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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微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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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条婚前标准让你嫁对人

■微国学■

亲爱的——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视你如宝

贝的男人！
他会宽容你的小毛病，原谅你的

不周到；他能照顾你，仿佛你是他的
小妹妹；他能溺爱你，仿佛你是他的
小宠物；他能赶走你偶尔冒出来的坏
情绪，他能抱着你睡觉，给你做枕头。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有阅历的
男人！

他有你没有过的经历，有你没有
过的故事。他能帮助你，他能管教你，
他能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好好的控制
你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有他，
你就不会再没完没了地哭泣。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性情稳定
的男人！

你们各自上班下班，过朝九晚五
的生活。你们一起在领工资的那一天，
小小地大吃一顿犒劳自己。你们手牵
手去银行，存你们每个月的爱情储蓄，
给你们将来的小 Baby。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勤快的男
人！

他会在每个月你想偷懒的那几
天做好吃的饭菜，会用洗衣机洗衣服，
会把屋子打扫得亮堂堂的。会料理全
部家务，放你一个美美的大假。伺候
你吃，伺候你穿。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心思细腻
的男人！

他不会忘记你的生日、你们的结
婚纪念日，知道你的喜好。会偶尔在
你表现良好的时候给你一些鼓励。买
你心仪已久的小东西，送你做奖励。
会让你的家人、朋友，欣赏他的超强
观察力。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懂得上进
的男人！

即使工资少得可怜，你们也能用
剩余的时间去发展副业。只要你们两
个人在一起，就算下海打渔也会觉得

浪漫无比。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喜欢旅游

的男人！
等你们有了时间，就跑到想去的

地方走走看看，你们在每一个留下你
们脚印的地方拍模样搞怪的照片。等
老了以后，你们就坐在阳台上，你翻
着照片数落他：你看你啊，你个臭老
头，年轻的时候就没个正经，照相还
瞪眼伸舌头呐！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心灵手巧
的男人！

万一家里哪个哪个坏了，出了小
毛病他能够轻松修理。不会让你急得
又跑去买个新的来用。回来便自己责
备自己败家，又乱花钱，挣钱真的不
容易！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喜欢孩
子、喜欢动物的男人！

你会生个超级帅的儿子，再多一
个美丽的女儿你也不介意，你们养你
喜欢的小宠物。有一天看见宝宝爬在
狗狗身上说：狗狗，狗狗，我爱你。
你会做个温柔漂亮的妈咪，等儿子长

大了会骄傲地搂着你的肩膀出去，自
豪地炫耀说：“这个‘姐姐’其实是
我妈咪！”

若要结婚，就嫁给一个说话算数
的男人！

你要他能监督你守时，守规矩，
更能控制他自己。你想要他不用你等
啊等啊，等到没了耐心。你想要他犯
了错会诚恳，不逃避。你想要他不骗
你，不跟你玩神秘。你想要他知道你
们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去
哪里做什么。像导航一样，控制你没
主见的身体。

若想结婚，就嫁给一个懂得欣赏
的男人！

你们要有一个不必太大的房子，
要很多阳光能照进来的大窗户或者落
地玻璃。你会串一排又一排亮亮的珠
子，做成帘子，微笑着说那是你的一
帘幽梦，告诉老公，每一颗珠子里都
有你的一个愿望，关于，你们。

最后请记住，若要结婚，他要捧
着你的脸说，娶到你，真是我的福气！

1、愧：“心”中有“鬼”，所以才
会惭愧。

 2、骗：一旦被人揭穿，“马”上
就会被人看“扁”。

3、铐：“金”钱是“考”验，镣
铐总相连。

4、佚：一旦“人”格丧“失”，就
会被社会抛弃。

5、劣：平时“少”出“力”，到头
来必然差人一等。

6、武：“止”“戈”为武，德道无敌。
武力不能服人，唯有德能服众。

7、值：正“直”做“人”，应是
人一生追求的价值。

8、债：欠了别人的就要偿还，
这是做“人”的“责”任。

9、绝：一些贪官走上死路，都
与“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0、协：要“办”成一件“十”
分成功的大事，必须靠大家共同努力。

11、聪：“总”是用心“听取”群
众意愿的人，就会有聪明智慧的决策。

12、敏：“每”天善于学习和思考，
博览天下“文”章的人，才能有敏捷
的头脑。

13、朋：同形同向，“月月”相伴。
14、真：正“直”，是它的立足

“点”。
15、失：原来是“夫”想多得一

“点”。
16、伴：意味着那“人”是你的

另一“半”。
17、迟：落伍者往往只是比别人，

晚“走”了一“尺”。
18、便：与“人”方便，“更”

是于已方便，利人实利己。
19、超：“召”示你，不停地“走”，

你才能赶上别人，走在前面。
20、令：“今”天努力一“点”，

明天才有资格指挥（管理）别人。
21、企：“人”的欲求不可无限

膨胀，要适可而“止”，知止则不殆。
22、恩：“因”为世界和他人为

你的成长一直在付出“心”血，所以，
人必须要感恩。

23、认：看一个“人”，我们往
往只重视他的“言”谈，而忽视了他
的内心。

24、隘：“耳”朵如果只听对自
己有“益”的话，不愿听批评，其人
心胸必然狭隘。

25、加：做什么事，不能光用“口”
讲，还要致“力”于行动。

26、舒：“舍”得给“予”他人，
自己才能舒心，这是幸福快乐的真谛。

27、茶：“人”于天地“草木”间，
品茗悟道，融入自然，天人合一，至
人无己。

28、我：“手”上拿着一把“戈”，
总想占有而向外侵略扩张，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29、起：人生的每一次提升（升
华），都是从自“己”（自我）中“走”
出来的。

30、忙：“心”加“亡”，忙忙忙，
人们走的太匆忙，心灵早已失落。

31、道：真理是要用“头”去想，
并用“足”去走去践行的。“道”字
所蕴藏的深义，远不是想与做，道是
本源，道是主宰，道贯一切，道运一
切，有道才有理，有道才有德。

32、赢：由亡、口、月、贝、凡
五个字组成。“亡”：要有危机感；“口”：
要善于沟通；“月”：要有时间观念；

“贝”：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凡”：要
保持平常心。做到这五点，才能最终

“赢”得目标。

拆字喻做人，太精辟了

你拥有的一切都是借来的，
同意吗

每次去爬山，总会遇
到一对恩爱的老情侣。渐
渐地，有点熟了。

今天在半途的凉亭休
息时，凑巧，一下子，老先
生夫妇也来了，一前一后，
缓缓地就坐在我的对面。

礼貌性点了头，用羡
慕的语气赞叹：老先生。
你很有福气喔！太太很漂
亮。

老先生：“谢谢啦！
我太太是我年轻的时候，
以五千元向我丈人买过来
的，借用的而已！”

听得我一头雾水！用
买的？借用的？

这时候有点嘟嘴的
老太太说：“你别听他在
臭盖！我是名正言顺娶
的！”

我纳闷地看着微微笑
的老伯问：“太太是你娶
的。怎么说是借用的？有
结婚吗？”

老先生开怀的笑：“刚
开始，我们根本都不认识。
是媒人往来了好几趟，才
促成的啦！”说着说着，
连声音也笑出来了！

老先生又豁达地说：
“世间的一切。都是借我
们用的！我的太太，我的
家财，我的子孙，我的身
体，……都是让我们借用
的！”

有缘则来，无缘则散。
不是吗？

世间的一切。我们
只有使用权而已，谈不上
所有权。所有权这个名词
是永久权。其实，我们的
一切，世间的一切，哪里
是我们的永久？我们的身
体，顶多借我们用个 100
年，就要入土为安了！我
的太太，顶多也不过是让
我牵手个六七十年，就要

“腮优哪哪”了，这中间
离婚或是意外死亡的，缘
就更浅了！我们的钱财、
房屋，其实也是经不起地
震、火灾、不肖子孙、盗
贼，一个闪失、一个意外、
一个无常，说不定就化为
乌有了，哪里是我们永久
保有了？

老先生又说：“其实，
所有世间的一切，都是借

我们用用而已；我们只有
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个
观念很好！”

这样，当因缘散了的
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被
眼前暂时的喜怒哀乐景象
给骗了，以为我们的一切
永远都是我们的，执著心
重而痛苦不堪。

因缘变了时，不小心
失去了我们的亲人，或者
健康的身体毁坏了乃至于
名誉破损，就天天闷闷不
乐，走不出来。这样是会
闹病的！

不是吗？
 “认定一切都是无

常，这样我们就不会消
极？凡事都不要去争取
了？”

老先生说：“是要你
随顺因缘，不去执著一切，
这样不会产生烦恼的！该
工作的时候工作。该赚钱
的时候赚钱。该把握的时
候把喔。该行善的时候行
善。”

凡事有个因缘，强求
不得。因缘尽了时，要懂
得放下，不要再去执著他。
其实，我们的念头时时刻
刻在变化，只是我们没有
觉察而已！在纷纷扰扰的
念头中，我们习惯去抓住
自己喜爱的念头，希望它
保留下来，永远是属于我
的，结果就被绑住了。

我们所有的一切，因
缘散了时，就要洒脱一点，
不去执著，不要结冤，也
不要结仇。欢欢喜喜地来，
欢欢喜喜地走，欢欢喜喜
地说再见，欢欢喜喜地互
相祝福。不必谈前世今生，
也不要去迷惑于未来。把
握当下，时时刻刻，记得
要保持一颗好心，口说好
话，多做好事，随顺因缘，
不执著一切。这样持续下
去，坏缘也能渐渐转成好
缘的。

世间的一切，都是借
我们用的！既然是借，有
一天就得还，这样一想，
就比较不会执着，一旦失
去了，也较能坦然面对，
当拥有的时候也会更珍
惜。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
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