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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电视节目（3月29日 星期六）

●中央台一套
13：33 谢天谢地你来啦
14：28 别再犹豫（23、24）
20：05 星光大道
22：40 开讲啦

●中央台二套
10：52 超级育儿师
18：30 交换空间
19：30 是真的吗

●中央台三套
14：00 星光大道
15：55 艺术人生
18：29 舞蹈世界
19：30 回声嘹亮

●中央台四套
13：43 走出硝烟的男人

（13~16）
18：15 中国文艺
19：15 我是特种兵（23）

●中央台五套
15：00 2014年世界男子冰

壶锦标赛
17：00 2014年花样滑冰锦

标赛男单自由滑

18：35 2014年中国足球超级
联赛第4轮

22：00 2014年世界花样滑冰
锦标赛
●中央台六套

10：19 译制片：少女天使
12：04 故事片：我想和你好

好的
13：54 译制片：珍珠港
19：00 故事片：冠军宝贝之

无价之宝
20：49 故事片：爱情不NG

●中央台七套
9：40 军迷淘天下
13：22 法制编辑部
18：05 乡村大世界

●中央台八套
11：56 芳草碧连天（22、23）
13：49 我的父亲母亲（18~20）
16：59 破晓之爱（28、29）
19：25 亲情保卫战（14~16）

●中央台十套
12：45 百家讲坛
17：30 地理·中国

19：45 自然传奇周末系列
●中央台十一套

9：45 京剧电影：红灯记选
段（闹工潮）

13：51 评剧：桃花庵（筱白玉
霜录音主演）

15：55 京剧：斩郑文（马连良
录音主演）

19：20 京剧：奇双会（史依弘）
●中央台十二套

11：59 热线12
15：28 道德观察
19：24 一线

●中央台少儿频道
12：00 动漫世界
19：00 2014动画大放

●河南台一套
19：30 父母爱情（18~20）

●河南台二套
20：15 我是大赢家
21：48 飞哥大英雄（29）

●洛阳台一套
8：55 零下三十八度（27、28）

14：30 渗透（19~21）
20：20 苍狼（16、17）

●洛阳台二套
8：25 大内低手（16）

19：30 幸福攻略（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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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18：30 专列一号（27~32）

●北京台
9：32 我的儿子是奇葩

（30、31）
14：02 一仆二主（27）
19：35 家宴（21、22）

●上海台
12：36 妈妈的花样年华

（1~4）
19：35 一仆二主（29、30）

●天津台
19：30 父母爱情（18、19）

●辽宁台
19：35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江苏台
19：30 隋唐英雄（四）（17、18）
21：10 非诚勿扰

●浙江台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出嫁
21：30 人生第一次

●安徽台
19：34 剧场：望海的女人

●福建台
13：17 剧场：错点鸳鸯
19：43 娘心计（25、26）

●江西台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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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0 快乐大本营

●广东台
19：35 家宴（21、22）

●广西台
13：00 剧场：倾世皇妃
19：33 剧场：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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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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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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看台

□据《羊城晚报》

河南卫视综艺节目《成语英
雄》卷土重来，新一季于今天起每
周五晚10时播出。26日在北京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成语先生”王
蒙、钱文忠、窦文涛亮相，3个人妙
语连珠爆笑全场。

除了钱文忠，著名作家王蒙
和主持人窦文涛是《成语英雄》的
新成员。其中，王蒙无疑是新一
季的重量级嘉宾。已经80多岁
的他身着花衬衫配红丝巾，精神
矍铄地出场，令人眼前一亮。听
到窦文涛打趣他戴红丝巾“扮嫩”
时，他自嘲道：“我是越老越帅！”
说起此番担任“成语先生”，王蒙
谦虚地表示：“其实我在成语方面
的知识非常有限，这是我参加这
次拍摄之后最大的感慨。比如
说，我原来不知道‘莫突不浅’，再
比如说原来‘喜从天降’这个成语
竟然跟蜘蛛有关。我学到了很多
东西。”

窦文涛则称，王蒙的加盟“端
正了电视录制的不正之风”。原
来，如今依然笔耕不辍的王蒙一直
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良好
生活习惯。为了配合他的作息，
《成语英雄》节目组每天上午9时
开工、下午6时收工，这在动辄就
熬通宵录制节目的电视界来说简
直是“奇迹”。

《成语英雄》新一季今晚开播

这回，王蒙和窦文涛

都来了
什么都有
什么都没有

□王若馨

《盗马记》是一部让人觉得观影
时间“有点长”的电影，虽然布拉格、伦
敦、香港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捧着旅游城市
宣传杂志看将近两个小时，也的确不是件美
好的事。

皮影戏般的动画开头，铺垫了影片的话剧
风格，饱和度极高的画面、夸张的动作表演、偏
文艺肉麻的台词风格，都把这一场布拉格版的

“夺宝奇兵”，活生生地包装成了暧昧蔓延的“十
二生肖”。

香港导演李志毅是美工出身，这也就多少
解释了该片为何会如此讲究色彩。从面子上
看，这是一部打着“喜剧、动作、爱情、悬疑”名
号的爆米花电影。但掀起里子看，《盗马记》啥
都讲了，也啥都没讲。从喜剧的角度说，王祖
蓝和曾志伟才是主角，但从影院里稀稀拉拉的
笑声来看，香港人的笑点和我们确实有差异。
动作戏份，在该片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爱情
是郑伊健在电影中演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展
示的戏码，直到电影结尾，他才莫名其妙地跟
陈慧琳告白，观众们或许会犹如《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中赵又廷听到女主角的告白后，
大声叫出“你神经病啊”。在漫不经心的剧情

节奏中，原谅我们问天问地问自己，“悬
疑”到底在哪里。

李志毅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
部影片没有任何想表达的主题，仅仅是想
完成自己儿时关于探险的一个梦想。是
的，他确实做到了，梁家辉、郑伊健、曾志
伟、廖启智，搭配陈慧琳的阵容，聚在一起
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国家宝藏”的故事，
在看似复杂实则无厘头的角色关系中，差
点儿让人误以为影片的重心是一场警匪三
角恋的重口味故事。

但不得不说，影片中的亮点来自梁家辉上
演的“百变大咖秀”，
从浓妆艳抹的中年
女人到迈着小碎步
的教堂修女，他都演
得游刃有余，影帝果
然是影帝。

《盗马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