好像在威胁她。可说出口的话，
我也不愿意收回来。萌萌在听完我
的话以后，小手的动作幅度明显放
慢，我知道她的小小心思。

萌萌在磨时间，也在磨我的耐
心……我不看她，继续吃自己的饭。
几分钟后，萌萌小声哼哼：“我不想
喝汤！”

奶奶试图用大勺将她碗里的汤
匀出来一些，被我制止。我看着萌萌，
压低自己的声音，问她：“萌萌，汤
是谁舀的？”

“萌萌。”小声承认。
“奶奶有没有提醒你，妈妈有没

有提醒你，让你少舀一点？”继续我
的严厉。

“嗯，有。”这个时候，萌萌显
得特别乖巧。但我还是没有心软：“所
以你现在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把
汤喝完。你也可以选择不喝，那样
的话，你今天晚上不能吃任何零食，
包括睡前的牛奶！”

“我喝！”看着我作势要拿走她
的碗，想着晚上的零食和牛奶，萌萌
赶紧护住了自己的碗。知道我看着她，
用自己的小勺舀了一些，低头用嘴巴
碰了碰，赶紧收回：“妈妈，烫！”“嗯，
烫的话就吹吹，晾凉了再喝！”本来
我还想规定时间，转念一想萌萌还是
太小了，一来对时间的概念模糊，二
来不能太苛求，太多的设限反而会引
起她的叛逆，到头来两败俱伤。

片刻之后，萌萌再次小声哼哼：
“我不喝了……”屁股一抬，试图下
餐椅。我用手指着地面，简明扼要
地警告：“可以！但是妈妈告诉你：

如果你现在离开餐椅，那么你今天
晚上睡觉前任何东西都不要吃了！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语言和眼神的坚定再次给萌萌
一个下马威，她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继续护着自己的小碗。

我低头吃自己的饭，气氛稍微
有些缓和，萌萌也开始有一搭没一
搭的和我聊天，指着奶奶炒的芹菜
问我：“妈妈，这个叫什么啊？幼儿
园也吃了呢……”

就这样一边聊一边吃饭，萌萌
开始喝汤，一大口“呼噜呼噜”下去，
倒还真喝了不少，只是声音太不雅了。
我开始了自己的淑女教育：“嗯，不错，
萌萌刚刚喝了一大口，值得表扬。不
过声音太大了，喝汤不能发出这么大
的声音哦！”

“为什么呀？”萌萌现在是十万
个为什么的年纪。

“因为只有猪吃东西才那么大
声，”我故作惊讶地说，“萌萌要像猪
一样吃东西？像猪八戒一样丑丑的可
没人喜欢哦。小淑女吃东西可是优
雅漂亮的。”

听到“漂亮”两个字，萌萌立
马表示：“妈妈，我要漂亮的！”知
女莫若母，萌萌这个年纪，臭美得
很啦！

在看完我示范的优雅地用汤勺
舀着小口抿汤之后，萌萌也开始尝
试着不发出声音小口小口将碗里的汤
一点一点装进肚子里。

当萌萌将小碗里的汤喝完之后，
我问：“萌萌，你要将碗里的饭也吃
了吗？”一开始萌萌说吃，后来估计
实在也吃不下，说不吃了。我补充说：

“汤喝完了，睡前牛奶可以喝了；不
过饭没吃完，今天晚上不能再吃零
食啊！”

到底是孩子，我给她一边脱餐
衣，她一边很雀跃地告诉奶奶：“我
喝完汤了，可以喝牛奶了；饭没吃完，
今天晚上不吃零食！”

说到做到。晚上金刚回来，一
边看电视一边吃板栗，萌萌围在一
边，本来还想吃一颗，我提醒她：“今
天晚上不能吃零食哦！”萌萌赶紧将
板栗放下，告诉金刚：“我今天晚上
不能吃零食！”

估计肚子也装不下了，换在平
时，也没有这么守规矩的。可规矩，
不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建
立起来的吗？

秀照片，晒故事，赢大奖。更
多精彩博文请登录凤网博客（bbs.
fengone.com）

一碗汤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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