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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渝民：一顆安定的心
錯誤的時間遇見了對的人，結局除了悲催也沒別的好說。想
當年大 S 那麽想嫁給周渝民的時候，他說不想結婚，現如今大 S 都
懷了二胎，他反而安定下來想結婚了。
周渝民宣布結婚了。網上不少人在狂喊著虐狗還放大招，也
有不少愛了周渝民很多年的姑娘表示心碎，畢竟看著男神一個個
都結婚了，光棍節又馬上就到了，想買買買奈何錢包太瘦，這麽多
心酸碰在一起，想不心碎都難啊。

還記得第一次看到周渝民是在 2001 年那
部經典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裏。當時的男人
們長相還算有些陽剛之氣，所以就算都留著中
長發看著也不算怪異。
當時的 F4 裏，周渝民的造型算是最精致的
了，一出場那憂郁的小眼神就秒殺了萬千少
女。當時不少人爲
“花澤類&杉菜”站隊，都認爲
這倆才是最般配的。
1981 年出生的周渝民，19 歲就被柴智屏看
中隨後出道，學業自然是荒廢了，但是事業、愛
情倒是沒落下。出名前的就不再贅述，和許玮
倫那段情…畢竟斯人已逝。
2005 年，大 S 和周渝民戀情曝光，有人說
兩人是因《戰神》走到了一起，但也有人說其實
早在拍攝《流星花園》期間，周渝民就喜歡上了
大 S，只是當時周渝民並沒有信心，也不敢面對
女大男小的事實，一直隱忍著這份心意。
兩人姐弟的身份，因爲一次交通意外升華
爲姐弟戀，兩人隨後高調承認了戀情，接受衆
人的祝福。就連大 S 的媽媽也多次表示對周渝
民很滿意。
接下來兩年半的時間裏，外界都以爲
“花

澤類”和
“杉菜”終于幹掉
“道明寺”
，成功厮守
在一起了。前一秒，周渝民赴內地宣傳專輯接
受采訪時，被問大 S 問題還平靜應對，下一秒
大 S 便宣布稱兩人已經分手。
隨後大 S 和周渝民都表示，分手是真的，
但是感情卻升華了，他們已經成功跨越戀人關
系，成爲家人，但並不是夫妻，就是家人，還說
這關系是一輩子的。
有人盤點了二人分手的原因，有說周渝民
劈腿的，也有說大 S 逼婚不成，最後分手的。關
于這些說法，兩人積極否認的只有一個，那就
是劈腿傳聞。當時有人傳周渝民在與陳妍希拍
攝偶像劇時移情別戀，愛上了這位長得像大 S，
但年齡小很多的姑娘。對此，大 S 和 S 媽都趕緊
出來澄清說沒有的事，仔仔很好，很幹淨，不會
做這樣的事。大 S 還激動的表示，如果蓄意汙
蔑，她就翻臉。其實小編認爲，這個時候只要問
一句：
“她哪裏長得像大 S 了？”就夠了…
哦對，同年還傳出過周渝民愛上了李冰
冰，關于這個話題啊，呵呵，有腦子的人都知
道，當年不是爲了宣傳《蝴蝶飛》
，誰會把這兩
個畫風完全不一樣的人聯系到一起啊…

2012 年周渝民 31 歲生日時，有媒體曝出台
灣演員喻虹淵在周渝民家爲其慶生，由于當天
是慶生，又沒有直接證據，很多人都只是猜測
兩人的關系，直到同年 12 月 31 日，喻虹淵被拍
到在周渝民家陽台，被周渝民摟在懷裏，還玩
兒起了親親，兩人戀情才算正式曝光。
曝光後，就有人去深扒了一下這兩位的戀
情，有人指二人是因 2008 年拍攝《痞子英雄》結
緣。其實再仔細點看的話，你會發現，喻虹淵的
首部電視劇《這裏發現愛》
，就是周渝民與陳妍
希傳出绯聞的那一部。
其實喻虹淵這個妹子還是挺低調的，2004
年就出演了五月天《聽不到》MV，4 年後就跟周
渝民、朱孝天等人合作了《這裏發現愛》
，後來
陸陸續續拍了一些電視劇，大多數都是台灣偶
像劇一類的。電影倒是拍了兩部，最有名的應
該就是和趙又廷、阮經天拍的《艋胛》
，雖然到
現在小編都認爲這部戲女生都是炮灰…
2012 年戀情曝光後，就很少再看到喻虹淵
有什麽作品出現。可能這也是爲什麽周渝民最
終選擇了這個姑娘在一起的原因吧，畢竟大 S
對于周渝民來說，年齡、資曆、輩分，沒有一樣

不給周渝民帶來壓力，他也就在顔值上能找點
平衡。
其實在周渝民宣布結婚的時候，有不少人
還在爲大 S 叫屈，說當年大 S 想結婚的時候，周
渝民還年輕，心還沒定，現在周渝民結婚了，大
S 卻沒等到。矯情點說，命運就是如此安排，可
能他們是在錯誤的時間遇見了對的人。
有些人可能注定就是做最好的朋友，類似
家人那種，過程中誤以爲可以在一起，結果繞
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家人的位置，有些人可能就
只能做一段時間的兄弟，之前一起風光的時
候、快樂的時候，隨著不同的發展，有了不同的
意見，分道揚镳則是遲早的事情。
當年 F4 在亞洲引起的影響絕對不容小觑，
但後來各自單飛，周渝民閉口不談 F4 一直到現
在。雖然他宣布結婚，其他老成員送去了祝福，
但到了現在，周渝民還不願回答關于當年 F4 的
任何問題。
作爲 F4 顔值僅存的一名成員，不管他過去
碰到過什麽、做過什麽，現在他要成家了，要說
的就還是祝福吧，珍惜眼前人！

除了當監制還想做剪輯 但不代表我要退居
幕後
記者：您當時看到《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這個題目的時
候，是什麽感覺？
周迅：深情和成長。你可以陪一個人度過漫長歲月，那個是
什麽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的，但是你陪在他身邊就是一種溫暖
和愛。
記者：是不是它的一種文藝氣息打動到你了？
周迅：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文藝氣息或者是商業氣息的問
題，而是它本身的故事。跟我們小時候的成長（有共鳴）
，就是比
如說你出國讀書的或者是你離開父母去讀書的，大家都會有一
個共鳴。我小時候也是離開家鄉去外地讀書，也得到父母很多
的支持。我在這一路上有很多同學有很多朋友，一直到今天也
會有小時候的朋友一直互相陪伴在一起，可能不會老見面，但
是當你見面的時候，那個時間好像是往下延續的，它中間是沒
有斷過的。
記者：那它為什麽會吸引你去做監制而沒有飾演其中的某
一個角色？
周迅：因爲本來就是叫我做監制啊。
（笑）
記者：這次從演員跨界做監制，可能很多影迷會很感興趣
說，監制在電影裏到底是擔任什麽樣的工作，具體是做什麽工
作的呢？
周迅：監制應該是很複雜的，應該是總控吧。但是我這一次
是比較屬于實習監制，因爲我沒有經驗和時間去在這一次做一
個完整的監制。因爲我有很多的前輩還有同行，他們就把監制
這個工作分散開來。我主要負責的就是閱讀劇本、節奏，哪個地
方可能怎麽樣怎麽樣，就是我的一個感覺，還有大概是誰可以
來演。
記者：因為這一次沒有做完整的監制工作，有沒有想下一
次自己去全部操盤？
周迅：看緣分吧。
記者：有人說周迅現在要淡出演員工作，開始轉做幕後了，
那您對這樣的聲音有什麽回應？
周迅：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標題黨吧。因爲那天在現場我的
回答和記者提的問題跟後來出來的文章的標題是不太符合的。
我從來也沒說我會放棄我做演員的熱情，我以後還會再演。當
真就是突然在這個時間段就出現了這麽一個機緣，那我也願意
去試一試。我這次當了不代表我下次一定還當（笑）
。
記者：這次做監制是幕後工作者。一部電影有很多幕後的
工種，別的幕後工種還有哪些會吸引到你？比如導演啊剪輯啊？
周迅：剪輯吧。
記者：為什麽？
周迅：就是感覺。
記者：所以你是技術控嗎？
周迅：不是，我完全是電腦白癡。

周迅

對中國電影
對中國電影
要寬容一點
周迅剪了短發，讓原本嬌小的她看上去就像一個俏皮帥氣的美少年，但舉手投足間成
熟幹練的韻致又無處不在。她坐在我對面，只是這次不是演員周迅，而是監制周迅。在電影
《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
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
》中，周迅首次擔任監制工作，囿于自身的經驗和時間，她稱自己
只是“實習
實習”
”
。但對于這次試水，坊間熱傳周迅要淡出銀幕更多地去做幕後了，對此，一向隨
性的她，辟謠道“我從來也沒說我會放棄我做演員的熱情，我以後還會再演。”而除了監制，
還有一個幕後工種吸引這個自稱為
“電腦白癡
電腦白癡”
”的女演員：剪輯。

穩定的一個東西的時候，都會有一些波動、變化、一些節奏。而
且我作爲中國電影的一份子，我也是希望它越來越好。
記者：因為總體來看，很多人批評現在中國的電影市場非
常商業化，很多的藝術電影可能現在都已經被認為是雞肋了。
周迅：是嗎？有人去看啊，據我了解還是有人看的。
記者：對，但是很小衆，大部分還是看爆米花電影，影院排
片也很可憐。
周迅：對，但是因爲大家對看電影的需求不一樣，有一些觀
衆就是愛看爆米花電影，有一些觀衆就是愛看藝術電影，所以
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而且我覺得不能把商業電影或者是藝術
電影的票房去作爲一個目前中國電影（的衡量標准）
，就是說你
的電影票房好就一定代表你的電影很好。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標准。因爲在同一個平台，你去做比較的話，是不公平的。所以
我覺得大家應該對中國電影寬容一點，幫助一點。
記者：那這個狀況對您個人的衝擊，比如會不會很少再有
機會接到那種讓您覺得很過癮的角色？
周迅：肯定會越來越多。
對中國電影要寬容 電影好壞並不能用票房
記者：但大部分好像您之前，比如說《我的早更女友》或者
衡量
《撒嬌女人》
，這樣的角色您目前好像更偏重一些小妞角色的類
型電影？
記者：您早期拍過很多文藝片《蘇州河》
《十七歲的單車》
周迅：其實我沒想那麽多，我只是在那個階段收到了這樣
《那時花開》
《巴爾紮克與小裁縫》等等，見證國產藝術電影的黃
的劇本，我覺得挺好的。因爲《早更》是在說女人更年期的一個
金時代，現在您自己又接觸電影監制的工作，對比之下，你怎麽
事情，也是在說社會壓力的問題，也是在說人和人互相幫助的
看待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和現狀
一個事情。每一個人都會經曆自己人生的一些階段，那作爲旁
周迅：我覺得現在電影市場很好，但每一次形成一個比較
邊的人應該怎麽去照顧他或者是包容他。
《撒嬌女人最好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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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這是兩性之間的問題，有好多朋友真的是因爲撒嬌這個問
題而苦惱的。男人到底是不是喜歡撒嬌的女人？女人到底應不
應撒嬌？這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要不然怎麽會有那麽多的工
具書。我覺得那個是說兩性相處的一個方式，就是你找到可以
跟你適合相處的，跟撒不撒嬌是沒有關系的。

名利是把雙刃劍 我的原則是保持簡單對人
誠懇
記者：平時會想演什麽樣的角色還沒有演到，或者你個人
想演什麽樣的角色？
周迅：其實你要是我的影迷的話，你應該知道我一直是順
其自然的。所以我就看天給我什麽喽，我就幹什麽喽。
記者：還有一個就是，你現在在演藝圈這麽久這麽多年，有
沒有自己一直以來堅守的一些原則？
周迅：我覺得對名對利，因爲它是雙刃劍，所以你應該知道
怎麽去更好地使用它。原則，我覺得是保持簡單，對人誠懇，對
任何事情誠懇。
記者：您作為大滿貫影後，公衆眼中的實力派女演員，您會
跟這些剛剛出道的藝人或者演員，讓他們在娛樂圈，比如說生
存法則，有什麽樣的建議呢？
周迅：我覺得誠信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就是因爲每個演員
都會碰到不一樣的機遇、不一樣的人，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誠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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