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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现脱胎换骨变“现男友”的秘密在这里
01她遇上一段绝望的爱恋，

红娘温暖她冰封的心
李现的脱胎换骨有他秘密武器，“我主

良缘”在相亲方面也有他们的厉害招数。

如今，相亲������。如���，相亲������。如���

一个单身女人或男人，�一不小心就会误

入过那些粉红诱惑的��页面。

但我主良缘偏不走�上征婚的路子，

他们走的�十分接地气的“红娘路线”——

�带上要求，也要带上钱；“红娘”带着专

业技巧，还带着系统里几千甚至上万个单

身男女的资料，为�的爱情婚姻进行精准

匹配。

因为涉及到 money，所以小编也得

说清楚——事实上带着钱去相亲的�����

靠谱的，否则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可能�

耍流氓嘛！

说到这里，我们该抖露一下“我主良缘”

的厉害招数了：

“我主良缘”长沙�就有100多个红娘。

面对面和单身�娘或单身小�，一���单身�娘或单身小�，一���

找对象的事儿。

红娘们先听�的情感故事。即便�

再狗血的情感故事，也一定要先吐出来，

别把心结搁在心里难受。接着，红娘会

给�的性格定位，给�建议，为�解症

……

比如有个红娘叫小�，�接�了一个小�，�接�了一个，�接�了一个

32岁的小刘�娘。小刘肤色很好，五官精

致，可穿得很 LOW，土得掉渣。最关键的

�，�冷如冰霜，半天不吭一句话。

后来一打听，原来前几年这�娘与同

城的一个男孩爱得死去活来，那男孩的父

母与女孩的父亲�世交——嗯，还不只�

世交，而�，男孩的亲生爸也�女孩的亲

生爸，没错，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妹！！

这事儿换谁都会崩溃啊。

既然美女如此冰冷，那就先想些法子

先把�焐热。

为此，小���我主良缘的心��小���我主良缘的心����我主良缘的心��

导师做了疏导，带�看了很多温情脉脉

的电影……�过了情感关系密�，�会�过了情感关系密�，�会情感关系密�，�会

如何打破彼此的�全屏障？如何推进彼

此的关系？

再后来，冰化成了水，小刘变得水灵，

天降大运，好姻缘自然来。

用小�的话说，“�美到了那个男小�的话说，“�美到了那个男的话说，“�美到了那个男

人呢！”

文/ 罗珺

九点，练完舍宾回家，家中孩童喊饿，心想这小屁

孩年龄即将7岁，体重却不到20kg，完全有“吃”的资本。

于�，便陪着他来到了“沙县小吃”，叫了一碗炸酱拌面。

小店里还有客人在用餐。一彪形大汉，要了一碗飘

香拌面，同时还叫了一碗馄饨。大口吧啦，好象饿了几天。

没多久，两个靓女走进小店。看上去都眉清目秀，

皮肤白晳，只�腰围不敢恭维，膘横生，水桶腰。两人

非常�敢地点了餐：两碗馄饨，两碗绿豆砂，一笼小笼

包……

两美女埋头直吃，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身结帐

买单走人了。我抬头一看，桌面还有鸡蛋壳呢。原来，�

们每人还吃了一个茶叶蛋。�们俩与彪形大汉不�一路来

却�一�走的。吃得如此神速！吃得如此不动声气！

我突然想�了火烈鸟舍宾健身会所尹蕾的美文分

享，《�的吃相，决定�的层次》。这两女人身材尺码绝

对在教练两倍以上。晚上吃这么多，若�遇上了一位舍

宾教练路过此店，那教练的眼睛岂不�要绿得发紫。

 时钟已指向九点半，孩子不情不愿地吃着拌面。

一会儿说：吃饱了；一会儿又说：吃不下了。我一边喂

着，心急如焚，心想：吃这么一点东西，要这么长的时间，

影响我的写作时间。按照教练指示：今天晚餐�两片全

麦面包，我饿得发慌，尝得口水直流，干脆让我直接三

口并两口吃了得了。

火烈鸟青梅教练的叮嘱，此时在我耳畔想�：舍宾

后一小时不能喝水，两小时不能进食；晚餐后不吃任何

东西，睡觉前保持五小时空腹，还要做三十个仰卧�坐。

早晚要发体重，上午十点加餐，下午三点加餐。该吃

的时候，一定要吃；不该吃的时候，一点也不能吃。两

月前体重52.7kg，今日体重48.3kg，减脂计划三步走，

已�走到第二步，今天可不能前功尽弃，更不能因为吃

这碗拌面，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很坚决地对孩子说：“妈妈在锻炼，老师说晚上

不能吃东西。�生就应该听老师的话，请��解妈妈。”

惜食的孩子很听话，终于把那碗拌面吃完了。对我

说：“妈妈，若�以后我们到店子点单，如�您不吃，

我就要厨师少煮一点，免得浪费，浪费可耻。”

回家已�晚十点，今晚体重48.2kg，明早肯定在

48kg以下，发给教练，以表忠心！ 

美女和美食，我选前者

02两句让人崩溃的话，影响她十年
如�说开导人心这样的“情�培育”，被

“我主良缘”的红娘们看作�必修课。那么，“美

�培�”他们的杀手锏。

早在 1795 年，德国著名作家席勒，就提出

了“美育”的概念，也称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

“我主良缘”的“美�培�”涉及的�围很�。的“美�培�”涉及的�围很�。“美�培�”涉及的�围很�。美�培�”涉及的�围很�。�培�”涉及的�围很�。培�”涉及的�围很�。”涉及的�围很�。

比如，该如何提升审美？该如何进行科�的穿

搭艺术？衣品如何速升呢？形象的色与型如何处

�？如何量身定制穿搭呢？发型与脸型该如何搭

配？……

在“我主良缘”，不仅有红娘，还有造型师、

心�咨询师、形象塑造师等等，360度全方位改

造一个人，重返爱的道路。

总之嘛，相亲绝对不�找个单身异性，约

个会，吃个饭，看个电影，也许还牵手了……只

不过，然后还�没有然后了。

相亲也不�红娘直接像配积木一样，把甲和

乙配在一�那么简单。要想和别人配对好，首

先也要把自己武装好呀。

红娘赵青说，��有一个叫小�的女孩来找说，��有一个叫小�的女孩来找，��有一个叫小�的女孩来找

�。小�29岁了，甚至没有尝过“爱的初体验”。

为什么呢？

因为自卑啊！小�出身农家，长相一般，青

春痘爬得满脸都�。最悲催的�——�听到过

两句“�杀人的心”都有的话。句“�杀人的心”都有的话。都有的话。的话。

在长沙读大�时，小�有一天去食堂吃

饭，偶尔听到班上男生在�论女生，突然有

人�论到�。有一个男生说：“* 小��我见

过的最丑的女人。”又一个男生说 :“�啊！

我就算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找�这样的

女人做女朋友！”

天啦！当时小�一阵眩晕，差点�到在地！�到在地！到在地！

小�说，从此�怕男人，更怕爱情，到后来

甚至恐惧婚姻。�无心收拾自己，每日蓬头垢面，

青葱年华却如同黄脸婆。

但人生路上怎么能少得了爱情呢？

赵青为���了心�咨询，又给�分析了情

感症结，最重要的�为�精心做了形象分析、颜

色诊断，并有的放矢地进行了衣品提升、形美塑

造……没想到，这一番“外修”之后，小�的自

信来了，追求者也来了。哦，不仅一个，同时有

四个男生追求�。

小�很迷茫，为什么原来那么被人�嫌，

如今却这样被人�好呢？赵青说：“谁的青春没

有痘痘呢？谁年轻时没被男生女生吐槽过？关键

�要有破�成�的能�呀。破�成�的能�呀。�成�的能�呀。

��印证了一句话：�若盛开，蝴�自来。

文�今日女�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万 里 挑 一 的 灵 魂，
当然很�趣。

�是，你是不是必
须承认�颜值担当，更
讨人欢喜。

最近，《亲爱的，热
爱的》在朋友圈里�屏
了，男主角李现更是变
成了大家的“现男友”。

嗯， 如 果 我 � 诉
您，李现原来�不是个
什么万人迷，甚至小时
还是个土肥圆。一直到
2014 年毕业那会，李
现 也 仅 仅 是 � 几 分 帅
气，但也不至于荷尔蒙
气息爆棚，更谈不上圈
粉无数。

为 什 么 短 短 几 年，
他 就 逆 袭 得 如 此 完 美
呢？秘密武器就是美商
教育。

一个人�过一种学
习，真的能脱胎换骨吗？
我主良缘用它的大数据
十分肯��回答�能！

我们以“我主良缘”
��站为例，近 10 年
来，他们配成的 10200
多对男女中，八成是�
过“外修”之后，重新
找到了美好姻缘。

扫一扫，
了解活动详情

03吴昕、张靓颖、井柏然从土气
到时尚有什么秘密

娱乐圈美女帅哥比比皆�，随便拉出一个

就美到没朋友。可�这些明星刚出道时，�

�不�觉得他们土得掉渣？

比如吴昕，2006 年参加“闪亮新主播”时，

一身土气，接下来那几年也一直�土的代言

人——黑丝不离腿，而且�常�一头枯黄头

发。然而，突然 2015 年的一天，吴昕主持

ELLE �尚大典颁奖典礼的照片火爆�络，身

穿白色纱质长裙的吴昕，美丽优雅。从此，吴。从此，吴从此，吴

昕好似开了挂一般，化身为衣服架子。

没人否定张靓颖�唱将，可这�娘长相一

直不出众，装扮常被人吐槽，尤其前些年，给

人村�的既视感，还有胖嘟嘟的婴儿肥。2013

年的张靓颖，装扮开始国际化，后来参加《歌

手》，��妥妥的女神�。

井柏然现在可�时尚达人吧？2007年，

他参加《加油，好男儿》荣获冠军时，用小

鲜肉形容都不�很合适，应该叫做小嫩肉，

嫩中还略微带点土。

还记得“闰土”张杰么？这哥们�登上“快

乐大本营”舞台最多的明星，一次比一次耀眼，

一次比一次时尚。咱不得不佩服谢娜的美�

教育�何等的厉害。

作为那些舞台上再土的人，也有机会光芒

四射。因为人家明星们有一个�大的形象塑明星们有一个�大的形象塑有一个�大的形象塑

造团队，能“化腐朽为神奇”啊！

可�，我们不�明星，又没很多钱，那

一辈子就只能土咯？

当然不啊，如�现在有一个机会，�可

以参加美�教育，�习最落地的形象美�，掌

握最实用的情感关系处�技巧，�感兴趣吗？

重要的�，参会的还有一大批追求美、

追求时尚的年轻帅哥靓妹，�有很多机会与

他们交朋友，甚至处对象。

《穿着的艺术》全国公益巡讲长沙�即将

在8月24-25日开班，由魅�他说形象管�

机构主办，“我主良缘”于北京、上海、�州、

深圳等18座重点城市均有专业形象管�团队，

由200多位高级化妆师、香港国际礼仪研究

院礼仪老师以及高级形象管�师组成。

本次公益巡讲围绕五个主题来进行，分

别�：情感关系密�、审美的哲�、形象的

色与型、科�的穿搭艺术、上镜的脸。精准

帮�变美、教�恋爱、助�绽放。

两天，这么多课程，关键�报名费还只

要500 元，�心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