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看电影

□据《现代快报》

由美国梦工场影业出品，黄渤、贾玲领
衔国语配音的动画佳作《天才眼镜狗》日前
发布中文海报和中文预告片。

“眼镜狗”皮博迪的身家秘密终于全面
曝光——别的孩子都爱问：“爸爸去哪儿？”
本片里的儿子舍曼却要思考另一个问题：

“爸爸去哪年？”据了解，这部由《疯狂原始
人》《驯龙高手》原班人马打造的爆笑合家
欢动画片定于3月28日在内地公映。

在《天才眼镜狗》中，现代角色和著名
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是影片的“雷区”
所在——虽然笑点夸张，但每一次穿越
都能找到出处。皮博迪、舍曼和他的好
朋友佩妮曾在埃及的金字塔里邂逅了神
秘的木乃伊，他们还在意大利拜访了老
朋友——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蒙娜丽
莎那抹淡淡的微笑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这也将在片中找到答案。

“笑点夸张”，从3月28日起
在内地公映

《天才眼镜狗》
揭秘“蒙娜丽莎的微笑”

明天电视节目（3月25日 星期二）

●中央台一套
9：26 一代枭雄（17～19）
13：13 别再犹豫（7～10）
16：41 第一动画乐园
20：05 原乡（19、20）

●中央台二套
12：30 博乐先生微逗秀
18：22 超级减肥王
21：56 央视财经评论

●中央台三套
10：30 非常6+1
12：30 开门大吉
19：30 向幸福出发

●中央台四套
10：12 我是特种兵（18）
14：15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27、28）
19：15 我是特种兵（19）

●中央台五套
12：30 2014年国际泳联世界

跳水系列赛男女3米
跳板决赛

14：00 2013年IBHF国际
马术绕桶世界杯赛

19：30 2013/2014赛季中国
排球联赛（第三阶段）
男排冠亚军决赛
●中央台六套

12：30 故事片：大搜查
14：13 译制片：向日葵
19：00 故事片：绑架大明星
20：44 故事片：我爱的是

你爱我
22：35 译制片：特遣部队

●中央台七套
18：05 美丽中国乡村行
20：00 军事纪实

●中央台八套
13：49 我的父亲母亲（6～8）
16：59 破晓之爱（20、21）
19：25 亲情保卫战（2～4）
22：14 侠盗罗宾汉（8、9）

●中央台十套
12：45 百家讲坛
20：30 走近科学

●中央台十一套
19：20 豫剧电影：憨憨公子

扳倒爹

21：54 隋唐英雄（46～48）
●中央台十二套

15：48 夕阳红
20：07 天网

●中央台少儿频道
20：00 银河剧场
22：00 干得漂亮（5、6）

●河南台一套
13：48 二叔（38）
17：20 逍遥游世界（16）
19：30 父母爱情（6～8）
22：00 群众路线大讲谈

●河南台二套
20：15 飞哥大英雄（17～19）

●洛阳台一套
14：30 渗透（9～11）
20：20《牡丹》（4）
21：12 苍狼（8、9）

●洛阳台二套
19：05 风尚洛阳
19：30 幸福攻略（10～12）
22：20 都市360

●洛阳台三套
20：15 法治时空
21：22 步步高升
22：27 观点致胜

●洛阳台四套

12：30 浮沉（27～30）
18：30 专列一号（3～8）

●北京台
14：02 一仆二主（14～16）
19：35 家宴（13、14）
21：17 老有所依（5）

●上海台
12：37 我的儿子是奇葩

（16～20）
19：35 一仆二主（17～19）

●天津台
19：30 父母爱情（6～8）
22：00 我的校友是明星

●辽宁台
18：00 老梁观世界
19：35 北方剧场

●江苏台
19：30 隋唐英雄（四）（5～7）
22：00 芝麻开门

●浙江台
19：30 中国蓝剧场
22：00 十足女神FAN

●安徽台
19：33 望海的女人
22：10 爱的激荡

●福建台
8：15 神雕侠侣

19：38 娘心计（17、18）
●江西台

19：35 剧场：家宴
22：00 金牌调解

●山东台
19：30 一仆二主
22：15 精英剧场

●湖南台
19：30 妻子的秘密（21～23）
22：00 奇舞飞扬

●广东台
19：35 家宴（13、14）
22：05 全球零距离

●广西台
19：33 新上海滩
22：05 人间万象

●四川台
12：35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19：35 剧场：义本同心

●河北台
14：20 新上海滩（39～41）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4～6）
●黑龙江台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22：00 真的假不了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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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腾讯娱乐

长篇历史传奇题材剧《隋唐
英雄4》昨晚登陆江苏卫视幸福
剧场，并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该剧延续了李世民、程咬金、薛
仁贵的隋唐传奇故事，但不同于
前作。本剧浓墨重彩地书写了
隋唐继承者的爱恨情仇。在经
历了建国风云、罗通扫北、薛仁
贵征东之后，隋唐继承者不仅要
经历父辈恩仇，更有虐心乱世儿
女情。

演员除了有“不老童颜”
刘晓庆、“孩子王”张卫健等大
腕坐镇，更有叶祖新、孙耀琦
等一批实力派新人搭档，大有
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虐心
戏和老少组合将成该剧不容

错过的看点。
从刘晓庆亮相隋唐战场以

来，围绕她的话题就从未间断。
齐刘海、果冻唇，华丽多变的造
型、卖萌活泼的表情都让刘晓庆
过足了“青春瘾”，与郑国霖的这
段“忘年恋”更是引领了“老少
恋”的荧屏风潮。

在《隋唐英雄4》中，刘晓庆
延续上一部的角色依旧饰演北
漠公主欧阳飞燕，以“逆生长”
再现北漠公主的不老神话。但
是与前部不同的是，在感情和
乱世中，欧阳飞燕逐渐褪去少
女情怀，增加了对大局的顾全
和对忠义的诠释，刘晓庆在突
破年龄界限的同时，更上演了
一出“乱世忠义佳人”的戏，令
观众期待不已。

《隋唐英雄4》昨晚在江苏卫视再续传奇

诠释不老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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