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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婕60岁生日张国立读情书

原来时光才是最好的狗粮

10 月 23 日，网曝周迅、霍
建华、张钧甯、董洁等主演的古
装宫斗大剧《如懿传》基本定档
12 月 20 日，将在东方卫视、江
苏卫视播出。该爆料还称东方
卫视将在 12 月初录制《如懿
传》开播盛典，12 月 19 日播出
盛典，为《如懿传》宣传造势。

对此，媒体记者联系到《如
懿传》出品方新丽传媒以及播
出平台，双方均表示，目前《如
懿传》尚未定档。 新宇

《如懿传》已定档？

“中国媳妇”
秋瓷炫怀孕了

据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
露现年 38 岁的演员秋瓷炫确
定已经怀孕，和丈夫于晓光将
一起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宝宝。

10 月 23 日，于晓光、秋瓷
炫所属经纪公司方面向媒体表
示：“秋瓷炫确认已怀孕 2 个
月，目前身体状态很好。由于目
前是怀孕初期，将进行静养休
息，专心集中胎教。”对于之后
活动安排，公司方面表示此前
在商讨阶段的韩国有线电视台
新剧《花游记》已经决定辞演，

《同床异梦》的出演事宜将与节
目组进行商讨后再做决定。

2015 年 9 月 16 日，秋瓷炫
公开与中国男演员于晓光的恋
情。2017 年 1 月 18 日，秋瓷炫、
于晓光领取结婚证。前段时间，
秋瓷炫与丈夫于晓光共同出演
了韩国综艺节目《同床异梦 2-
你是我的命运》，二人甜蜜自然
的互动在韩国狠狠地圈了一把
粉，而因为人气回升，秋瓷炫更
是时隔八年再次出演韩国电视
剧，而此番怀孕也让她决定辞
演，专心安胎。 本报综合

杨千嬅宣告
明年可能退休

10 月 22 日，杨千嬅以一袭
黄色长裙现身 C AllStar 演唱
会，聊天时间杨千嬅在台上问
C AllStar 打算之后休团到什
么时候，说：“你们不会到我退
休都没回来吧”，C AllStar 反
过头解释杨千嬅应该不会退
休，没想到她语气笃定表示可
能明年就退休。

杨千嬅表示，因为感受到
了人生有不同的阶段要去好好
珍惜，所以打算退休，暗示有意
为了当妈妈而淡出演艺圈，还
自嘲：“希望不是第一次当你们
(C AllStar)的嘉宾就变成最后
一次。”

总是亲力亲为照顾儿子的
杨千嬅，先前就曾被媒体拍到
和老公亲自陪儿子申请学校，
今年 8 月开学，杨千嬅也亲自
接送儿子上、放学，对孩子的教
育可说十分用心。 布鲁

10月22日是邓婕的60岁生
日，张国立为她举办了一个简单
的宴席，还在席上念了非常感人
的情书。情书肉麻得不得了，简
直不像两个60岁的人，没看过视
频的来欣赏情书选段，学习一下
张国立老师的的情情话话技技能能：：

“ 邓 婕
吾妻，适逢
你生辰，我
和 朋 友 们
在此欢聚，

共同见证对你的生日祝福，祝你
生日快乐！你我相识于30余年
前，那时候你已是全国人民心目
中的凤辣子，而我却还是一名默
默无闻的青年演员。你我携手同
行圆梦，坎坷途中，你帮我走出
事业低谷，自己却在辉煌上升中
放弃梦想回归家庭，安心做一名
母亲，用爱精心呵护着我们的孩

子、呵护着我们的
家。你就是我们家
的定海神针，任
风起浪涌，我们
的家依然温馨沉
静。虽今日已到
耳顺之年，但回

顾 人 生 我 羡
慕你，因

为你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要强的
是你，温柔的是你，活泼的是你，
恬静的还是你，岁月在我们身上
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

张国立对妻子用尽了溢美
之词，然而网友第一反应的重点
却是，邓婕居然60岁了？她的“王
熙凤”和“宜妃”好像还是前两年
的事情，当年嗔痴笑骂叱咤贾府
的凤姐儿，转眼都成了拿着保温
杯泡着枸杞的老年人了。

正如张国立说的那样，《红
楼梦》播出之后第二年，邓婕在

《死水微澜》剧组爱上了张国立。
当时的她有凤姐儿这个角色在
身，比张国立知名太多。但就是
这样一个光芒万丈的女明星，和
名不见经传的张国立相爱还结
了婚。为了和张国立在一起，还
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搬到北京租
房子创业，成了“北漂”。

其中的辛苦自不多说，后来
他们就成了知名的夫妻档，从

《宰相刘罗锅》里的乾隆和刘夫

人，到《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的
康熙和宜妃，邓婕参演的每一部
电视剧，几乎都有张国立在。

邓婕的前半生是一位好演
员，后来又是一个好妻子。虽然
惋惜邓婕的隐退，但同时也庆幸
息影之后的邓婕没有像其他女
演员那样害怕看到镜头里日渐
苍老的自己，脸上反而还保留着
年轻时自然的美丽。

邓婕和张国立一起走过了
29年，为他牺牲了自己太多东
西，也难怪都60岁了，张国立还
能为她写肉麻感人的情书。

年初的时候邓婕去张国立
的节目《非凡搭档》当嘉宾，张国
立就说过自己对不住邓婕，邓婕
把所有精力都给了他和家庭，他
因为忙于事业和妻子聚少离多，
几句话就道尽了邓婕的艰辛。

在节目里面张国立说“邓老
师很难哭的”，但邓老师看到自
己和老公一起做琉璃，还是感动
得在黑暗的小剧场里默默落了
泪。他给邓婕做的琉璃题字“恒
爱”，说他们的爱情就像是琉璃
一样，经过这么多道艰难的工
序，才有了剔透迷人的光彩。

蘑菇

相相伴伴过过低低谷谷
他们让人再次相信爱情

近日，影帝梁家辉忙
完工作后，带着妻子江嘉
年、双胞胎女儿N ikk i e、
Chloe一起到海边度假。
自1987年与江嘉年携手
步入婚姻殿堂，梁家辉对
待妻子始终如一。早年，
梁家辉因为得罪片商导
致拿了影帝却无戏可拍，
曾一度摆地摊艰难度日，
江嘉年就是在那时跟他
相识相爱的。结婚时梁家
辉户头只有 8 千多港币。
江嘉年陪伴梁家辉走过
人生的低谷高峰，梁家辉
曾多次公开表示：我太太
是世上最好的女人。如
今，30 年过去，江嘉年颜
值不再，而影帝梁家辉却
不离不弃。其实除了梁家
辉夫妇，娱乐圈还有很多
恩爱夫妻，他们相濡以沫
多年，共同经历高峰低
谷，仍然不忘初心。

周润发爱妻30年

为妻子健康不要小孩

如今62岁的周润发和“发
嫂”陈荟莲30年如一日的爱情，
依旧是圈中甜蜜典范。二人交往
之初，周润发曾因为屡受情伤，
坦言不会再结婚，但之后却又惊
喜求婚。1987年，二人喜结连理，
婚后，陈荟莲担任老公的全职助
理，陪伴发哥度过了多个难关。
早年，发嫂曾怀胎十月，就在夫
妻俩喜气洋洋迎接小天使的到
来时，发嫂却在临盆两周前被医
生告知腹中女儿脐带绕颈，小宝
贝最终不幸夭折。发哥发嫂花了
七年才从悲痛中走出来，而发哥
为了妻子的健康，选择了不要小
孩，相爱相守至今。海誓山盟太
过浮夸，相依相守才更显情真。

张学友低谷期

妻子不离不弃

“歌神”张学友是香港四大
天王里最早结婚的一位。1986
年，张学友与罗美薇相恋。随着
张学友的走红，他开始膨胀，罗
美薇失望之余提出分手，之后张

学友的唱片销量也一落千丈，事
业爱情双双失意的张学友酗酒
度日。1988年，依然深爱张学友
的罗美薇在酒吧找到他，坦露爱
意并深情地说：“我只想听你唱
歌，希望你能一直唱下去，唱给
喜爱的人听。”这番激励，让张学
友重新振作。1996年，两人注册
结婚。如今结婚20多年来，晋升
人父的张学友依旧深爱妻子，包
揽家务，对妻子也是百依百顺。

葛优低潮期开餐馆

妻子却选择牵手

身为最接地气的影帝，葛优
的爱情同样精彩。贺聪本是一位
小学美术老师，1985年两人初识
时，葛优并不出名，偶尔跑龙套，
仅靠餐馆维生。稍显落魄的阶
段，贺聪却选择了牵手。1987年
二人结婚后，葛优的事业也一飞
冲天，贺聪专职当起了丈夫的助
理。结婚之初，二人就选择了成
为丁克家庭，葛优只要没戏拍，
都会在家里陪妻子，洗衣、做饭、
拖地等家务都亲力亲为。三十年
如一日，葛优始终践行最浪漫的
事，把妻子当成手心里的宝。

岳云鹏籍籍无名时结婚

成名后仍宠妻

人气与日俱增的岳云鹏，对
自己的另一半从不遮掩，时不时
秀恩爱。岳云鹏的妻子郑敏是一
名护士，不仅温柔贤惠，模样也
漂亮大方。两人初识时，岳云鹏
并不出名，但妻子的默默相守让
岳云鹏倍感温馨，2011年在郭德
纲的资助下，岳云鹏得以牵手郑
敏步入婚姻的殿堂。2016年5月17
日，岳云鹏难得晒出妻子素颜美
照，诉说他俩相识经历并高调表
白：“就这样我俩在一起六年了，
爱你如初，亲爱的，生日快乐。”
如今这样的一家三口，相守相
依，甜蜜幸福。

刘欢夫妇相识9天就闪婚

妻子为他辞主播工作

刘欢是国内乐坛首屈一指
的大哥，他和妻子卢璐的爱情更
是娱乐圈的典范。卢璐本是湖南
电视台主持人，已颇有名气。最
让人惊讶的是，从1988年初识卢
璐到求婚，刘欢只用了九天！卢
璐为了刘欢也毅然辞去工作，选

择爱相随。性格迥异的两人从相
恋、结婚至今近30年，相敬如宾，
极少吵架。因为刘欢认为，夫妻
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体谅和支持。
据悉刘欢一共给妻子写过六封
情书，妻子都视作珍宝。作为回
报，卢璐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嫁
给刘欢》的作品。正是有了妻子
的贤惠和爱恋，才让刘欢专注歌
唱事业，成就辉煌人生。

黄渤夫妇是彼此初恋

不离不弃 23 年

作为驻唱歌手出身的演技
派演员，黄渤的作品早已深入人
心。黄渤有个幸福的家庭，妻子

“小欧”相当贤惠。二人是彼此的
初恋，黄渤早年驻唱、跑龙套、打
杂赚钱时，小欧始终陪伴左右。
两人相恋13年，直到2007年才结
婚。2011年晋级父亲后，黄渤对
妻子更是呵护备至，妻子也是持
家有道，不愿怎么公开露面。谈
及爱情，黄渤曾认真地说：“有没
有永久的爱情我不知道，我只知
道有永久的感情，到最后就是亲
情，这才是最可靠的情感。平平
淡淡、健健康康就挺好的。”一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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