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看电视

明天电视节目（3月27日 星期四）

●中央台一套
13：13 别再犹豫（15~18）
20：05 原乡（23、24）

●中央台二套
14：33 购时尚
16：21 2014真爱我做主
17：20 一槌定音

●中央台三套
12：30 非常6+1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星光大道

●中央台四套
10：12 我是特种兵（20）
14：15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31、32）
16：10 百家讲坛
19：15 我是特种兵（21）

●中央台五套
11：00 2014年世界花样滑

冰锦标赛
13：30 2013/2014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总决赛第四场

22：15 2014年世界花样滑冰

锦标赛 双人自由滑
●中央台六套

9：43 故事片：春娇与志明
11：49 故事片：极速天使
13：52 译制片：1941之春
15：44 故事片：刺客
19：00 故事片：杨思禄冀东

抗战
20：47 故事片：快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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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 芳草碧连天（18、19）
13：49 我的父亲母亲（12~14）
16：59 破晓之爱（24、25）
18：45 家有儿女（二）（76）
19：25 亲情保卫战（8~10）

●中央台十套
17：30 地理·中国
18：45 我爱发明
20：30 走近科学

●中央台十一套

9：34 彩调电影：刘三姐
13：57 京剧：狸猫换太子

（上）
19：20 鼓曲话京剧之西厢记；

评剧：临江驿
●中央台十二套

15：28 道德观察
16：38 热线12
19：24 一线

●中央台少儿频道
13：00 2014优秀儿童剧
18：30 智慧树
19：30 大风车

●河南台一套
8：00 与狼共舞（31~34）

19：30 父母爱情（12~14）
●河南台二套

7：47 牵手人生（15~18）
上门女婿（1）

20：15 飞哥大英雄（23~25）
●洛阳台一套

14：30 渗透（15~17）
20：20 苍狼（12、13）

●洛阳台二套
8：25 大内低手（10~12）

19：30 幸福攻略（16~18）
●洛阳台三套

12：32 第二届中老年才艺
大赛

18：00 宝贝总动员
●洛阳台四套

18：30 专列一号（15~20）
●北京台

14：02 一仆二主（20~22）
19：35 家宴（17、18）
21：09 老有所依（7）

●上海台
12：37 我的儿子是奇葩

（26~30）
19：35 一仆二主（23~25）

●天津台
15：30 苍狼（14、15）
19：30 父母爱情（12~14）

●辽宁台
13：10 剧场：温柔的背后
19：35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江苏台
19：30 隋唐英雄（四）（11~13）

●浙江台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22：00 宝贝大猜想

●安徽台
19：33 剧场：望海的女人

●福建台

13：17 剧场：错点鸳鸯
19：35 娘心计（21、22）

●江西台
19：33 剧场：家宴

●山东台
12：50 剧场：咱们结婚吧
19：30 剧场：一仆二主

●湖南台
19：30 妻子的秘密（27~29）
22：00 百变大咖秀

●广东台
15：00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37~39）
19：35 家宴（17、18）

●广西台
13：00 剧场：神枪
19：33 剧场：新上海滩

●四川台
12：35 剧场：我和我的传奇

奶奶
19：35 剧场

●河北台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10、11）
●黑龙江台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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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抢鲜

□据《新快报》

电视剧《望海的女人》正
在安徽卫视热播，与中国老电
影《寡妇村》一样，该剧也是以
发生在福建东山岛寡妇村的
故事为原型，讲述了1949年
仲夏发生在“离岛”上的故
事。豪爽女演员吕夏大胆颠
覆以往直率、泼辣的荧屏形
象，首度出演命运多舛的苦情
女。据悉，吕夏这次哭戏很
多，她拍自己的戏时要哭，与
别的演员搭戏时为了激发对
手的真实情绪也要哭，经常从
早上哭到晚上，一天下来眼睛
都是红肿的。

继《老妈的三国时代》《大
丈夫》《我的儿子是奇葩》后，
安徽卫视黄金剧场再度推出

“女人戏”《望海的女人》。24
年前，一部《婉君》，万人空
巷。如今，素有“华人第一催
泪女导演”之称的汪雅群执导
《望海的女人》，再次走虐心路
线——女主人公淑萍及岛上
的女人们在等待与盼望、希望
与失望、诱惑与坚守、奇迹与
疯狂中度过半生，她们对爱情
的执着、对善良的坚守都成了
催泪点。时代造就苦情戏，
《望海的女人》要将苦情和励
志进行到底。

《望海的女人》
正在安徽卫视热播

寡妇村再现荧屏

洛阳奥斯卡
新都汇影城

特
约

团购热线：15136370108
洛阳新都汇购物广场４层

《美国队长2》来华宣传
将于4月4日登陆国内院线

“黑寡妇”承认不敌
美国队长

□据《羊城晚报》

将于4月4日与美国同步上映的漫
画电影《美国队长2》剧组24日抵达北
京，进行该片在亚洲唯一一站宣传活
动。“美国队长”的扮演者克里斯·埃文
斯、“黑寡妇”的扮演者斯嘉丽·约翰逊和
神盾局局长的扮演者塞缪尔·杰克逊以
及导演罗素兄弟亮相媒体专访会和首映
式。导演罗素兄弟透露，电影最后有两
个彩蛋，中国版本将完整保留，这两个彩
蛋直接关系到《复仇者联盟2》。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埃文斯和斯嘉
丽这一对合作多年的老友显得非常放

松、亲密，斯嘉丽全程嚼着口香糖，埃文
斯更是在接受采访前哼唱小调。这是二
人的第四次合作，已有身孕的斯嘉丽表
示他们很有默契，“我们还像十年前一
样，非常真诚”。而相比于之前的合作，
二人坦言这次更有挑战性，埃文斯表
示，“美国队长”与“黑寡妇”的关系非
常微妙，他们既要合作又要彼此提
防，这种人物关系让他觉得很有
趣，“到底是互相信任还是互相猜
忌，有很大空间去呈现”。而斯嘉
丽对二人在影片中的关系则有着
不同的理解：“他们为同一个人工
作，只听命于一个人，在所有危机中
必须互相帮助，才能解决问题。”

斯嘉丽透露，《美国队长2》将更多
着眼于“黑寡妇”的个人成长道路，但她

“和‘美国队长’没有任何感情发展”。
在拍摄《美国队长2》时，演员们都

受到了严格的体能训练。在被问及“黑
寡妇”和“美国队长”对打谁会赢时，斯
嘉丽说：“应该是队长，他在力量和速度
上都胜于我，不过我的柔韧性比较好。”

塞缪尔·杰克逊、斯嘉丽·
约翰逊、克里斯·埃文斯（从左
起）默契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