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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波 ：我不恐婚，我是“恨娶男”

对老婆说一不二、处理媳妇
和妈妈的矛盾游刃有余、家务活
一手包……从《媳妇的美好时代》
后，近几年黄海波“包揽”了荧
屏上好丈夫角色，以至于现在走
到哪，女粉丝们都爱亲昵地喊：“好
老公！”连江苏卫视主持人华少
的妻子，都要老公以工作之便转
送一枝玫瑰到黄海波手中以示“真
爱”。

拥有如此女人缘，让好多男
人很羡慕，黄海波却淡淡地说：

“她们是喜欢我演的角色，可没见
真向我表白！”！11 月 21日下午，
冬日的长沙阳光很好，黄海波在
新片场通过微信和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扯起了家常。
长得并不帅气、在部队大院

长大的黄海波，从小有个演员梦。
“家里人一度反对我当演员，而且
邻居们听到我想当演员还挺瞧不
起！”黄海波回忆，虽然如此不
被支持和看好，但他还是执意考
北京电影学院。如愿进入大学后，
他恰好和海清同班，他俩看到满
眼的帅哥美女，本来奋斗的心就
更急了：“我们两个对未来格外用
心，你说那些帅哥美女都已经十
分努力了，我们二三十分都不见
得能行，不努力行吗？”

于是，作为专业课十分出色
的形体课课代表黄海波，天天琢

磨着怎么演戏。大三时，他就在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出演孙海英
的儿子，比同学们都要早踏入圈
子几步，只是折腾多年却一直半
红不火。

在工作上的折腾和执拗，让
黄海波成为了“国民老公”，却没
有让他在生活中把自己成功“嫁”
出去。于是在接《咱们结婚吧》时，
很多观众猜想：“黄海波怕也是‘恐
婚族’吧！”听闻此言，微信那
头的黄海波特别激动：“我一点都
不‘恐婚’，相反我其实很‘恨娶’
啊！”看来，37 岁的男明星还真
会着急结婚啊！

我也是想结婚的大龄“恨娶男”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
生 颜思静

“我俩挺好，希望得到祝福，
但其他的我就都不说了！”聊起
与名嘴朱丹的恋情，湖南伢子周
一围嘴风严实得很。近日，由网
络小说《遍地狼烟》改编的电视
剧《狼烟遍地》在湖南经视“730
剧场”强势登陆。11月21日，周
一围随剧组一行来到长沙宣传，
虽然在采访之前朱丹还在微博
上为男友新作卖力叫好，没想周
一围这位“岩男郎”聊起恋情时，
不但有着湘西汉子的霸气，而且
还总想将秘密进行到底。

周一围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
院的高材生，2006 年，年仅 24
岁的他凭借着海岩剧《深牢大狱》
中刘川一角，逐渐走入观众的视
野。在影视圈中，他一直被视为
正统的“非主流”，相比其他的影
视演员，他为人非常低调，把大
部分时间都放在对表演艺术的研
究上。这样的行事作风，让周一
围在演艺圈里的发展一直不冷不
热。直到今年 6月，其与当红女
主播朱丹的恋情曝光，这位昔日
的“岩男郎”才再次走入舆论关
注的中心。

对于与朱丹的恋情，周一围
的态度一直表现得非常谨慎小心，
因为在他看来，过多的关注往往
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而此次回湖南老家宣传新剧，他
的感情问题自然被一再提起，相
比以前反抗，这次他的态度少许
放松：“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也没
什么好宣布的。”

此前，朱丹曾表示：如果将
来遇到对的人，她会选择倒追。
对于“朱丹倒追”一说，周一围
矢口否认：“谈不上倒追，两人是
自然而然在一起的。”虽然不是倒
追男友，但朱丹曾向记者透露，
自己在生活中会很大胆地向男友
告白，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对方对
自己的反馈，对此，向来心直口
快的周一围也表示：“( 我 ) 不会的，
别指望我会 ( 告白 )!”事实上，据
周一围透露，自己现如今愿意谈
及感情的问题，其实“已经迈出一
大步了”，在此之前，他的态度就
是两个字：“不聊。”

虽然周一围不爱说，但朱丹
经常大方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爱情。
聊起女友的状态，周一围终于有
些宠溺地表示：“你们不知道，她
在圈内一直被称为‘二小姐’，虽
然我一点都不喜欢‘二’，但因为
她的关系也被扣上‘二先生’的
头衔。”如今朱丹在微博上为自己
新戏宣传，周一围只把甜蜜留在
心里：“我没有开微博，也不会和
她回应，但我只想说我们过得挺
好，希望得到祝福！”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颜思静

看看“国民老公”怎么追女生——

随着《咱们结婚
吧 》 热 播， 不 太 帅
的小眼睛男人黄海
波，从“美好时代”
里的“经济适用男”
摇身一变为师奶少
妇们争相追捧的“国
民 老 公 ”！ 之 前，
大家一直认为把丈
夫角色演得极好的
黄 海 波， 生 活 中 肯
定是一名超级好老
公。不成想 37 岁的
他却有些矫情地告
诉我们：“我还尚未
婚 嫁， 其 实 我 也 想
早些结婚哦！”

海青儿子早就能打酱油，高
圆圆也正跟男友热恋，黄海波不
着急结婚真是假事。虽然在电视
里，黄海波“结婚”多次，但回
归到生活中，黄海波也为自己的
婚姻大事苦恼，妈妈还曾带他去
相亲，但每次都是“无言的结局”。

黄海波坦言，像他饰演的电
视 剧中“你是奴隶 主， 我 是 奴
隶”、“我永远是你的钱包”等经
典台词，都曾是他用来哄女孩的
话。多年前采访黄海波时，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就曾问他何时解
决个人问题，时隔几年后大家还
在这件事上绕来绕去，微信那头
的黄海波也有些无奈 ：“虽然身

边一直有人帮忙牵线搭桥，但我
还是更相信缘分天定，而且时刻
准备迎接爱情的到来。”他表示：

“我已经 37 岁了，未来要找个怎
样的媳妇，要过怎样的家庭生活，
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40 岁之
前争取把事办了！”

到了这个年纪，对于追求爱
情，黄海波其实自有一套：“首先
下手一定会很快，趁其不备将其
办下！我记得自己最大胆的一次
追求女生经历，就是在艺校时
一脚踢开喜欢的女生的寝室门，
给她送好吃的。”虽然举动大胆
又显得有些粗鲁，但别说还真
赢到了女孩的心。看似有些憨

憨的，但黄海波对感情态度还
挺“潮”，因为“恨娶”的他其
实还挺期待“奉子成婚”的感情：

“你们不要笑，其实我是希望两
人有感情，订婚后能生活在一
起，然后有了孩子一起进入婚
姻殿堂！”如此肯定 40 岁之前
会结婚，又如此希望带上宝宝
踏上婚礼殿堂，难道是黄海波
已经有了携手 一生的对像？提
到这个尴尬问题，经历过感情
伤害的他感叹 ：“不想再把私人
感情说出来，但如果真到了领
证那天，一定会告诉大家。因
为到时候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
疼，特别有底气了！”

曾经追女孩子粗鲁大胆，如今期待“奉子成婚”

“小气”周一围，不向女友朱丹告白！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陈寒冰 
实习生颜思静

“只要你保持好心态，而且
经常运动，定期做好美容，当然
可以让年龄不在身上留下痕迹。”
11月25日，由刘晓庆倡导的“中
国乳癌患者术后乳房再造援助中
心”长沙分部正式落户长沙鹏爱
医疗美容。在成立仪式上，58 岁
的刘晓庆不但与湖南粉丝分享了
自己的保养秘密，而且她肯定地
告诉大家：“我没有整容！”

“她真的不像快 60 岁，感觉
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特意从益
阳赶来长沙追看刘晓庆的王惟感
叹。舞台上，58 岁的刘晓庆确

实看起来很像 30 岁左右的轻熟
女，举止优雅，皮肤白皙，身材
保持得很好。由于青春常驻的容
貌，很多人都怀疑刘晓庆是整容了，
对此她大方回应：“大家都说我整
鼻子整眼睛，我要天天弄，脸肯
定会坏掉。”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
青春，刘晓庆透露是因为自己保
养得当：“中国人目前还不太接受
整容，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根
据心愿改变形象。而我看起来年
轻，是因为自己保养得好，我会做
皮肤按摩，也会经常敷面膜。而
且还经常运动，所以人就看起来
年轻。”而对于自己经常发的青春
靓照，刘晓庆透露自己偶尔会用
修图软件将照片处理一下再传到
微博上：“有时会用美图秀秀修一
下，我觉得人明明可以选择美丽的
活着，为什么要选择糟糠呢 ?而
且我只要发照片就有人说不好的，
说开心是假话，艺人也是人，但
做明星真的好辛苦，完全没隐私。”

今年，刘晓庆再次幸福走入
婚姻殿堂。聊到如何保持婚姻幸
福，刘晓庆透露：自己心情好才
会婚姻幸福。“很多夫妻在婚后就
把自己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不
加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把自己工
作生活中的不顺心全部带到家庭
中，时间久了，就是再恩爱的夫
妻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啊！”

否认整容承认会 PS

刘晓庆长沙揭秘保养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