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片抢鲜

明天电视节目（3月26日 星期三）

●中央台一套
9：26 一代枭雄（20～22）
13：13 别再犹豫（11～14）
20：05 原乡（21、22）

●中央台二套
17：24 一槌定音
21：20 经济半小时
22：30 环球财经连线

●中央台三套
12：30 向幸福出发
19：30 非常6+1
21：00 综艺喜乐汇

●中央台四套
14：15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29、30）
17：15 远方的家
19：15 我是特种兵（20）

●中央台五套
14：35 2014年世界花样滑冰

锦标赛男单短节目
19：30 2013/2014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总决赛
●中央台六套

11：54 故事片：帝国秘符
13：44 故事片：球国风云
15：20 故事片：夜宴
19：00 故事片：新警察故事
21：13 故事片：警察故事2013
23：18 译制片：黑荆棘

●中央台七套
15：20 人与自然
16：27 军营大舞台
20：00 军事纪实

●中央台八套
11：56 芳草碧连天（16、17）
13：49 我的父亲母亲

（9～11）
16：59 破晓之爱（22、23）
19：25 亲情保卫战（5～7）
22：14 侠盗罗宾汉（10、11）

●中央台十套
12：45 百家讲坛
18：00 健康之路
20：30 走近科学

●中央台十一套
11：14 花木兰传奇（28～30）
13：51 评剧：杜十娘

19：20 京剧：秦英征西
22：10 隋唐英雄（49～51）

●中央台十二套
12：42 普法栏目剧
15：48 夕阳红
20：07 天网

●中央台少儿频道
19：00 动画梦工场
20：00 银河剧场
22：00 干得漂亮（7、8）

●河南台一套
17：20 逍遥游世界（17）
19：30 父母爱情（9～11）

●河南台二套
7：47 牵手人生（10～14）

20：15 飞哥大英雄（20～22）
●洛阳台一套

14：30 渗透（12～14）
20：20 苍狼（10、11）
22：22 纪录中国

●洛阳台二套
8：25 大内低手（7～9）

19：30 幸福攻略（13～15）
22：20 都市360

●洛阳台三套
18：00 宝贝总动员
20：50 河洛碎戏

●洛阳台四套
8：0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36～40）
18：30 专列一号（9～14）

●北京台
14：02 一仆二主（17～19）
19：35 家宴（15、16）
21：09 老有所依（6）

●上海台
12：37 我的儿子是奇葩

（21～25）
19：35 一仆二主（20、21）

●天津台
19：30 父母爱情（9～11）
22：00 爱情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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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22：00 非常了得

●浙江台
19：30 中国蓝剧场
22：00 王牌谍中谍

●安徽台
19：33 望海的女人
22：00 全星全益第二季

●福建台
8：15 神雕侠侣

19：35 娘心计（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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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
22：00 我们约会吧

●广东台
19：35 家宴（15、16）

●广西台
19：33 新上海滩
23：23 模特大赛集锦

●四川台
12：35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19：35 合家欢剧场

●河北台
14：20 新上海滩（42）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7～9）
●黑龙江台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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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动画片《驯龙骑士》周五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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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二货龙”
会得到
你的欢心吗？？

《驯龙骑士》海报

《
驯
龙
骑
士
》
海
报

□据《信息时报》

继《老兵》之后，赵家班再度
尝试转型，都市轻喜剧《男人四十
要出嫁》昨晚在浙江卫视、辽宁卫
视、黑龙江卫视、河北卫视开播。这
一次，宋小宝、沈春阳、丫蛋等进城
谈起复杂的多角恋。

宋小宝饰演的小木匠周六福，人
到中年才与老乡春燕（沈春阳 饰）喜
结连理，不料查出自己罹患乳腺癌。
为了不耽误春燕，周六福隐瞒真相，跟
妻子离婚。离婚后的周六福在病友的

撮合下再婚，但在婚礼现场传来了前
妻遭遇车祸的消息……

因为剧中不乏罹患绝症、遭遇车
祸等经典韩剧桥段，加上是在铁岭取
景拍摄的，所以有网友戏称：“这是如
假包换的‘来自铁岭的你’。”

对此，本山传媒的宣传人员表
示，既然选择拍都市爱情剧，那这些
桥段就避免不了，他们并没有刻意模
仿韩剧。至于为什么试水都市题材
电视剧，该宣传人员称：“这是从企业
壮大的角度考虑的，我们在不放弃

‘乡村爱情’的同时，也要尝试改变。”

《男人四十要出嫁》昨晚开播

宋小宝沈春阳出演“来自铁岭的你”

□据 时光网

由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监制，国际顶
级动画团队倾力打造的3D动画片《驯
龙骑士》，将于28日（周五）登陆全国各
大影院。继多款海报发布后，片方日前
又发布一组“阵营”海报，将片中的正邪
双方势力进行了一次解读。

在《驯龙骑士》“阵
营”海报中，正邪两派成员
全部登场，堪称旗鼓相当。
在“正义派”海报上的男、女主
角旁边，人气颇高的神经质“掉链
子”巫师特别引人关注，那奇怪的头
饰以及夸张的表情完美地诠释了“怪咖”
这个词的含义，他时而灵时而不灵的巫术
在影片的战斗中能否起作用，目前还是未
知数。

《驯龙骑士》的男主角开始只是一个懵
懂少年，为了追寻祖先的脚步和心中的梦
想，他毅然踏上成为真正“驯龙者”的升级
之旅。另一边，心理阴暗、手段毒辣的大反
派“黑暗骑士”，则在暗地里策划一场波及
整个“驯龙世界”的阴谋。他们之间最终
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一场大战，作为一名逐
渐成长起来的“驯龙者”，男主角将得到一
条龙的支持——尽管这是一条“二货龙”。

在影片中人气极高的“二货龙”，实
际上堪称龙族“升级版”，威猛的躯体
配上了霸气无比的高科技装备，喷火
器、滑翔翼一应俱全，简直“武装到牙
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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