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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关注
24A

●中央台一套
9：26 勇敢的心（67~69）
20：05 铁血红安（32、33）

●中央台二套
12：30 谢天谢地你来啦
19：33 少年中国强

●中央台三套
14：00 非常6+1
19：30 我要上春晚

●中央台四套
13：42 寻路（33~36）
18：15 中国文艺

●中央台五套
12：30 2014年世界拳

王争霸赛
18：30 2014/2015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

●中央台六套
18：20 故事片：机器侠
20：15 故事片：毛驴县

令之你我他
●中央台七套

18：00 阳光大道
●中央台八套

11：58 黑金地的女人
（12~16）

19：56 兵出潼关（1~3）
●中央台十套

11：47 百家讲坛
21：03 真相特别节目

●中央台十一套
15：39 评剧电影：花为媒

选场（报花名）
●中央台十二套

20：07 忏悔录
●中央台少儿频道

19：00 2014动画大放映
●河南台一套

20：55 妇道（36）
●洛阳台一套

9：25 狼毒花（19）
20：20 首播：华夏瑰宝

●洛阳台二套
19：30 青春不够用

（16~18）
●洛阳台三套

20：45 河洛碎戏
●洛阳台四套

18：30 神枪之倒刺
（3~8）
●北京台

19：33 青年医生（34、35）
●上海台

19：30 跟我回家（34、35）
●天津台

19：30 青年医生（34、35）
●辽宁台

19：35 剧场：婚战
●江苏台

19：30 第二次人生
（54、55）

21：10 非诚勿扰
●浙江台

19：30 剧场：青年医生
●安徽台

19：33 剧场：青年医生
●福建台

19：35 当婆婆遇上妈之
欢喜冤家（26~28）
●江西台

19：30 剧场：家有公婆
●山东台

19：30 剧场：少林寺传
奇藏经阁
●湖南台

19：30 因为爱情有奇
缘（52~54）
●深圳台

19：30 绝爱（11~13）
21：50 辣妈学院

●广东台
19：35 情定三生（25、26）

●广西台
19：33 剧场：婚战

●贵州台
19：35 婚战（22、23）

后天电视节目（12月1日 星期一）明天电视节目（11月30日 星期日）

●中央台一套
9：26 勇敢的心(70~72)

20：05 铁血红安(34、35)
●中央台二套

19：21 生财有道
21：20 经济半小时

●中央台三套
17：18 文化大百科
21：00 越战越勇

●中央台四套
19：15 新永不瞑目(22)

●中央台五套
12：34 2014/2015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第13轮
集锦

14：30 2014年世界举重
锦标赛女子75
公斤以上级决赛

●中央台六套
18：27 故事片：献给天

堂的比赛
20：15 故事片：毛驴县

令之移花接木
●中央台七套

20：35 动物世界
●中央台八套

19：00 兵出潼关(4~7)
●中央台十套

12：30 文明密码
●中央台十一套

21：48 薛平贵与王宝钏
(24~26)

●中央台十二套
21：39 道德观察(日播版)
●中央台少儿频道

19：30 大风车
●河南台一套

19：30 妇道（36~38）
●洛阳台一套

20：20 光荣使命(19、20)
●洛阳台二套

19：30 青春不够用(19、20)
大水井风云(1)

●洛阳台三套
20：15 法治时空

●洛阳台四套
18：30 神枪之倒刺

（9~14）
●北京台

19：33 青年医生（36~38）
●上海台

19：30 跟我回家（36~38）
●天津台

19：30 青年医生（36～38）
●辽宁台

19：35 婚战（24~26）
●江苏台

19：30 第二次人生
（56~58）
●浙江台

19：30 青年医生
●安徽台

19：33 青年医生
●福建台

19：38 当婆婆遇上妈之
欢喜冤家（29~31）
●江西台

19：35 剧场：家有公婆
●山东台

19：30 剧场：少林寺传
奇藏经阁
●湖南台

19：30 因为爱情有奇
缘（大结局 前
篇）；四十九日·祭
（1~3）
●深圳台

19：30 绝爱（13~15）
●广东台

19：35 情定三生(27~29)
●广西台

19：33 婚战
●贵州台

13：50 剑侠（3~5）
19：35 婚战（24~26）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陈凯歌担任证婚人
吴宗宪担任婚礼主持

据台湾媒体报道，小两口一早就到户政事务所办
妥登记，下午4时举行交换戒指与誓言的结婚仪式，
由陈凯歌担任证婚人，蔡岳勋导演和杜琪峰导演则担
任男女双方的介绍人。

下午4时30分左右婚宴正式开始，高圆圆身穿
白色蕾丝婚纱手挽父亲现身，现场气氛温馨，好友纷
纷拿出相机拍下这珍贵的一刻。

仪式由赵又廷亲自邀约的吴宗宪主持，吴宗宪自
曝免费主持婚宴。在婚礼现场，赵又廷对高圆圆深情
表白保证要照顾高圆圆家人，他称妻子高圆圆是超出
自己对一个好的对象的想象的存在，高圆圆也对赵又
廷说出了自己主演的电视剧的经典歌词：“终于等到
你，还好我没放弃。”

高圆圆的母亲因身体微恙，不适合长途飞行而缺
席台湾婚礼。

赵又廷：把家放在首位
高圆圆：有他的地方就是家

婚礼仪式结束后，赵又廷、高圆圆着礼服婚纱接
受媒体拍照及采访。

针对不少网友认为从高圆圆的身材看已有身孕
的问题，高圆圆否认已怀孕，称生子计划要等到赵又
廷拍完戏后再说。赵又廷表示，会把家放在首位，高
圆圆则甜蜜声称：“有他的地方就是家。”

据悉，赵又廷的父母也对高圆圆这个儿媳妇非常
满意。赵又廷的父亲赵树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如果有女儿的话，我想眼泪会流下来的，人生最感
动的不过就是真情相对的那一刻。”

他还表示不干涉儿子及儿媳妇婚后住哪边，同时
发布了自己作为公公的宣言：“他们是我的儿子和儿
媳妇，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他们的。”

请柬誓言感动众人
Angelababy没抢到手捧花

高圆圆和赵又廷的结婚请柬誓言上写着“简约不
是少，而是没有多余，足够也不是多，而是刚好你
在”。该誓言一经曝光，便感动了众网友。

高圆圆和赵又廷的婚礼也是星光熠熠，不输颁
奖典礼。赵薇、Angelababy、阮经天、陈凯歌、陈红、
黄渤、台湾名主持张晓燕等明星悉数到场祝贺。
黄渤还在微博上送祝福，并上传多张照片称：“照片
来自‘50亿影帝’黄渤，不会演戏的影帝不是好摄
影师。”

主持人在谈及手捧花时打趣道：“Angelababy
的喉咙都要喊破了，那个手捧花最后给谁了？”高圆
圆称：“对baby真的感到很抱歉，baby在的位置本
来很利于我扔手捧花，我也是一心想扔给她的，但
是对自己的力度没有估量清楚，我的伴娘又很厉害
一把从空中抢到。”

据工作人员透露，11月28日婚宴结束后，两人
将回到各自剧组继续未完成的电影拍摄工作，看来在
短时间内蜜月旅行很难成行。

女神高圆圆
男神赵又廷结婚啦

□本报综合报道

11月28日晚，赵又廷和高圆圆在台北举行婚礼，婚礼现场设有媒体席，多家媒体通过网络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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