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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电视节目（3月28日 星期五）

●中央台一套
9：26 一代枭雄（26~28）
13：13 别再犹豫（19~22）
20：05 原乡（25、26）

●中央台二套
14：33 是真的吗
19：54 消费主张
21：20 经济半小时

●中央台三套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幸福账单
21：00 开门大吉

●中央台四套
14：15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33、34）
16：10 百家讲坛
19：15 我是特种兵（22）

●中央台五套
8：30 2013/2014赛季NBA

常规赛
11：00 2014年世界花样滑

冰锦标赛
19：30 2013/2014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总决赛
22：15 2014年WBC洲际

拳王争霸赛
●中央台六套

10：01 故事片：嫁个100分
男人

13：36 译制片：魔法师莉莉：
曼杜兰之旅

15：14 故事片：厨子戏子痞子
19：00 故事片：密林追击
20：45 故事片：血染北沙河

●中央台七套
17：30 军旅人生
20：00 军事纪实

●中央台八套
11：56 芳草碧连天（20、21）
13：49 我的父亲母亲（15~17）
16：59 破晓之爱（26、27）
18：45 家有儿女（二）（77）
19：25 亲情保卫战（11~13）

●中央台十套
12：45 百家讲坛
16：30 真相特别节目
19：45 自然传奇周末系列

●中央台十一套
9：35 京剧电影：智取威虎

山（选场）
13：49 京剧：狸猫换太子（下）
16：19 京剧：沙家浜·朝霞映

在阳澄湖上
16：36 2013寻找七仙女复赛

展播
19：20 一鸣惊人 周赛豫剧
20：29 梨园闯关我挂帅

●中央台十二套
16：08 法律讲堂
19：24 一线
21：39 道德观察

●中央台少儿频道
13：00 2014优秀儿童剧
18：00 动画乐翻天
19：30 大风车

●河南台一套
8：00 与狼共舞（35、36）

19：30 父母爱情（15~17）
●河南台二套

7：47 上门女婿（2~6）
20：15 飞哥大英雄（26~28）

●洛阳台一套
14：30 渗透（18）
20：20 苍狼（14、15）

●洛阳台二套
8：25 大内低手（13~15）

19：30 幸福攻略（19~21）
●洛阳台三套

9：35 河洛碎戏
18：00 宝贝总动员

●洛阳台四套
8：00 我的经济适用男

（6~10）
18：30 专列一号（21~26）

●北京台
14：02 一仆二主（23~26）
19：35 家宴（19、20）
21：09 老有所依（8）

●上海台
12：37 我的儿子是奇葩

（31~35）
19：35 一仆二主（26~28）

●天津台
15：30 苍狼（19、20）
19：30 父母爱情（15~17）

●辽宁台
13：10 剧场：樱桃红
19：35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江苏台
19：30 隋唐英雄（四）（14~16）
22：00 最强大脑

●浙江台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安徽台
19：33 剧场：望海的女人

●福建台
19：35 娘心计（23、24）

●江西台
19：33 剧场：家宴

●山东台
19：30 剧场：一仆二主

●湖南台
19：30 妻子的秘密（30）
20：10 我是歌手

●广东台
15：00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40）
19：35 家宴（19、20）

●广西台
19：33 剧场：枪火

●四川台
19：35 剧场

●河北台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12、13）
●黑龙江台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2014年3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柴婧 校对／李颖 组版／鸽子

文娱·看点
16B

《《我是歌手我是歌手》》设置设置““媒体经纪人媒体经纪人””

周五周五
邓紫棋带来邓紫棋带来
““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爱看电视

□据《新快报》

由张国立监制，叶静、黄小蕾
执导的网络自制剧《蕾女心经》已
正式上线。剧中叶静饰演“娘炮
闺蜜”，黄小蕾则饰演毒舌美女。
首当导演的黄小蕾兴奋地表示，
能找来黄渤、张亮、大张伟、爱戴
等一大帮明星好友来跑龙套让自
己非常满意。

《蕾女心经》是一部爆笑女性
喜剧，以3个女人的感情为主线，
讲述她们与5个男人之间发生的
情感故事。全剧延续了乐视自制
剧让人心跳加速的无缝剪辑风
格，但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句句堪
称“爱情格言”的“蕾女心经”。

黄小蕾表示：“所谓蕾女，无
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行为上，不
是给你惊喜就是给你惊吓，一定
让你过目不忘。”她还表示，“蕾女
心经”原本是几个朋友随意写了
一些心得或段子，发在《蕾女心
经》的公共账号上，写着写着，大
家发现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非常
有意思。

《蕾女心经》已登陆乐视午间
自制剧场以及乐视TV超级电视。

□据《扬子晚报》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
二季突围赛上周五惊喜来袭，
影帝廖凡现身任主持人，茜
拉、张杰、曹格成功突围。在
随后的比赛中，节目组特邀7
家国内强势平面媒体的记者
组成“媒体经纪人”队伍，参与
节目全程录制。据悉，邓紫棋
将于本周五亮出来的，是从香
港带来的“秘密武器”。

硬件和软件相结合，记
者不得不承认4次夺得第一
名的邓紫棋是《我是歌手》第
二季总决赛冠军的有力竞争
人选。而在与“媒体经纪人”
相伴的半决赛录制过程中，
记者也窥见了这位“小天后”
的努力。她的半决赛成绩尚
不能透露，不过，可以提前告
知歌迷的是，在比赛前，邓紫
棋的母亲给她写了一封信，
为她加油。

这封信的发现非常偶然，
在彩排现场，邓紫棋要找自己
的耳机，于是她打开行李箱
东找西找，看到节目组摄像
师及“媒体经纪人”全程跟拍，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你们一
看就知道了，我不知道耳机放

哪里了，因为这是妈妈帮我整
理的箱子。”很快，她找到了耳
机，不过，记者发现箱子的最
上层有一张卡片。“咦，这是
什么？”邓紫棋好奇地打开
了，结果大家都惊呆了，这居
然是她妈妈的亲笔信。

邓紫棋有点儿不好意
思，把信拿出来后躲着大家
看起来，这是妈妈写给她的
加油信，意思大致是让邓紫
棋轻松地上舞台，成绩并不
重要。至于具体内容，节目
组摄像师和记者都想拍一
下，但邓紫棋拒绝了：“不要
了，我好不习惯妈妈这
样。”尽管努力保持着平
静的样子，但是记者能
看出，邓紫棋的内心暖
意翻涌。而这封妈
妈写的信也变成了
力量，被邓紫棋
在随后的比赛
中携带上场，
成为一件“秘
密武器”，让她
唱 得 更 加 精
彩。至于她这
次是第几名，
暂时还不能告
诉大家。

网络自制剧《蕾女心经》已上线

好多台词
都是“爱情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