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看电视

明天电视节目（4月4日 星期五）

●中央台一套
9：26 一代枭雄（41~43）
13：13 别再犹豫（39、40）
14：52 走出迷茫（1、2）
20：05 大河儿女（5、6）

●中央台二套
12：30 开讲啦
14：33 是真的吗
18：22 购时尚
19：54 消费主张

●中央台三套
12：30 综艺盛典
18：00 综艺喜乐汇
21：00 开门大吉

●中央台四套
10：12 我是特种兵（23）
14：15 我和老妈一起嫁

（4、5）
19：15 我是特种兵（22）

●中央台五套
8：33 2014年斯诺克中国

公开赛第三轮
10：30 2013/2014赛季NBA

常规赛

22：30 2014年世界男子冰壶
锦标赛决赛权赛
●中央台六套

11：12 故事片：给野兽献花
12：58 故事片：与龙共舞
14：54 故事片：消失的子弹
18：30 故事片：战将周希汉
20：10 故事片：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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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13：49 我的父亲母亲（36）
16：59 破晓之爱（40）
17：53 祈祷爱情（1）
18：45 家有儿女（二）（84）
19：25 亲情保卫战（13~16）

●中央台十套
12：00 百家讲坛
15：30 文明密码
19：45 自然传奇周末系列

●中央台十一套
11：21 康熙王朝（7~9）

13：57 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15：59 豫剧：朝阳沟 上山
19：20 一鸣惊人月赛

●中央台十二套
11：19 道德观察
13：35 天网
14：15 法律讲堂
19：24 一线

●中央台少儿频道
12：00 动漫世界
13：00 2014优秀儿童剧
18：30 智慧树
19：00 动画梦工场

●河南台一套
13：48 幸福向前走（30）
19：30 父母爱情（7~9）

●洛阳台一套
14：30 一代枭雄（3）
20：20 苍狼（26、27）

●洛阳台二套
8：25 幸福在哪里（1~3）

19：30 惊情48小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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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牡丹（2）
19：21 牡丹亭（28~32）

●北京台
14：02 一仆二主（42、43）

父母爱情（1、2）
21：09 法治栏目剧：骗局

揭秘
●上海台

9：02 一仆二主（42、43）
19：35 我爱男闺蜜（1、2）

●天津台
12：35 苍狼（42~46）
19：30 父母爱情（35~37）

●辽宁台
13：10 剧场：老兵
19：35 剧场：男人四十要

出嫁
●江苏台

19：30 隋唐英雄（四）
（33~35）

●浙江台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

出嫁
21：10 中国喜剧王

●安徽台
19：33 我爱男闺蜜（1、2）

●福建台

13：17 剧场：错点鸳鸯
19：35 娘心计（37、38）

●江西台
19：33 剧场：家宴

●山东台
10：00 剧场：一仆二主
19：30 我爱男闺蜜（1、2）

●湖南台
19：30 妻子的秘密（47）
20：10 我是歌手

●广东台
8：25 士兵突击（3~6）

19：35 家宴（33、34）
●广西台

13：00 剧场：神枪
19：33 剧场：枪火

●四川台
19：35 剧场：反击

●河北台
14：20 剧场
19：30 男人四十要出嫁

（31、32）
●黑龙江台

8：45 剧场：樱桃
19：30 剧场：男人四十要

出嫁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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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搜狐娱乐

4月8日，天津卫视“幸
福三部曲”系列剧第二部《幸
福在哪里》将接档《父母爱
情》开播，该剧由王雷、曾泳
醍主演，讲述的是1978年，
意气风发的叛逆青年向远邂
逅了返城知青麦秋，两人坠
入爱河，但情敌的坑害、父母
的反对、两人理想的差异，让
他们分分合合，情路崎岖。

从角色上讲，《幸福来敲
门》里蒋雯丽和孙淳演的是
中年爱情，这部剧里王雷和
曾泳醍演的是青年爱情，真
实、接地气儿。

□据 凤凰娱乐

在千呼万唤中，《舌尖上的
中国2》（简称《舌尖2》）终于要
播了！

4月1日晚，央视新闻官方微
博宣布《舌尖2》将在近期登陆央
视纪录频道。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称：“《舌尖2》共7集，第

一集《时节》，第二集《脚步》，第三
集《心传》，第四集《家常》，第五集
《秘境》，第六集《相逢》，第七集
《三餐》。”

微博曝光后，吃货们再一次
坐不住了，纷纷留言。其中有网
友称：“单看简介，便觉颇具中国
味儿。”也有网友表示：“千万别在
夜晚播，真的胖不起。”

□据 新浪娱乐

北京时间4月2日消息，由中影/华夏联
合发行，漫威影业制作的电影《美国队长2》
上周末在 32个国际市场抢先上映，拿下
7520万美元首周票房，登上国际票房榜首；
影片收获大量好评。中国内地将与北美同
步，于本周五(4月4日)3D、IMAX 3D、中国
巨幕全版本正式上映。

截至4月1日，《美国队长2》在影评网站
烂番茄上的新鲜度达93%。“动作场面令人
眼花缭乱、剧情同样精彩十足”“角色丰满立
体有血有肉、每个人的故事都有看点”“完
美展现了漫威世界的精髓与刺激，远胜第
一集”…… 更有 HeyUGuys 网站的影评
人说：“这是漫威影业的佳作，同时也是几
位主角表现最好的一次！”综合媒体评价
都集中于“《美国队长2》相比第一集各方
面大幅度升级”；而在海外先睹为快的影迷
也赞赏“酣畅淋漓，爽翻全场”“简直太棒
了，全程无尿点”“相当出色，完全没想到这
么好看”……

目前《美国队长2》在影迷网站时光网上
获得9.1分。

《幸福在哪里》“接班”《父母爱情》
将于4月8日在天津卫视开播

《幸福在哪里》剧照

“千万别在夜晚播，真的胖不起”
《舌尖上的中国2》近期将播

国际票房登顶，收获不少好评

明天，看《美国队长2》去！

综艺看台

新片抢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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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2》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