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海泉结婚都没认就离婚了？
经纪人称消息“无聊”本人继续不回应

◆被曝已结婚妻子容貌秀丽
胡海泉结婚生子的传闻风传多

年，但胡海泉本人一直不愿承认。早在
2004年初，就有媒体拍到胡海泉与女
友在成都逛街的照片，之后便传出两
人已秘密结婚的消息。后来胡海泉接
受采访时承认女友确有其人，但表示
“确实还没结婚”。直到 2014年 7月，

某工作室拍到胡海泉一家四口出游，
胡海泉结婚的消息才算从侧面正式确
认。而从拍到的照片看，胡海泉的妻子
看起来三十多岁，容貌秀丽，皮肤白
皙，身材高挑。

◆美满婚姻终究不能敌过时间
2009年，胡海泉在接受重庆媒体采

访时，承认和重庆女友相恋了六七年，也

已经“回”重庆了很多次。“她是一个甘于
在我背后默默无闻的女人，更有着重庆
女孩那种有什么说什么的直率，爱情真
是没道理的，我是跟随我的心走到重庆
的。”如此感性美满的婚姻，却终究敌不
过时光的侵蚀。在重庆市渝中区民政局，
两人全程没有争吵，很平静地办完了手
续，整个过程不过十几分钟。

◆两人协议离婚
从知情人士得到的消息看，两个人

是协议离婚，对财产分割没有异议，胡海
泉将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前妻和孩子。胡
海泉有两个子女,财产方面，胡海泉将重
庆市渝中区一套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留给了前妻，北京的几套房产自己留了
一套，其余的留给了儿女,另外约500
万元的现金资产两人平均分配。昨天记
者就此采访胡海泉的经纪人，对方听完
记者的问题后，只说了一句：“这个传言
很无聊。”就挂断了电话。

庾澄庆回归“好声音”
要和周董抢学员

在公布了周杰伦担任导师的消息
后，《中国好声音》又将迎来好久不见的
老朋友———音乐顽童哈林庾澄庆。在因
为演唱会档期而缺席第三季《中国好声
音》后，时隔一年，哈林将重回红色转椅，
担任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将他
崇尚快乐的音乐旋风带回“好声音”的舞
台，而音乐顽童哈林和音乐才子周董首
次合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也将成
新一季《中国好声音》的一大看点。
去年，他的缺席令人惋惜。谈及当时

的决定，哈林表示由于收到节目组邀请
的时间比较晚，当时已经定下了7月底
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

从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开
播，到2013年创下收视奇迹的第二季
《中国好声音》，在两年的“好声音”征程
中，哈林用他不拘一格的独特眼光和有
教无类的音乐态度，挖掘出了吴莫愁、金
润吉等打动人心的“好声音”。

不久前，《中国好声音》确认周杰伦
加盟。听说这位“才子”兼老乡要来“好声
音”当导师后，哈林笑言：“虽然我跟杰伦
是老乡，但问题是在‘好声音’里面结盟
好像没什么意义，因为大家都想要争取
好的、有特色的学员。”

第四季《中国好声音》预计 6月开
始录像。

张雨绮的沦陷不值得赞赏
张雨绮被爆出轨! 一反常态地!网

上一片叫好之声" 无他!盖因王全安此

前嫖娼被抓!不少网民认为这是一种以

牙还牙式的报复" 这真是让人无语"

王全安嫖娼和张雨绮出轨构不构

成因果关系# 就是说!如果王全安没有

嫖娼这回事! 张雨绮就一定不会出轨

吗# 即便是张雨绮本人!对这个问题恐

怕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人生无常!

谁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些什么呢#

王全安还在大牢里!但他还是张雨

绮名正言顺的老公" 说到这个身份!让

我们想起了张雨绮力挺王全安拍$白鹿

原% 时那一声肉麻的呼唤&&&'我知你

已尽力!我的夫" (拍)白鹿原%的那个王

全安!是你的夫*因嫖娼身陷囹圄的那

个王全安!千真万确!还是你的夫+和你

双宿双飞滑雪开房的! 很不好意思地

说!目前只能叫奸夫,

这样说很容易被批评为男性视角-

男权主义, 但事实上!在下既不赞成对

张雨绮叫好点赞!也不赞成对她口诛笔

伐, 她的处境客观上令人同情, 老公嫖

娼!她是愤怒的 *独守空房 !她是寂寞

的*舆论嘲讽!她是郁闷的,这也许是她

人生中最困顿的时期!她的沦陷不值得

赞赏!但是是可理解的失防,

英伦作家阿兰.德波顿在 )如何思

考男人和女人%中写道/'与其要求那个

背叛者对自己说对不起!不如被背叛者

先说对不起000为自己的乏味道歉!为

自己把忠诚的标杆高高地悬挂在没必

要的高度而迫使对方撒谎而道歉,我们

太容易相信偷情的一方做了所有的错

事,夫妻间不应该为对方偶尔的不忠相

互指责!相反!他们应该为双方大体上

能够忠于这段婚姻而感到自豪, (王全

安嫖娼在前!张雨绮出轨在后!在偷情

这码事上!夫妻俩打了个平手!这也是

网民叫好的依据,德波顿这一说辞尽管

有诡辩的意味!但是!在这一个案中!它

为这一对偷情夫妻破镜重圆的可能性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然而!考虑到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功利

成分!张雨绮估计是甩定了王全安, 外形

比不上新欢不说! 从目前有关部门对吸

毒-嫖娼明星的惩戒力度来看!王全安出

来后也将处境艰难, 也许!王全安现在就

可以学一句广东话以备自嘲0001人又

老-钱又冇-老婆又走佐路(!然后再接上

刀郎的歌词2这就是冲动的惩罚(,林如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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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孤》今日温情袭来
颠覆形象、胡子拉碴的刘德华
深入5省市15地乡村山区拍摄

本报讯 20多年前，《天若有情之追梦人》中骑摩托车
的刘德华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现在，再次骑上摩托车
的刘德华却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疲惫不堪，一副“犀利哥”
的扮相。18日晚上，由刘德华和井柏然主演的温情暖心电
影《失孤》在武进万达影城举行超前看片会，100多位幸运
观众提前欣赏了这部温情大片，不少观众看到动情处不禁
热泪盈眶，刘德华颠覆形象、突破演技的演出也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作为金牌编剧彭三源的导演处女作，《失孤》由华谊兄
弟、源合圣影视及映艺娱乐联合出品，讲述刘德华饰演的雷
泽宽为了寻找被拐卖的儿子雷达，骑行15年寻子千里，历
经艰辛，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城市和乡镇，
都在地图上用红点标记出来，构成一幅充满浓厚父爱的“寻
子地图”。

在拍摄过程中，为真实呈现雷泽宽的寻子路，《失孤》剧
组转战福建、江西、湖北、重庆和四川等5省市15地，深入
乡村山区进行拍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也
贯穿影片始终。

为了演好这个颠覆形象的角色，刘德华用心揣摩细节：
被摩托车安全帽压得不成型的头发、旧衣物的款式磨白、和
不同人讲话的口吻、骑车和走路的姿势、写字的笔迹、将重
要的背包护在怀里的下意识举动……可以说，在《桃姐》之
后，刘德华再一次找到演技的突破口。

除了刘德华、井柏然两位主演，梁家辉、吴君如都以零
片酬特别客串，其中梁家辉饰演一位不失威严和温柔的交
警，吴君如更是放下美女的架子，扮演一位人贩子。此外，孙
海英也在片中客串。

该片将于今天正式上映。 （叶锦晶 陈荣春）

“京城笛王”戴亚
今日来常讲座

本报讯 今天19时30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笛
子演奏家戴亚将来到常州，在位于武进湖塘吾悦广场的水
乡民族音乐中心开设讲座，分享学习心得，讲解演奏技巧。

笛子是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也是汉族乐器中最具
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在当代民族乐队中，笛
子作为民族吹管乐的代表，被称作“民乐之王”。

为弘扬、传承这一古老技艺，为常州笛子爱好者提供更
多交流、学习的机会，水乡民族音乐中心特邀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著名笛子演奏家戴亚来常，现场表演经典曲目《秦川
情》、《姑苏行》等，讲解演奏技巧，分享教学经验，并与现场
听众互动问答。

作为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戴亚现为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民乐系管乐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他的笛艺技术
全面，刚柔并蓄，北方的豪放与南派的秀丽在他身上得到完
美统一，其音乐极富感染力，有“京城笛王”美誉，是全国唯
一的“民乐大赛”笛子三连冠，在国内外获得极高声誉。

此外，戴亚秉承导师赵松庭先生生前遗志，与作曲家们
密切合作，经过近20年研究和实践，完成新课题《八孔
笛———新改良竹笛应用教程》一书，使八孔笛的训练和演奏
成为完整的规范体系，为笛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文新）

被拍到与神秘男在一起的照片

张雨绮出轨竟引网友点赞？！

当王全安还因嫖娼蹲在牢房里不
知何时才能出狱的时候，他的妻子张雨
绮因一起出轨新闻登上了头条。

日前，张雨绮被拍到远赴长春与神
秘男幽会，两人手挽手高调逛街，连续
三天共度良宵。虽然有图有真相，但张
雨绮仍回应称，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网友对张雨绮的出轨事件表现出
超乎寻常的宽容，不但不去较真两人究
竟是不是普通朋友关系，也不在乎她在
丈夫入狱时说过的“共同承担”，反而赞
扬张雨绮“大仇得报”。不过也有网友认
为有外遇就是不对，何况新欢疑似已
婚，张雨绮应该检讨自己的行为。

事发地点/东北

张雨绮远赴长春，开启甜
蜜之旅

在爱情上，张雨绮扮演的多是主动
的角色，这次也不例外。她从北京飞到
长春会情郎，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甜蜜之
旅。她还住进了男方的家里，并挽着男
方的手高调逛大街，他们来到当地的一
条小食街，鸡汤豆腐、牛杂、冰糖葫芦都
成为了盘中餐，还上演了恩爱的相互喂
食戏码。

美食之旅结束后，他们来到度假村
滑雪。两人穿上齐全的滑雪装备，神秘
男成了张雨绮的滑雪导师，每次张雨绮
摔倒在地，神秘男总会第一时间跟上
来，对她关怀备至，俨然热恋中的情侣。

出轨人物/神秘男

相貌酷似旧爱汪小菲，疑
为已婚高管

在媒体曝光的照片中，这名神秘男
子戴着一副黑超，身高高出张雨绮一个
头。网友大呼，神秘男子长相酷似张雨
绮的旧爱汪小菲，“长得比王全安帅多
了。”只要张雨绮出轨的对象比王全安
长得帅，在网友看来，就是逆袭成功。

随后，有网友爆料，该神秘男疑似
哈尔滨某健身俱乐部的高管吴某，该俱
乐部的注册资金达3020万。该男子的
座驾路虎汽车，就被指证隶属该俱乐
部。再加上该名男子教张雨绮滑雪时的
专业模样，更证实了该男子与俱乐部的
关系。此外，这名男子还被爆是已婚人
士。

但另据知情人士称，该神秘男并非
俱乐部已婚高管，而是家境殷实的80
后桂某。知情人透露，桂某从小成绩优
异，2003年考入香港大学，随后入职世
界知名金融公司，颇有精英范儿。

传张雨绮早已
与王全安分居

张雨绮出轨事件的曝光者卓伟，昨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再度爆料，早
在2014年，张雨绮已经与王全安分居，
并已经提出了离婚。

若真如卓伟所说，那么王全安在
2014年9月嫖娼被抓时，两人已经感
情破裂，处于分居的状态长达半年。那
么，张雨绮发布的“两人共同承担”，难
道是想将自己打造成受害者的角色，为
形象加分？对于张雨绮的性格，卓伟说：
“她为人直爽，但承认需要勇气。”

吉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