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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喧嚣， 总比车来车往来
得迅疾。 主持《南都晨报》倾诉栏
目，聆听你倾吐心声，与你结识，
该是多么荣幸！

生活如同藏匿着颗颗糖果的
黑匣， 不知其数量， 更不识其样
貌，唯有亲自打开，才会发现其独
特之色、之香、之味、之名。 有多少
个人生的岔路，便有多少种滋味！
所谓赤橙蓝靛、酸甜苦咸，都是味
道连着味道的累积。

我轻轻地含着这些糖果，慢
慢地，沁入心脾，竟牵起尘封多年
的记忆， 个中千般滋味， 难以述
尽，只能敲击文字，细数，倾诉。

轻风细雨 让聆听陪伴您的生活
□倾诉热线主持人 王育潮

� � � � 咖啡味·拼搏
我于喧嚣中听闻， 千百个寂寥

清冷的午夜，笔墨掷地有声，一半叩
击着岁月，一半染红了生活。 以后的
以后，希望你被很多人爱，希望逐月
路上，涌现更多像你一样的你，和像
勇士一样的勇士。

《从教师到网络作家 我找到
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倾诉人
金小贝出生在一个有着“文艺范儿”
的村庄。 每到阴雨天气，村里有些文
化的老人就会聚在她家堂屋拍瞎话
儿，听得多了，就自然而然地想往外
倒。终于，17 岁的她在《躬耕》上发表
了自己的处女作———一篇短篇小
说，18 岁时又在省内《热风》杂志发
表了一首诗歌。 那时的她，走在校园

里， 俨然一个小作家的样子———参
加各种文学社，谈论着文学梦想，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

毕业后，为了生存，她几乎没
有再动过笔， 和同是穷孩子出身
的老公一起， 满脑子都是挣钱养
家。“我一手紧握向上攀登的绳
索，一边仰望头顶皎洁的月。 膝上
斑驳的血色， 映照成崖壁上娇艳
的花朵……虽然我仍要握紧手中
的索，它使我得以在人世间苟活，
但那明亮醉人的月啊 ， 仍是我心
中最沸腾的血。 有的人走着走着
就失去了心中的月， 而我仍在千
百个寂寥的午夜， 与我魂牵梦绕
的月相会。 ”那绳索是倾诉人的现

实生活， 那月就是倾诉人对文学
难以磨灭的追求。

看到了你， 犹如触摸到月亮的
脸，那是由满地六便士堆搭而成的
广阔星河。 生活时而昏暗，却缤纷
着数不清的梦。 感谢孕育我们的文
艺土壤，感谢指点江山与裹挟善恶
的激扬文字，或许也要感谢千千万
万个自己———一群敢于抛开一切心
无旁骛地奔向月亮的人，即便曾经
流离失所，或是在金黄色的麦浪中
窒息；或许，要首先感谢如痴如醉
的绳索紧握，甚至感谢膝上斑驳的
血色，和淋漓着雨泪的花朵。 明亮
的醉人的月啊，怎能不令这最沸腾
的人儿思念？

� � � � 彩虹糖·期待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我们每

一天经历的事都和昨天不一样， 有时
欢喜，有时忧伤，有时愤怒……生活就
像是潘多拉的魔法盒， 里头藏着无数
新奇的故事， 带给我们种种难得的人
生体验。 欢喜的事，就多回味咀嚼，让
自己心情舒畅；难过的事，暂且放空自
己的思绪，等心情平复了再去想它；愤
怒的事，做几个深呼吸，睡一觉，也许
心情就会好很多。

你看，风雨过后，天边就会出现彩
虹。 一道弯弯的七彩光就像混合了七
种不同口味的糖果， 含在嘴里的滋味
是最丰富的，正如生活。 学学广袤无垠
的天空，容得下纯洁的白云，容得下狂
暴的风雨， 也容得下灿烂的彩虹和炽
热的太阳。 生活很美好，不在于它一直
是舒心的顺意的， 而在于它有千张面
孔，让你体会到丰富的人生，唯有经历
过痛苦，才会倍加珍惜幸福；唯有经历
过失败，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努力，去
拥抱更大的成功。

生活是一颗彩虹糖， 所有过往皆
成滋味。 多出去走走， 看看陌生的风
景，城市的车水马龙，或者乡下人家的
静谧。 我这里，有一扇窗、一支笔，有倾
听灵魂的双耳，因为有你，明天会比昨
天更好， 不论轻风细雨， 抑或风沙肆
虐，倾诉栏目永远陪伴在您身边。

心语星愿
很多人降临人世以前，看过自己人

生的剧本， 他们清楚今生轨迹的必然，
却毅然决然地来到人间， 原因只有一
个———活着，值得。 虽然这仅仅是佛家
的说法之一，但道理终归透明。

“活着，值得。 ”如果此时，你正行走
在遍布荆棘的路上， 不妨再坚持一下，
努力拨开内心深处真正的阴霾，将灵魂
放置在无人伤害的柔软处，希望你对这
世界糖果有所恍悟。

漫漫人生，到底要品尝多少失望才
能不负岁月？到底要填满多少遗憾才能
不负今生？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所
谓的人生，到底藏匿了多少糖果？ 当太
多人都忙于争名夺利、拜金拜物时，他
们的行走、 呼吸无时不刻不处在一种
无形的压力之中， 在功利的海洋里苦
苦挣扎，直至心力交瘁，而那些怀着一
颗简单之心的人， 将始终持有自我的
平衡之道。 相信吧，苦心人，终不负，只
要问心无愧， 坚守自己的方向， 想要
的，终会得到。

来吧，倾诉栏目与您有约！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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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水蜜桃味·初恋
怀揣少女心的少女， 让人不由

自主地联想到春天漫山遍树的水蜜
桃。 更多的来稿中,讲述的是少男少
女们坠入爱河，甜而又蜜。 青春懵懂
的女孩，血气方刚的男孩，只一眼便
是千年。

《初恋是一场梦》讲的是倾诉人
在亲戚的安排下结识了一位美丽的
女孩，从此爱情的种子在两人心中萌
发。其间，品尝到初恋的甜蜜，经历过
情侣间的小吵小闹，但感情终究敌不
过时间的摧残，水蜜桃也渐渐褪去了
最初的味道， 最终他们天各一方，无

奈却只能各自安好。
回想恋爱之初的甜蜜， 一不小

心便面目全非。 这个脾气古怪的水
蜜桃会让你开心地笑， 也让你痛彻
心扉、号啕大哭。 当一段感情执意走
向终点的时候， 所有的挽留都显得
那么苍白、那么无力。 或许，唯有放
手转身，才最美最潇洒。 你的世界，
我曾经来过， 如今我就要远走，挥
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片云彩。 或许
因为父母的阻挠，我们才无法长长
久久 ， 抑或是感情的摩擦无法弥
合，你我都不必再执念 ，此时只把

最美的背影留给对方， 把自由的
天空还给对方， 给彼此一个真挚
的祝福，这样就好。

相信经过这一段感情之后，双
方都能够收获成长 ， 在未来的感
情中会更加理性 ， 也更加清楚地
明白自己的定位和所求 ， 那么在
下一段感情来临的时候 ， 以一个
崭新而美好的姿态呈现给另一个
人， 坦然流露自己的心 ， 于相处
中，慢慢改掉小毛病 ，如此才能携
手同行 ， 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个成
熟的人。

� � � � 酸梅味·成婚
青梅满枝， 酸涩的味道在枝头

荡漾。 果实因不成熟而酸涩，感情因
不熟悉而禁不起波澜。 现如今，挡在
婚姻面前的第一关就是彩礼， 从一
头牛、一匹布到“三转一响”，再到如
今的“一动一不动”、“万紫千红一点
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的
标准水涨船高。

《关于结婚彩礼的那些事儿》讲
述彩礼的事儿，这对富庶的人家来说
不算什么，但对经济本就不宽裕的他
来说，可谓要掏空家底。 父母辛辛苦

苦干了半生，从土里刨出了一栋小洋
楼，眼巴巴等着媳妇过门，不成想媳
妇小口一张，就要 20 万元彩礼，原本
谈得好好的感情就这样被挡在了彩
礼面前。

倾诉人是位退伍军人，回乡之后
被安排了多个相亲对象，几番对比之
后， 将心意锁定在了邻村的雪儿身
上。 可是，这只是漫漫的彩礼准备之
旅的开始，先是送“对月期”，两个筐
里各放上 10 万元现金； 再准备打点
丈母娘那头的七大姑八大姨，安排媒

人，置办酒席，前前后后 10 万元都拿
不下来，花钱就如夏天午后的暴雨汹
涌澎湃，婚总算结成了。

每每看见父母苍老的眼神，他极
其心疼、愧疚，作为一个青壮年，有手
有脚， 娶媳妇却要耗干父母的心血，
实在不孝。这房子、车子、礼金……哪
个不是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父母的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婚后各种还贷的
压力不言而喻。“天价彩礼”的不正之
风何时才能终结？结婚不是一件让两
家人都欢欢喜喜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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