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没有看最近一则新闻"一个老公出轨#老婆气

得把情人杀了$我也常常有这样的冲动$%娟姐打进情感

热线时&第一句话就把记者吓了一跳$原来&娟姐的婚姻

曾经非常幸福&可丈夫有钱之后&情人和私生子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切$如今&她和丈夫早已分居并势同水火&但

她的心里却依然放不下对丈夫的爱和对第三者的恨$

在倾听娟姐讲述的过程中&记者一直在劝娟姐想开

一点$ 为一个已经不爱你的男人痛苦甚至做傻事&是很

不值得的$ 希望娟姐能够明白&爱情对于女人来说固然

重要&但并不是一个女人生命的全部&即使失去了一段

爱&女人也应该努力让自己活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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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

9.

"走出非洲$

<.

%印度支那$

4.

"乱世佳人$

=.

"罗马假日$

>.

"卡萨布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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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情 魅 力 女 人 !

你" 性感而充满激情" 如同热

情的鸡尾酒般" 能点燃男人骨

子里的野性和欲望" 让他为你

热血沸腾" 熊熊燃烧! 你" 就

是一朵热情而危险的小火焰"

谁都无法抗拒你灼人的光和

热" 如飞蛾扑火一般" 宁可被

灼伤" 也要靠近你!

选
9

& 神秘魅力女人 !

你" 神秘而充满魅力" 让男人

觉得无法掌握" 从而被你深深

吸引" 你深邃的眼眸中" 好像

藏着全宇宙的秘密" 令人情不

自禁地靠近 " 靠近 " 再靠近

#$你就像一杯醉人的酒" 让

男人对你上瘾" 慢慢陶醉" 陶

醉" 甚至慢性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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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雅魅力女人 !

你" 优雅" 知性! 坚持生活品

味" 注重每一个细节" 力求完

美 ! 你的举止谈吐 " 一举一

动" 一颦一笑都是那么得体"

自然而不做作 ! 不仅外表精

致" 你还富有内涵" 从内到外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动人的优雅

气质" 就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一样" 让男人爱不释手!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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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媚魅力女人 !

你" 像阳光一样明媚" 像春天

一样明媚" 像五月玫瑰的笑靥

一样明媚! 你灿烂的笑容" 活

泼的言笑" 快乐自信的态度"

让周围的人如沐春风" 不知不

觉为你倾心! 你举手投足间散

发出的阳光味道" 让男人都变

成你的向日葵" 围绕你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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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美魅力女人 !

你" 像水一样温柔" 像花朵一

样甜美" 你娇柔的气质" 最能

吸引男人和激起他们的保护

欲" 让他们时刻想拥你入怀!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你不仅如

水一般柔美" 你的个性还像水

一样温柔而包容" 在你身边"

男人时刻觉得放松而充满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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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魅力女人 !

你" 充满女人味和浪漫气息"

你满脑子里都是浪漫的小创意

和小主意" 再平淡的生活" 也

可以被你过成梦幻浪漫小夜

曲! 跟你生活在一起" 每一天

都是那么甜美而充满浪漫惊

喜" 意想不到的快乐" 你的男

人怎能不被你深深打动&

'以上测试仅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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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
什么情感困惑 !情
感热线一如既往为你开
通 " 我们将倾听你的故
事!分享你的爱情点滴!解
答你的无助与困惑"欢迎
拨 打 情 感 热 线 #

3455,41-

倾诉人# 娟姐 '化名(

!"

岁

采访时间#

#$$%

年
&&

月
#"

日

采访人# 本报记者 岳 钦

实习生 林一萍

倾诉热线#

3455,41-

!

"

#

$

桃&

宝贝" 我们彼此越愛越深了" 小

桃桃一定要幸福下去%

你是我生命的另一半" 未来的

路那么长" 我要牵着你的手一起走下

去" 你的幸福才是我最大的满足%

秉星

茵&

我多想拥住你" 一生一世也不放

开% 因为你是我追寻一生的最爱% 我

多想牵着你的手" 站在高高的山顶"

我要用我全部的力量" 向着山谷大声

呼喊) 茵我爱你*

永远爱你的振中

媚&

我想你想得好苦哦* 我真想时时

刻刻你都能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现在

过得好辛苦" 每天的烦恼都很多$$

啊" 我每天都会想到你!

爱你的耀

艳&

从现在开始" 我只疼你一个" 爱

你 " 不会骗你 " 答应你的每一件事

情 " 我都会做到 + 对你讲的每一句

话" 都是真话" 不气你, 不骂你, 相

信你% 你开心的时候" 我会陪着你开

心+ 你不开心" 我也会哄得你开心"

永远
'

都觉得你最美" 我的心里
'

只有

你*

红毛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