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看电视

明天电视节目（3月20日 星期四）

●中央台一套
9：26 一代枭雄（10~12）
13：13 天赐我爱（38~41）
20：05 原乡（13、14）

●中央台二套
12:30 寻宝
16：45 味觉大战
21：20 经济半小时

●中央台三套
12：30 非常6+1
19：30 星光大道
21：25 艺术人生

●中央台四套
10：12 我是特种兵（14）
18：15 中国文艺
19：15 我是特种兵（15）

●中央台五套
8：35 2014年世界女子冰壶

锦标赛循环赛
21：30 体育世界
22：15 冠军欧洲

●中央台六套
9：37 故事片：金刚王 死亡

救赎

11：31 译制片：电子世界争
霸战

18：07 故事片：围剿
19：46 故事片：蓝色大门

●中央台七套
10：18 谁是终极英雄
15：20 人与自然
17：30 军旅人生

●中央台八套
16：59 破晓之爱（10、11）

（泰国）
18：45 家有儿女（二）（69）
19：25 青果巷（21~23）

●中央台十套
8：30 健康之路
18：45 我爱发明
20：30 走近科学

●中央台十一套
13：52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京剧：红娘·逾墙
19：20 京剧：失街亭 空城

计 斩马谡
●中央台十二套

19：24 一线

20：49 普法栏目剧
●中央台少儿频道

12：00 动漫世界
19：00 动画梦工场

●河南台一套
8：00 剧场

13：48 二叔（23~25）
19：30 与狼共舞（25~27）

●河南台二套
20：15 飞哥大英雄（5~7）

●洛阳台一套
14：30 悬崖（36~38）
20：20 苍狼（1）
21：14 上阵父子兵（28）

●洛阳台二套
8：25 李卫当官（二）

（24~26）
19：30 亲情（23~25）

●洛阳台三套
9：35 河洛碎戏

12：32 第二届中老年才艺大
赛

18：00 宝贝总动员
●洛阳台四套

12：30 步步杀机（29~32）
15：54 浮沉（1、2）
18：30 浮沉（3~8）

●北京台
16：33 我的儿子是奇葩（6）
19：35 家晏（3、4）

●上海台
9：02 一仆二主（1~3）

12：37 辣妈正传（31~35）
19：35 一仆二主（4~6）

●天津台
12：35 剧场
19：30 老兵（58~60）

●辽宁台
13：10 剧场：宝乐婶的烦心

事
19：35 剧场：老兵

●江苏台
19：30 老兵（58~60）
22：00 一站到底

●浙江台
19：30 剧场：江南四大才子
22：00 宝贝大猜想

●安徽台
11：45 加油，好baby！
19：33 剧场：望海的女人

●福建台
13：17 剧场：巾帼大将军
19：35 娘心计（7、8）

●江西台

19：33 剧场：家宴
21：20 传奇故事

●山东台
11：50 剧场
19：30 剧场：一仆二主

●湖南台
8：00 灿烂人生（31~35）

19：30 剧场
22:00 百变大咖秀

●广东台
12：00 乐活家庭
19：35 家宴（3、4）

●广西台
9：54 剧场：云上的诱惑

19：33 剧场：新上海滩
●四川台

9：29 剧场：追剿
11：50 剧场：我和我的传奇

奶奶
19：35 剧场：义本同心

●河北台
19：30 小爸爸（23、24）
21：15 明星同乐会

●黑龙江台
14：45 剧场：老兵
19：30 剧场：老兵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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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抢鲜

闫妮挑战“白富美”
张嘉译玩“三角恋”

□本报综合报道

都市惊悚喜剧片《化妆师》定
于3月20日上映，这部影片是香
港著名演员兼导演午马自导自演
的遗作，也是他与老搭档冯淬帆
的“经典再联手”。

《化妆师》的故事发生在当代
都市，巩新亮饰演的尸体化妆师
与朋友们经历了一系列诡异事
件，传递出当代青年男女的价值
观，让人们在胆战心惊过后有一
种不一样的回味。

影片主题暗讽了人不如
“鬼”。冯淬帆透露：“人心有时比
‘鬼’还恐怖，活着的人比死去的
人复杂。”

据悉，《化妆师》由巩新亮、大
左、午马、尚华、王希维、高伟光、
冯淬帆、谢韵虹主演，由浙江绍兴
新锐传媒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和上海广角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

午马自导自演遗作

《化妆师》明天上映

《化妆师》海报 （网络图片）

□据 新华网《扬子晚报》

都市情感生活剧《一仆二主》，
定于3月19日登陆东方、深圳、山
东、陕西四大卫视晚间黄金档以及
北京卫视非黄金档。日前，该剧在
深圳举办的开播发布会，导演刘进、
编剧陈彤以及主演张嘉译、闫妮等
悉数到场，分享了该剧拍摄过程中
不少有趣的故事。

《一仆二主》围绕一个落魄的中
年男人周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
之间的情感故事而展开，片名直接
展示了最核心的三角恋剧情：杨树
（张嘉译 饰）是单身女老板唐红
（闫妮 饰）的私人司机，两人互
有好感，但碍于身份，杨树
一直不愿接受唐红。机
缘巧合下，顾菁菁（江
疏影 饰）出现了，并
因为种种误会错把
杨树当成了钻石
王老五，于是华
丽都市中的情感
三人行就此展
开，一幕幕喜剧
故事上演了。

凭借情景
喜剧《武林外

传》一炮走红的闫妮，表演大胆、自
然，其演技受到业内人士及观众的
肯定。这次在《一仆二主》中，闫妮
首次挑战白金剩女形象，颠覆了以
往观众对剩女的印象。闫妮饰演的
大龄单身女老板唐红，是个不折不
扣的“白富美”——一个人住着600
多平方米的豪宅，开着价值百万元
的豪车，还管理着几百人的大型公
司，却偏偏爱上了张嘉译饰演的司
机杨树，随之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饰演这样一个融合了富有、善良、深
情、浪漫、专一等特质的女强人，要
求闫妮在演技上带给观
众新鲜感，在形
象上也不

能落伍。因此，闫妮在剧中
尝试了一系列相当时尚的精彩
造型，一场场“变装秀”令人目不
暇接，而外表的百变传递出角色的
情感欲望，为角色塑造提供了很大
空间。

与闫妮不同的是，张嘉译在《一
仆二主》中则是首次尝试喜剧表演，
还要经历一场三角恋。他直言：“我
感觉这几年一直处于瓶颈期，所以
急需一个角色挑战自己。”以“大叔”
形象闻名的张嘉译笑称，自己早就
习惯被叫“大叔”了，“我20多岁就
开始演孩子他爸了，这么多年我一
直在演这种比较老的角色，外形上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一仆二
主》海报

都市情感生活剧《一仆二主》今天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