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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看电视

明天电视节目（4月23日 星期三）

●中央台一套
9：26 秀秀的男人（29～31）
13：13 唐突的女人（9～12）
20：05 2013中国好书

●中央台二套
12：30 等着我
17：23 一槌定音
22：30 环球财经连线

●中央台三套
10：30 开门大吉
12：30 向幸福出发
19：30 非常6+1

●中央台四套
14：15 我和老妈一起嫁

（18、19）
19：15 皇粮胡同十九号（10）

●中央台五套
13：05 2013/2014赛季欧洲

冠军联赛半决赛第一
回合

14：30 2014年CUBA中国
大学生篮球联赛东
北赛区揭幕战

18：30 2014年亚洲冠军联赛

小组赛（韩国首尔
队—中国北京国安队）
●中央台六套

18：30 故事片：我的老公不
靠谱

20：32 特别节目：第四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

22：52 译制片：我的爸爸巴
雷什尼科夫
●中央台七套

16：27 军营大舞台
20：00 军事纪实

●中央台八套
10：05 胡杨女人（1、2）
13：51 小爸爸（25～27）
17：01 创造天堂（13、14）
19：00 野鸭子（二）（24～27）
22：38 不懂女人（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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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台十一套
11：24 隋唐英雄（18～20）

19：20 京剧：苏小妹
22：15 西游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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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妈祖（38）
22：49 利箭行动（1）

●河南台一套
19：30 男媒婆（9～11）
23：16 战雷神（25）

●洛阳台一套
14:30 英雄联盟(9～11)
20:20 天地洛阳（10）
20:50 焦裕禄（11、12）

●洛阳台二套
8:25 如锦(13～15)

19:30 圣堂风云（26～28）
●洛阳台三套

12:32 第二届中老年才艺大赛
18:00 宝贝总动员
20:50 河洛碎戏

●洛阳台四套
8:00 烈焰(9～13)

18:30 中国远征军(43～45)
小爸爸（1~3）

●北京台
9：32 父母爱情（4～6）

14：02 一仆二主（29～32）
20：30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闭幕式颁奖典礼
●上海台

12：37 石光荣的战火青春
（3～7）

19：31 大当家（17～19）
●天津台

19：30 我的儿子是奇葩
（6～8）

22：00 爱情保卫战
●辽宁台

18：00 老梁观世界
19：35 黄金背后

●江苏台
19：30 金玉良缘（7～9）
22：00 非常了得

●浙江台
19：30 步步惊情
22：00 爽食行天下

●安徽台
19：33 美丽背后
22：10 灿烂人生

●福建台
8：16 养父

19：35 火拼之星座宝盒
（7、8）

●江西台
19：35 剧场：老爸回家
21：26 传奇故事

●山东台
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妈
22：35 大漠枪神

●湖南台
15：30 女人泪（14～16）
19：30 宫锁连城（38～40）

●广东台
15：00 宫（35～37）
19：35 代号九耳犬（7～9）

●广西台
19：33 代号九耳犬
23：23 模特大赛集锦

●四川台
12：35 中国爱大剧场
19：35 狙击部队

●河北台
19：30 袖珍妈妈（15～17）
22：00 我知女人心

●黑龙江台
19：30 大村官
22：00 奇妙新世界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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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3D 动作电影《冰封：重生之
门》，将于25日（周五）登陆全国院
线。主演甄子丹、王宝强都是高票
房男星，加上引人关注的魔幻动作
题材，相信该片会给观众带来最刺
激的视觉盛宴。20日，片方首度曝
光主演王宝强的喜剧特辑，王宝强
除了施展自己的“王氏幽默”，还大
展拳脚。

在影片中，甄子丹饰演的贺英
被奸人陷害，在押运时空金球时，他
被以前的兄弟獒（王宝强 饰）、龙
（任达华 饰）、虎（喻亢 饰）追杀，他
们在打斗中遭遇长白山雪崩，4个
人皆被冰封。苏醒在现代香港的他
们，依旧因为隔世的恩怨而不断地
厮杀。

值得一提的是，王宝强突破戏
路，除了施展自己擅长的“王氏幽
默”，还大展拳脚，耍起了功夫。

王宝强对于“獒”这个角色的定
位十分明确，动作“实打实”、眼神

“要耍狠”、喜剧“要到位”。王宝强
塑造的“獒”不仅武功高强，而且心
狠手辣。

自《天下无贼》开始，王宝强的
戏路就以搞笑为主。他直言对这次
的盔甲造型相当满意：“被忽视多年
的型男感觉终于回来了，我很兴

奋。”王宝强还说：“我以前演的角
色都很软弱，经常被人打，这次丹
哥帮我设计的角色非常阳刚、勇
猛，我打得非常过瘾。”导演罗永昌
透露：“王宝强在影片中的全新形
象是大家从没见过的，他全新演绎
的反派獒，数次将甄子丹饰演的贺
英置于危难之中。”

在这次曝光的喜剧特辑中，王
宝强骑着骏马玩猜拳、吐舌卖萌骑
平衡车、河边大跳扭臀舞等桥段让
人忍俊不禁。

女演员黄圣依表示：“王宝强的
喜感是原生态的、纯天然的。”与王

宝强上演近身肉搏战的
甄子丹则表示：“严肃的
王宝强更好笑。”

《冰封：重生之门》周五上映

王宝强耍功夫，一般人挡不住

□据《扬子晚报》

由知名网络作家桐华担任影视策划，“金童
玉女”霍建华、唐嫣领衔出演的古装爱情轻喜剧
《金玉良缘》昨晚登陆江苏卫视、深圳卫视。

说起为什么接拍这部电视剧，霍建华笑着
说：“金元宝就是高富帅中的吊丝，这个角色很
接地气。”不但出演剧中的角色，霍建华还首次
担当制作人。在剧中，他和唐嫣再次搭档，粉丝
们称，这是继《仙剑3》中的“三世情缘”后，他们
在“第四世”迎来了《金玉良缘》。

早在《金玉良缘》剧照曝光时，霍建华的粉
丝们就开始激动了，因为偶像的花样美男气质
在这部剧中被展现得非常充分。

而在《金玉良缘》中，唐嫣变身江湖女汉子，
“饿羊扑狼”般扑倒男神。霍建华演绎傲娇腹黑
贵公子反扑女神，二人热吻连连。据悉，剧中热
舞、沐浴、热吻等亮点颇多。

霍建华与唐嫣
上演《金玉良缘》
该剧昨晚已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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