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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微国学■

嫁得好不好，看女人身体就知道
今天，与你分享一个名人养

生小故事：“奶茶”刘若英出道 17
年来感情世界极神秘低调，2011
年闪婚震惊演艺圈。那到底是出
现了一位怎样的“真命天子”，让
年过不惑的“奶茶”决定闪婚呢？

刘若英的先生钟小江从事财
经行业，刘若英对他的称呼是“钟
大夫”。这个叫法倒也妥帖，因为
钟小江出身中医世家，读了 7 年
本硕连读的中医临床专业，还在
中医院做过 3 年医生。也正因为
钟小江有一手“中医绝活”，才最
终打动了刘若英的心。

8 杯水？那是在伤肾
对于婚姻，刘若英是个理想

主义者，她对另一半有着诸多感
性的要求，所以年近不惑依然茕
茕孑立。虽然她不着急，身边的
朋友却着急忙慌地帮她介绍男友，
大 S 也将汪小菲的朋友钟小江带
到了刘若英面前。

初次见面，刘若英对他感觉
并不好，她觉得这个男人虽然比
自己小两岁，身上却有一股暮气。
正值酷暑，服务员倒上泡着柠檬
片的冰水，钟小江却从自己的包
里拿出一个真空保温杯，揭开盖
子，一股热气萦绕而出。

汪小菲说：“他就这毛病，到
哪儿都自己带着杯子，从来不在
外边喝饮料。”

钟小江说：“中医上对白开水
有个称呼——还阳水，而且只有
用带盖、密封的杯子，把滚开的
水倒进去，盖上盖，水汽上升再
凝结成水滴下来之后，才能称为
还阳水，具有护肾功能。”

刘若英不信，钟小江便让她
回家试试：临睡前找个保温杯把
开水倒进去盖好，再在普通杯子
里倒一杯水。刘若英照办，第二
天起床后尝尝，两杯水的味道真
的很不一样。

刘若英这才知道，钟小江除
了是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个很厉
害的中医大夫。与钟小江熟悉之
后，她才明白自己坚持多年的养
生之道原来多有谬误。比如，她
笃信女人要不间断补水，所以坚
持每天喝 8 杯水。

可钟小江给她把脉之后问：
“你是不是会频繁去洗手间？偶尔

还会耳鸣？总觉得全身乏力、手
脚冰凉？不用护发素就会明显感
觉发质干枯？”每个问题都问到
了刘若英的心坎上。钟小江说：“传
统中医根本没有所谓的8 杯水理论，
吃水果、喝粥、喝汤都是摄取水分
的渠道，根本不需要每天固定8 杯
水。身体正常时，多喝水有排毒效果；
但身体虚弱时，只能缓慢排毒，大
量的水就对身体有害了。因为这些
水无法被吸收，只能直接排出体外，
容易带走自身津液，久而久之容易伤
肾。”那天，钟小江送给刘若英一个
真空保温杯。这只杯子，从此就陪
伴在刘若英身边了。

一饭一粥的温暖
一年四季只喝白开水，太过

无味，刘若英每次倒水时，都在
杯子里加 8 粒枸杞。但这个做法
马上被钟小江制止：“服用枸杞要
看个人体质，寒者食用更寒，热
者服用更热，它必须和其他药材
配合，比如配合菊花，就能清热
明目去肝火。”

刘若英将枸杞换成了菊花，
可很快开始腹泻。打电话问钟小
江怎么回事，他回答：“菊花有驱
除肝火的特性，却不是人人适用。
白菊花最温和，一般的人可以经
常喝；黄菊花性苦，去火强，不
适合长期饮用；野菊花性寒，最
好不要碰。”

在钟小江的影响下，刘若英成
为白开水一族。几个月下来，她发现
自己的肤色竟然亮了起来，手脚冰凉
的症状也有了改善。钟小江再接再厉，
送给刘若英一套古老锡壶，里面是
酒壶，外面是烫壶，在烫壶里倒上
热水，再把酒壶搁进去，几分钟之
后酒就温了。

他介绍：“中医称酒为百药之长，
适量小酌，有消冷积、医胃寒、健脾
胃的效果，但前提是一定要喝温的。
而且，温酒时，酒里的有害成分还
会随着热气挥发掉一些，酒的度数
也会相对降低，从而更加健康。”

钟小江还建议她喝白粥：“中医
上一直将粥列为补人之物，最滋补的
就是简简单单的白粥。熬一小锅粥，
天天喝上一小碗，非常养人。”刘若
英将这些方法一点儿一点儿纳入自己
的日常生活中，体质也慢慢有了改善。
从此，她认定了钟小江——能在一

饮一饭一粥一食中让自己感觉到贴心
的男人，值得嫁。

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刘若英就这样成了钟太太。婚

后的朝夕相处，她发现还有更大的
惊喜在等着她……

刘若英是过敏性肤质，每次上
妆后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钟小江
便为她自制了专用的全天然无公害化
妆品。眉笔换成了青黛条。青黛是
中药，既是画家的颜料，也是古代
女性的画眉之墨，澹澹地抹在眉毛
上，纯粹的颜色是眉笔无法比拟的。
腮红是用新鲜红蓝花捣成浆汁，加
清水包在纱布里绞去黄汁，再加酸
栗子、淘米水绞出红色素，最后阴干
后做成的胭脂。

日常使用的补水喷雾也是钟小
江DIY出来的。他在蒸锅里放个小碗，
在碗里放入大朵的玫瑰花蕾和冷开
水。用小火蒸1小时后，碗里就是
带有澹澹玫瑰香的玫瑰露。把玫瑰
露倒进小喷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
使用。

做发型时，刘若英会递给设计
师一个喷壶，里面放的是制作方法
和玫瑰露一样的桂花水。小小一瓶
桂花水，集免洗护发素、啫喱水、
发胶和发油于一体，而且清水就可
冲洗干净。

嫁人后，刘若英变“土气”了。
单身时，她是高跟鞋控；结婚后，
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她脚上永远
是一双千层底白布鞋。钟小江一年
四季都穿布鞋，理由是养生先养脚。
他觉得刘若英天天穿高跟鞋，脚跟
着她一年到头都受罪。判断是不是
好鞋子只有一个标准——穿它走1
小时的路，看脚觉不觉得累，那些高
跟鞋，有几双能达到这个要求？

钟小江除了塞给刘若英千层底布
鞋外，还给了她袜子。结婚之后，钟
小江不让刘若英穿凉鞋了，说脚是
最容易被寒气入侵的部位，还说穿
袜子睡觉是最好的保暖方法。

杯子不离身，包里装着自制喷
雾和家庭出产的化妆品，穿千层底，
像老太太一样走路，越来越不时尚
……这就是现在的刘若英。但身体
越来越好的她相信，自己拥有了一
份踏踏实实的好婚姻。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张先生”
推荐分享。

家里的洗衣机脱水时，里面
发出很响的“咣咣”声。维修人
员上门拆开一看，是一枚硬币掉
进了机器里。维修人员将那枚硬
币取出后，顺便将洗衣机内部清
洗了一遍，说洗衣机用久了要清
洗，否则会滋生病菌，沾到衣服
上对身体不太好。洗衣机修好了，
师傅提着维修箱出门，跟我说再
见。

我并没有立刻“砰”地关上门，
而是扶着门对着楼梯口的师傅道
再会。我开着门目送他，直到他
拐过楼梯口，才轻轻关上门。

我能想到，此刻即使外面寒
风割面，这位维修师傅的心里也
是暖的。因为他前脚离开，背后
随之而来的并不是“砰”的一声
沉重而冰冷的关门声。他得到了

别人对他晚三秒钟再关门的尊重。
这种晚三秒钟再关门的习惯，

是我三年前去一位客户家后养成
的习惯。那次因公事紧急，一份
文件必须周末亲自去客户家拿。
当我拿到文件，双脚刚刚踏出客
户家的门，门就在后面“砰”的
一声重重关上了！那一声，惊得
我一震——我愿意相信这不是客
户的本意，他家阳台是敞开的，
我愿意相信那是阳台的风将门带
上了，因为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
经验。

但是，尽管这样想，那扇瞬
间在我身后重重关上的门，还是
让我心里掠过一片寒凉。我感到
有一种叫做“被尊重”的东西从
我的身边悄悄滑走。“被尊重”，
有时候是多么难得。一旦得到，

会让人觉得三冬犹暖。 
许多人都见到过，电梯里常

常有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什么
作用呢 ? 许多人可能回答不上来。
几年前，我也回答不上来。我一
直以为那面镜子是给每一个进入
电梯的人整理仪表用的。当我偶
然间知道了真实的答案时，我心
里的感动，像细雨般温润。 

这个答案是：当有残疾人摇
着轮椅进来的时候，他（她）不
必费力地转过身来，就可以从镜
子里看到楼层的显示灯。

在小事或细节上体现出来的
对人的尊重，像一朵小小的雏菊，
并非美得惊天动地，却静静地散
发丝丝缕缕的芬芳，恬静而温实。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米米”推
荐分享。

■微美文■

有一种尊重，叫晚三秒再关门

一个妈妈去开家长会，结
果老师告诉这个妈妈，他的孩
子全班最差，最多坐三分钟就
会分心。这位妈妈回去以后骗
孩子说：老师表扬你了，说你
现在能坐三分钟呢，进步很大。
孩子非常兴奋。他慢慢能坐住
五分钟、十分钟了……这位妈
妈就用这种骗的方法一直把孩
子骗进了清华大学。

一名学生语文只考了 12
分，妈妈问他为什么考不好，
他说对语文不感兴趣，上课没
认真听。妈妈骗他说：“你不
感兴趣，没认真听都能考 12
分，说明你太厉害了。如果稍
微花一点时间的话，一定会更
好的。”下次这个孩子考了 20
分，妈妈又夸张的说他很聪明，
稍微用点力就进步这么多，这
个孩子在妈妈的骗术下，一直
不断用力，最后成绩越来越好。

有一个世界级的大骗子，
叫罗森塔尔，他是世界著名的
心理学家。有一次他到一个学
校，随便挑了十几个孩子，硬
说他们是天才，结果 8 个月后，
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真的发现
这些孩子进步明显，慢慢变成
了天才。这个骗局后来被称为

“罗森塔尔效应”，也叫“期待
效应”。几乎任何一个学教育
的老师都知道这个骗局。凡是
能从中悟出点道理的，掌握这
个骗术的，都成为优秀老师了。
可惜的是，很多老师知道这个
骗局，却因为自己长有一双慧
眼，不能睁一眼闭一眼，而把
孩子身上的问题看得清清楚
楚，最后没能成为最优秀的老
师。

教育原来是这么简单的
事。最好的教育原来是骗孩子
们，告诉他是最优秀的就行了。
从这个角度讲，最优秀的老师
其实就是父母，父母在孩子小
的时候都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而且每个都是骗术高超的优秀
老师。

为什么骗会有如此巨大的
威力？

俗话说，谎言说一千遍也
会变成真理，如果所有人都相
信某个人是什么人，那他一定
会变成什么人。心理学家曾经
研究得出结论：想让别人变成
什么样的人，就以他是什么样
的人来对待他。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罗英”
推荐分享。

真的不骗你，
优秀的父母其实都是骗子

■微育儿■

噢，天哪
迟早被中国俗话玩死

1、俗话说：好马不吃回
头草；可俗话又说：浪子回头
金不换！

2、俗话说：兔子不吃窝
边草；可俗话又说：近水楼台
先得月！

3、俗话说：宰相肚里能
撑船；可俗话又说：有仇不报
非君子！

4、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
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
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5、俗话说：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可俗话又说：交浅
勿言深，沉默是金！

6、俗话说：车到山前必
有路；可俗话又说：不撞南墙
不回头！

7、俗话说：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可俗话又说：先下
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8、俗话说：礼轻情意重；
可俗话又说：礼多人不怪！

9、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可俗话又说：人多嘴杂！

10、俗话说：买卖不成仁
义在；可俗话又说：亲兄弟，
明算账！

11、俗话说：一个好汉三
个帮；可俗话又说：靠人不如
靠己！

12、俗话说：人往高处走；
可俗话又说：爬得高，摔得重！

13、俗话说：一口唾沫一
个钉；可俗话又说：人嘴两张
皮，咋说咋有理！

14、俗话说：亡羊补牢，
未为迟也；可俗话又说：亡羊
补牢，为时已晚！

15、俗话说：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可俗话又说：拔了毛

的凤凰不如鸡！
16、俗话说：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可俗话又说：留得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7、俗话说：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可俗话又说：
人靠衣裳马靠鞍！

18、俗话说：浪子回头金
不换；可俗话又说：狗改不了
吃屎！

19、俗话说：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可俗话又说：开弓
没有回头箭！

20、俗话说：退一步海阔
天空；可俗话又说：狭路相逢
勇者胜！

21、俗话说：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可俗话又说：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22、俗话说：书到用时方
恨少；可俗话又说：百无一用
是书生！

23、俗话说：金钱不是万
能的；可俗话又说：有钱能使
鬼推磨！

24、俗话说：出淤泥而不
染；可俗话又说：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25、俗话说：贫贱不能移！
可俗话又说：人贫志短，马瘦
毛长！

26、俗话说：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可俗话又说：姜还是
老的辣！

绕晕了木有？最后为大家
总结一下：心态决定一切，你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拥有什么
样的人生！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贺芳”
推荐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