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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告白! 免费刊登

请发短信至
!"##$"%&

发邮件至
'()*+,-)*./01

23412)

倾诉人! 阿丽! 女!

!"

岁

采访时间!

!##$

年
$

月
!!

日

采访人! 本报记者 许欣

倾诉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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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肚子非常饿! 当你走进

餐厅时点了一份烤肉套餐! 但是

餐点一次全部上齐了" 套餐中有

汤 # 沙拉 # 白饭 # 腌酱菜 # 烤

肉! 你会先吃哪一样
%

;

" 先喝汤

:

" 先吃生菜沙拉

=

" 先吃腌酱菜

5

" 先吃烤肉片

>

" 先吃白饭

选 #先喝汤 $ 掌控力

$?@A

会先慢慢品尝热汤的

人! 表示先天上你就是一

个会掌控恋情的人 ! 不管

是怎样的恋情! 一旦让你

遇上了! 你都能顺利地照

着自己的意思运作
&

而且你

非常地了解异性心理 ! 知

道什么时候该撒娇 # 什么

时候该使性子! 这也正是

你的魅力所在! 所以对方

很快就会被你吸引"

选 #先吃生菜沙拉 $

掌控力
%@A

你呀
'

一旦真的爱上

对方就会变的有点痴呆 !

可以说是对恋爱的掌控度

非常不拿手! 虽然你平常

能够很厉害的抓住异性的

心! 可是! 在心仪的对象

面前! 就会变的有点笨手

笨脚
&

而且会因为太紧张 !

而无法表达自己 ! 不过这

也许就是你可爱的地方也

说不一定"

选 #先吃腌酱菜 $ 掌

控力
&@A

会从小菜吃起的人 !

表示你很懂得享受料理的

乐趣! 做任何事都是很有

计划" 对于恋情的掌控度

也正是如此! 你不会操之

过急! 会仔细地立下作战

计划! 依照你的计划慢慢

进行! 恋情当然也就进展

的相当顺利啦"

选 #先吃烤肉片 $ 掌

控力
!@A

一开始会先从主菜下

手的人! 表示你是个很直

接的人# 不浪费任何时间!

立刻朝向目标前进的人 "

一旦遇上自己喜欢的人 !

绝不会写信或打电话进行

长期作战! 你会直接去找

对方! 当天就把你的爱慕

之意告诉他! 结果往往操

之过急
&

若是遭到对方拒

绝! 你可能会哭一个晚上!

但第二天马上又继续的寻

找下一个目标"

选 #先吃白饭 $ 掌控

力
#@A

什么都不吃却先从白

饭开始的你! 属于对恋爱

掌控度相当不拿手的人 !

就算有了心仪的对象 ! 你

也不会去实际行动 ! 就一

直让这个恋情持续在单相

思的状态" 内向 # 不够大

胆的你! 应该找一个了解

你的人 # 会照顾你的人 #

比较主动的对象 ! 对你来

说这样会比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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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中有四个人! 阿伟 "

阿庆" 阿丽" 阿娟# 阿伟和

阿庆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阿

丽是阿伟的妻子$ 阿娟是阿庆的妻

子# 因为双方的丈夫常在一起聚会$

阿丽和阿娟也很熟悉# 其实故事中

还有两个人 $ 是两个家庭的孩子 $

年龄都在一岁之内$ 暂且不提#

以前和谐相处的两个家庭出现

了纠葛! 阿丽的丈夫阿伟$ 和他的

朋友阿庆的妻子阿娟之间发生了天

雷勾地火的婚外情# 两人外出开房

被阿丽堵到# 四个当事人中$ 目前

只有阿庆尚蒙在鼓里#

故事是阿丽讲述的# 站在自己

的角度上$ 她想不明白$ 阿娟没有

自己年轻$ 没有自己漂亮$ 自己的

丈夫咋就喜欢那个口味呢% 站在阿

娟的角度上$ 她依旧想不明白! 阿

娟的丈夫拥有巨额财富$ 买有海景

豪宅$ 购有名牌轿车$ 而自己的丈

夫阿伟就是个拿固定工资的普通办

事员$ 她为啥喜欢自己的丈夫呢%

出于愤怒$ 阿丽向阿伟提出离

婚$ 阿伟以沉痛的口吻道歉$ 说自

己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承诺和

阿娟断绝来往# 这话说过之后的第

三天$ 又屁颠屁颠地跑去和阿娟约

会了# 阿丽感到很绝望# 她想将真

相告诉阿庆$ 可又担心这种举动会

彻底颠覆两个家庭# 中国人喜欢说$

宁拆十座庙$ 不毁一门婚# 更何况$

阿娟和阿庆的儿子还不到半岁#

以下是阿丽亲口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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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优%

记得你说过情人不可能每天过的都是情人节! 但

是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觉得我过的每一秒都是情

人节!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么$

爱你的珠

樱子%

一直以来过得还好吗$ 虽然近在咫尺! 但我还是

不能自拔地想念和牵挂你!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和

快乐% 在此祝你工作顺利! 生活幸福"

航海

伟%

几年前是缘分让我们相识! 虽然我们很久没有见

面! 但我想告诉你! 我在等你! 我对你的爱依然不变"

华

小馨%

你好吗$ 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很想你! 之前的事

就别放心上了!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有空联系我"

华哥

素%

虽然因为太多的原因我无法陪伴在你身边! 但我

的心会日夜陪伴你! 为你祈祷! 如果有一天老天不再

可怜我们! 我也不会让你孤单的! 因为我们已经错过

了今生! 下辈子我不想再错过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

切也做了一切准备"

最爱你的人

喜欢游泳的你%

你我虽然无缘在一起! 但这么多年我依然没有忘

记你! 无时无刻不想你" 喜欢大海的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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