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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微美文■

■微美文■

■轻松一刻■

从微信头像看出你的性格，太准了

亲，如果你前些天没有看《来自星星的
你》，那就太 OUT 了！这部韩剧最近那个火
啊，不仅因此引发了赴韩国旅游热，连女主
角爱吃的“啤酒和炸鸡”，在微信里都属于
会下表情雨的热门词啦！

其实，爱“星星”绝对是有道理的！你知
道么？这里面充满了可供女人幻想的点，男人们
不懂，因为他们的点和女人的点永远不是一个
点！

1、帅气
大叔的心，少年的脸，这绝对御姐少女

通吃，恒久流行款。就算不是剧照，随便一
张自拍照，也是干干净净的，让人心旌荡漾。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是打开网页看到的永远是长

相惨不忍睹的一群丑男。

2、富可敌国
专注炒房 400 年，教授可以说是富可敌

国……关键人家不是爆发户。精通法律天文
地理历史，几句话就能把人说得哑口无言。
在此基础上，在家摆弄高端望远镜，去全世
界的沙漠看星星，就算是周末，生活方式也
特别“高大上”，和朋友开车去冰窟垂钓，
就差不能弹琴和做饭了。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们富的少有文艺的，

文艺的口袋里没钱……

3、知道女人在想什么
教授是外星人，可以天天住在隔壁偷听

人家女生讲心里话。女人面对男人说不出来
的那些话，还有那些经常说的反话，教授一
听就懂！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很少能知道女人心中

想什么！

4、随叫随到
不管发生什么危难，一喊他就到。谁能

做到呢？让我讨厌的坏人死掉，让我打牌一
直摸同花顺，让整个游乐园该亮灯的时候，
全亮起来……你只要动动嘴唇提到他，一秒
钟，他就赶到了……这些外挂本领全都为我
服务，就是我有个什么事他都能帮我解决
掉！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是碰到的问题，大都得靠“女

汉子”自己来解决！

5、很纯洁
韩剧里的教授很少有下半身，女人讨厌

男人一上来就急吼吼的。和教授在一起，就
可以一个晚上啥也不发生，生生病浪漫地抱
一抱，睡梦中都念你的名字，就是没有邪念！

有时候还要推开你，表示，你太美，靠
太近，我受不了。多么让女人中意和准备随
时扑上去献身的纯情款……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是，相亲网一登陆，私信来

了：我们开房吧……

6、拒绝你是因为爱你
你喜欢他的时候，他一次次拒绝你，但

拒绝你的理由是，因为爱你，有难言之隐！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是，你追的那个男人，不爱

你就是不爱你，嘴上说不爱，心里想的还是

不爱你！

7、不让你走
你要走，不行，我要抓你回来，该强吻

的时候绝不手软。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是，你拒绝过几次，他就不

见了，想强吻你的大概只有猥琐色情狂了……

8、帅气男二备胎
他永远在那里，任凭你一次次拒绝，他

还是深情脉脉看着你：没关系，我等！我永
远在！只要你想到我，我都在。并且，依旧
是“高富帅”。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备胎大多没多久就去结婚了，

而且大多数备胎都是“矮矬穷”，没有人会这

样不计回报和时间地付出，很多人一个月的时

间都不给你，一出门就去见下一个了。

最后总结：
女人需要男人：无理由的对你付出；超

能力的帮你办事；在你没有接受的时候耐心

地等你；在恰当的时候强吻你；在你需要的

时候一秒钟内出现；即便拒绝你，也是因为

他爱你；无条件保护你；最后，“高、富、帅”！

现实生活是，没有这样的男人，所以，

只能看“星星”！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完美角度”推荐
分享）

女人为何迷“星星”爱教授

师徒两人，无事泡茶谈天，便聊起这个
话题。

徒：情人是什么人？    
师：情人是爱人、是仇人、是陌生人。
徒：为何如此说？
师：两人相爱时，是爱人；反目成仇时，

是仇人；视同陌路时，是陌生人。
徒：为何会演变成这样？
师：情的产生是因为贪爱，有贪爱故有

执著，因执著而想占有，因拥有故不知不觉
想掌控对方，因不能如己所愿，故疑心起、
妒心起、嗔心起、无明起，故开始争执、吵
闹、互不信任、彼此伤害、粗暴动手，甚至
要摧毁对方，更可怕的是想同归于尽。

徒：为何不要彼此珍惜？若是不能在一
起，也应好聚好散？

师：无理的人多，明理的人少。自私的
人多，无私的人少。蛮横的人多，体谅的人
少。主观的人多，客观的人少。你说，谁能
真正替人着想？除非明白事理，才能够宽容
于人，愿意有益于别人。

徒：原来如此，所以师父才会出家！
师：当一个人被情爱所困时，开始如春

天，一切尽是美好的；接着就是夏天，常常
争执不断；再来便是秋天，渐渐冷淡起来；
最后则是冬天，结束这段感情。但此情还会

继续延续，再找下一位重蹈覆辙；因为冬天
之后，春天仍旧再来，依此周而复始。这就
是众生于爱欲之河，生死轮回的主因。

徒：那师父是不鼓励人谈恋爱吗？
师：不可说“好”，亦不可说“不好”，

怎么做才是“最好”，由自己决定！
徒：若是不谈恋爱，就不会结婚；不结

婚，就不会有小孩；没有小孩，就没有人类；
没有人类，世界不就荒废了吗？

师：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你遇到心爱
的人时，自然就会结婚，正如有人问我，若
是所有的人都出家，那国家的经济怎么办？
人类的延续又该如何？我回答对方：“您的
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您本身就不想出家，所
以不用杞人忧天，好好照顾您自己比较重
要。”

徒：情人是什么人？
师：是菩萨，是诸佛。
徒：这又为何呢？
师：因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

扑鼻香”。此人在考验你，历练你，让你从
逆境中走出，顺境中觉醒，而面临一切境界，
皆能不取不舍，而达到自在之境。

徒：那到底情人是什么人？
师：是照顾你的人，也是折磨你的人。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小柯”推荐分享）

一只骆驼，辛辛苦苦穿过了沙漠，
一只苍蝇趴在骆驼背上，一点力气也不
花，也过来了。苍蝇讥笑说：“骆驼，
谢谢你辛苦把我驼过来。再见！”骆驼
看了一眼苍蝇说：“你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走了，你也没必要
跟我打招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重量，
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你以为你是谁。”

英国文学家萧伯纳一日闲着无事，
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子玩耍谈天。黄
昏来临时，萧伯纳对小女孩说，回去告
诉你妈妈，说是萧伯纳先生和你玩了一
下午，没想到小女孩子马上就回敬了一
句：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玛丽和
你玩了一下午。后来，萧伯纳对他人讲，
人，切不可把自己看得过重。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是个傲气十足
的人。一日在田间小路上行走，忽然和
一个村姑狭路相逢。村姑挑着一担泥，
两个互不相让。最后村姑提出她出一上
联，若苏东坡能对上下联，她就甘心让
路。村姑的上联是：一担重泥挡子路。
苏东坡一听，这个上联可生了得，一时
竟想不出下联。两边在水田里插秧的农
夫大声笑。情急之下，苏东坡竟然大声
回应：两旁夫子笑颜回。然后，苏东坡
脱下鞋袜，为村姑让了路。

事实上，一个人的轻与重，贵与贱，
绝不是自己能订下标准的。平静谦和，
不事张扬，才是最重的分量。

俄国文学家列夫 . 托尔斯泰曾为一
个贵妇人当搬运工搬箱子，托尔斯泰十
分愉快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得到了
一卢布的报酬。当贵妇人得知这个搬运
工是托尔斯泰时，羞得满脸通红，想要
索回那一卢布，托尔斯泰却高兴地说，
不，这是我劳动所得，和稿费同样重要。

美国总统里根，虽贵为总统，却能
够把自己“看轻”。一个叫比利的男孩
子，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听说这个
孩子最大的愿望是做总统，于是里根把
他请到白宫，让他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亲自给这个孩子做助手，帮他处理公务，
直到这一天结束。

大学开学的日子，一个新生拦住了
一个看门的大爷，让他照顾一下箱子。
第二天才发现，这个看门的大爷，竟然
是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
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竟然能够如此看
轻自己，也许，这正是他成为当代学人
榜样的原因之一。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
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
辈。那时他年轻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
步，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门框
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揉搓，一边
看着比他的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出来
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

“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
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
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低头时就
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

这些故事真实而简单，但是它告诉
我们，一定要学会认识自己，千万不要
把自己看得太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
其实是一种修养，一种风度，一种高尚
的境界，一种达观的处世姿态，是心态
上的一种成熟，是心志上的一种淡泊。
用这种心态做人，可以使自己更健康，
更大度；用这种心态做事，可以使生活
更轻松，更踏实；用这种心态处世，可
以使社会更和谐。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王向一”推荐
分享）

亲爱的，你的微信头像用的什么照
片？

在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脸、着装和
气质会透露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身
处虚拟空间，头像就是我们的脸。通过
头像，可以看出我们对自我形象的一种
认同感。来看看这些头像都反映了我们
的什么性格吧！

用没太刻意选择过的生活照作头像 
这类人对自己的接纳度比较高，对外貌
也比较有自信，不一定长得好看，但是
能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内心没藏太多
秘密，也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差别不大。

用端端正正的证件照作头像 为人
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内心
很压抑。

用自己 PS 过的照片、艺术照、文
艺范儿照、装可爱照作头像 往往有较强
的自我中心倾向，就是有点自恋啦！其
实自恋的外表透露出自卑的内心，不太
能接受真实的自己。

用又远又小的人像作头像 注重隐
私，害羞保守，防卫心较强，不易接近
陌生人，基本上不太可能与人自来熟。

用部分脸的超级特写作头像 自我感
很强。其实很想被人认出来，在用伪艺
术的形式来遮掩内心的真正渴望。

用童年照片作头像 总觉得过去的事
物比现在美好，容易伤感，不易改变。
巨蟹座偏多。

用家人的照片作头像 自我感很薄
弱，有很强的依赖性，缺乏安全感，内
心深处不愿长大，渴求庇护。

用男女朋友的照片作头像 正陷在甜
蜜而昏头昏脑的热恋中，爱得不能自拔，
爱到失去自我。

用儿女照片作头像 如果用小 Baby

的照片，大多是初为人母，难掩内心的
幸福与喜悦。如果孩子都七八岁以上了，
还把孩子长大的照片当头像，通常是把
孩子当成了人生唯一的成就和指望。

用俊男美女照片作头像 这种人的心
理年龄普遍偏小，虽然为人很热情，但
是理智较为缺乏，情绪容易大起大落。

用伟人照片作头像 这种人其实并不
像他们希望给人的感觉那样，有伟人的
豪情万丈，很有担当，事业做得很大。
他们只是倾慕这样的伟人。而他们本身
一般做事情是比较中规中矩、墨守成规
的，喜欢效仿他人，有点不敢冒险。

用风景美图作头像 这种人通常为人
比较成熟，人缘很好，很注重人际关系
的和谐。

用卡通图片作头像 他们希望自己能
保持一颗纯真的心，讨厌生活变复杂，
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人，想象力和创造力
都很强，思维比较开阔。

用流行文化、热点事件图片做头像 
这类人紧紧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过变
动性很大，是最常更换头像和用户名的
群体。

用 Party 照片做头像 这种人年轻、
大胆、放得开，不过容易受旁人影响，
生活上不太谨慎。

用恐怖图像做头像 为人容易悲观，
知心朋友很少。内心有很强的恐惧和不
安全感，情绪起落很大，十分敏感。

用搞笑整人图片做头像 为人比较滑
头，做事喜欢出人意料，责任感较欠缺，
喜欢没事找事。

没有头像 这种人通常是男性，性格
比较粗放，做事随心所欲，没有明确观
点和目标。一般有胡须，长相可能比较
遗憾，多有大男子主义情结。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咖琪”推荐分享）

最好的修养：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高僧告诉你：情人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