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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美文■

■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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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国学■

闺蜜有时也会变成情敌。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并
不少见，所以要提高警惕啦。
以下这七类闺蜜最容易抢走你
的老公。

一、美女
如果你的闺蜜是个肌肤白

皙的大美女，而你自己又相貌
平平的话，我只能说你很倒霉
了，美女抢你所爱没商量。也
许她并不是故意的，但有什么
办法呢，两个相貌差距如此大
的女人放在一起，傻瓜都知道
要怎么选啊，你又能怪谁呢？

二、才女
这已经不再是那个“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了，如今
才气也是女孩子增加吸引力和
人气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人
虽然没有美女的威力那么大，
但也算是一个定时炸弹，你不
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爆炸。

三、弱女
这类闺蜜也是十分可怕的。

一双楚楚动人的大眼睛时时闪
着无辜的光，说话轻声细语，
走起路来仿佛会被风吹倒。这
样的阵势，就连我们女人都不
免想要呵护她，何况男人天生
有一种大男人心理，想要保护
弱者呢！

四、性感女人
你不得不承认，如果你的

闺蜜是一个性感的人，那她一
定是一个很懂得打理自己的女
人。她懂得利用自身的资本，

充分发挥女性的魅力，让男人
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当她吊
到了一个你心仪已久的帅哥，
也许你会心里泛酸，认为她是
在摆弄风骚，但这是不是你自
己的酸葡萄心理呢 ?

五、贤惠女人
你的闺蜜也许不漂亮，也没

什么才气，但至少她很勤劳。她
会在男人运动完之后默默地递杯
水过去，会在男人生病的时候在
身边嘘寒问暖。

她会在生活各个方面无微不
至地关心照顾她看中的男人。这
些看似默默付出的行为，其实威
力无穷。它会让男人慢慢习惯有她
的日子，会让男人离不开她，最
终就能够抓住男人的心。贤惠之
所以千百年来都会被人们追捧，
不是没有道理的。

六、会耍小心机的女人
所谓的小心机并非指用卑鄙

的手段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其
实会使用小手段的女人是很聪明
的。她也许会装作忘记了男人的
生日，然后冷不丁变份礼物给他。
她会突然有一天换一个造型，给
男人惊艳的感觉。男人对这类女
人通常也是吃不消的。

七、富家女
如果你喜欢的人看上了你有

钱的闺蜜，你也别生气了。奢华
的富家女自然有她的优势所在，
现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男人们
的压力也很大，试想一下，如
果他的女朋友是个富家女，他
可以省多少事啊！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米米”
推荐分享

1、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
秋风悲画扇

如果人生很多事、很多境
遇、很多人，都还如初见时的
模样该多好呀！若只是初见，
一切美好都不会遗失。

很多时候，初见，惊艳；
蓦然回首，却已是物是人非，
沧海桑田……

2、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
江湖　

泉水就要干涸了，为了生
存，两条小鱼彼此用嘴里的唾
沫来喂养对方。但是，与其这样，
还不如在江湖之中畅游，忘记
对方的存在。　　

很多时候，我们谴责“大难
临头各自飞”，但是从理智的角度
来说，这是对的。与其两个人一
起受苦，不如相忘于江湖。

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

古今多少人的愿望。　
就像那首歌：“我能想到最

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
变老……”　

其实啊，人生在世，求什
么呢，若有一个人，愿意与你
生死相随，这一生，也就够了。

4、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　

永远是这样，人的心啊，

看过辽阔的大海，就看不上寻
常的小溪小河了，去看过巫山
的云，就不觉得其他地方的云
是云了。　　

所以其实不要太早遇见好
男人（好女人），因为万一捉不
住他（她），你会一辈子都活在
这句诗句里。

5、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　

心爱的人早就不知道去哪
了，桃花却依然微笑地在春风
中绽放。

以笑映悲，很不错的手法，
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6、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百度搜索的名字，便是由
此诗句而来。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往阴
暗处寻找我们心中的她，却总不
见其影踪，蓦然回首，才发现她
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
们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

7、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
当时已惘然　

现在回想，旧情难忘，犹
可追忆，只是一切都恍如隔世
了。

一个“已”字，可怕至极。
若非当初年少无知，何至

如此 !

8、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　

哪怕是苏轼那样的豪迈男
儿，对着亡妻的坟墓，也只有
感伤的份。　

苏轼一句“十年生死两茫
茫”，流传千古。陈奕迅一首《十
年》，竟也可风靡一时。十年是一
个恰好的跨度，看似不长，却足
以让一个呱呱婴孩变成一个懂事
孩儿，让一个满怀热血的青年变
成一个老谋深算得过且过的平凡
人，让一个正值壮年的中年人步
入人生的晚期……

9、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
面，鬓如霜　　

这是我最害怕的一句，若
是不见也就罢了，若是相见，
却互不认识，就这样在岁月里
蹉跎地擦肩而过，那该是多么
令人心碎的一幕……

10、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风雨过后，回首走过来的
路，才发现也不过如此。　　

只要你坚定前进的方向，
或者说，归去的方向，那你又
何须去管他路途上是风雨还是
晴天。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丝妈”
推荐分享

小小的心理测试通常都能真
实地反映出每个人的真实内心，
女人们可以做做看，多多了解你
的枕边人！回想一下在你们温存
过后，你的男人习惯穿着什么样
的睡衣进入梦乡呢？

A、裸睡的男人
B、穿睡衣睡裤的男人
C、穿 T 恤的男人
D、穿内裤的男人
E、不固定穿什么的男人
F、穿明天上班内搭衣服的男

人

五千年来，最触动心灵的10 句诗词

防火防盗防闺蜜，
警惕你身边这七类女人

农夫和小偷的故事，诠释人生三大陷阱
一个农夫进城卖驴和山羊。山

羊的脖子上系着一个小铃铛。三个
小偷看见了，一个小偷说：“我去偷
羊，叫农夫发现不了。”另一个小偷说：

“我要从农夫手里把驴偷走。”第三
个小偷说：“这都不难，我能把农夫
身上的衣服全部偷来。”

第一个小偷在道路的转弯处悄
悄地走近山羊，把铃铛解了下来，
拴到了驴尾巴上，然后把羊牵走了。
农夫四处环顾了一下，发现山羊不见
了，就开始寻找。

这时第二个小偷走到农夫面前，
问他在找什么，农夫说他丢了一只山
羊。小偷说：“我见到你的山羊了，
刚才有一个人牵着一只山羊向这片树
林里走去了，现在还能抓住他。”农
夫恳求小偷帮他牵着驴，自己去追山
羊。第二个小偷乘机把驴牵走了。

农夫从树林里回来一看，驴子
也不见了，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

走着走着，他看见池塘边坐着一个
人，也在哭。农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那人说：“人家让我把一口袋金
子送到城里去，实在是太累了，我
在池塘边坐着休息，睡着了，睡梦
中把那口袋推到水里去了。”农夫问
他为什么不下去把口袋捞上来。那人
说：“我怕水，因为我不会游泳，谁
要把这一口袋金子捞上来。我就送
他二十锭金子。”

农夫大喜，心想：“正因为别人
偷走了我的山羊和驴子，上帝才赐给
我幸福。”于是，他脱下衣服，潜到
水里，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
一口袋金子。当他从水里爬上来时，
发现衣服不见了。原来是第三个小偷
把他的衣服偷走了。

这就是人生三大陷阱：大意、
轻信、贪婪。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陆军司令”
推荐分享

■轻松一刻■

测试一下，男人睡觉的秘密

测试结果
A、裸睡的男人。喜欢裸睡的男

人，是个完全忠于自我感受的真情男
子。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工作而拼命做
最好的演出，渴望获得肯定的掌声
和赞美；常常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
而忽略了身边的人。

做他的情人，你似乎永远是个
最佳女配角，要完全以他为主。

B、穿睡衣睡裤的男人。习惯
每晚上床必定穿睡衣的男人，是个较
保守传统的男人。他们有点洁癖，不
能忍受乱糟糟的生活秩序，对自己和
旁人都要求正常的工作及生活步调。

天长地久，真心相爱，默默付
出的感情，是他一生所热烈追求的，
无法忍受短暂激情。

C、穿 T 恤的男人。把 T恤当
睡衣穿的男人，在潜意识中，是个
仍保有赤子之心的男人。活泼快乐

的个性，最吸引女性的注意，但是，
有点懒散的生活方式让人想用力地推
他一把。

喜欢用爱把对方“淹没”的热
情表现、一见钟情式的闪电恋爱，最
容易发生在他的身上。

D、穿内裤的男人。只穿内裤
睡觉的男人，在潜意识中，有大男人
主义的倾向。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喜怒
哀乐表达出来，希望对方能感受到，
容易冲动急躁，但是，为了追求成功，
执著与毅力是超乎常人的。

小女人般的温柔，撒娇是他的
典型表现，他比较有成就感，千万
别瞧不起他！

E、不固定穿什么的男人。想
穿什么就穿什么睡觉的男人，是个
十足情绪化的男人，个性变化莫测，
没有定性，责任感较差。在同一个
时期交往两三个异性，是很平常的
事情，因为每一个异性都有他的优
点和缺点，十分难取舍。

F、穿明天上班内搭衣服的男
人。为了方便明天上班而预先准备的
男人，是个具有满腔抱负理想，却
又被传统约束的妥协者。

欣赏和爱慕的对象，和自己个
性有着极大的差别，敢爱敢恨，潇
洒自由的模样最令他心动。但是，
若是选择结婚对象，常常以父母的
意见为主。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李红艳”
推荐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