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艺看台

明天电视节目（3月26日 星期四）

●中央台一套
9：26 桐柏英雄（7~9）
20：05 别让我看见（27、28）

●中央台二套
12：30 CCTV家庭幽默大赛
14：32 购时尚
21：20 经济半小时

●中央台三套
10：30 叮咯咙咚呛
19：30 回声嘹亮
21：00 艺术人生

●中央台四套
19：15 因为爱情有多美（30）

●中央台五套
18：35 2015年世界

花样滑冰锦标赛
双人自由滑

22：50 NBA最前线
●中央台六套

12：46 故事片：智勇和尚

14：30 故事片：又见春天
16：19 故事片：龙凤斗
20：15 故事片：基隆

●中央台七套
13：42 致富经
16：27 谁是终极英雄

●中央台八套
11：18 追爱女孩（31、32）

（泰国）
19：00 突围突围（27~30）

●中央台十套
12：26 我爱发明
20：34 走近科学

●中央台十一套
13：59 越剧：盘妻索妻
19：20 京剧：红鬃烈马

●中央台十二套
15：48 夕阳红
17：21 天网

●中央台少儿频道

18：30 智慧树
19：00 动画梦工场

●河南台一套
8：07 岳母的幸福生活

（3～6）
19：30 无敌铁桥三（29、30）

●洛阳台一套
15：18 东北剿匪记（36、37）
20：45 首播：行风热线马上办

●洛阳台二套
8：43 刀客家族的女人

（39、40）
●洛阳台三套

13：38 我是传奇
20：58 别对我说谎

●洛阳台四套
12：05 妻子的秘密（53、54）

甄嬛传（1～3）
18：30 二炮手（36）

产科男医生（1～5）
●北京台

19：35 太阳花（1、2）
21：13 我是大医生

●上海台
14：00 爱的蜜方（19～22）
19：30 太阳花（1、2）

●天津台
19：30 我的二哥二嫂（7、8）
22：00 爱情保卫战

●辽宁台
19：35 我的二哥二嫂（7、8）
21：53 全民目击

●江苏台
19：30 隋唐英雄之薛刚反唐

（65、66）
22：00 电影：城市猎人

●浙江台
19：30 剧场：如果爱可以重来
21：30 中国梦想秀
22：00 掌声响起来

●安徽台
19：33 剧场：封神英雄

●福建台
19：39 泪洒女人花（25、26）

●江西台
19：35 剧场：因为爱情有奇缘

●山东台
15：47 剧场：平凡的世界
21：30 栏目：美味星婆媳

●湖南台
20：00 剧场：锦绣缘

●深圳台
19：30 封神英雄（71、72）

●广东台
19：35 无敌铁桥三（29、30）

●广西台
19：33 剧场：青年医生

●四川台
19：35 剧场：我的特一营
21：20 万万没想到

●贵州台
13：50 我的抗战（2～5）
19：35 二炮手（29、30）

●河北台
21：15 明星同乐会

●黑龙江台
19：30 剧场：大村官之放飞

梦想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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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的剧情描述，《一
万年以后》的故事其实非常简
单，主要看的就是画面。影片
的3D效果确实十分逼真，不少
观众表示在观看过程中有不自
觉躲避动作，特别是盘绕在凯
旋门上的大蛇，突然冲着镜头
张开大嘴的一幕，让不少人都
扭头躲避。

在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多
种元素的混搭：有游戏感十足的
场面，比如切水果的画面；也有类

似《指环王》中攻城的场面；还有
观众从中看到《阿凡达》《异形》
《盗梦空间》等好莱坞大片的影
子。因此，该片被称为“让人脑洞
大开的片子”。

不过，有观众认为该片尽管
堆砌了很多经典电影的桥段，但
基本上还是一部“不需要大脑，只
需要眼睛”的电影。正是因为影
片太过天马行空，所以当影片结
束时，不少观众还坐在座位上回
不过神，目瞪口呆。

《《一万年以后一万年以后》：》：
虽是动画片虽是动画片，，但有些暴力但有些暴力
后天上映，提醒：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

□据《扬子晚报》金羊网

“简直是脑洞大开，贝多芬、
达·芬奇、亚里士多德……居然被
移植到一个国产动画片里，忽然
出现的时候，让人措手不及。”日
前，3D动画片《一万年以后》在南
京、广州等城市举行了提前看片
会，不少观众在电影结束后表示，
这虽是一部动画片，但有些暴力，
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

据悉，《一万年以后》将于3月
27日公映。

《一万年以后》早在一个月前
就打出了“18岁以下禁止观看”的
字样，不少人以为这是电影宣传
方制造的噱头，但观影后都不再
这样想了。

电影《一万年以后》讲述一万
年以后，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
类文明在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灾难
后，地球上出现了新的物种和部
落。其中乌族部落首领在窃取到

“上古魔法”后，妄图掌握天地生
杀大权，奴役各部落的人，让地球
重回邪恶的上古时代。这一行为
遭到了女主角珠玛和各部落勇士
奋起反抗，正邪力量展开了终极
之战……

影片特效令人印象深刻，而
“脑洞大开”的剧情没有出乎意料
地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影片塑
造了无数妖魔鬼怪，当中很多参
照了好莱坞怪物片中令人恶心的
怪物造型，例如嘴里有密集的牙
齿，舌头伸出来居然是只手等。
导演似乎是“密集爱好者”，因为
他在影片中塑造了很多“密集型
怪物”，有头部密集怪物，也有手
部密集怪物，且出现频率挺高，能
把密集恐惧症患者吓呆。

此外，影片暴力成分不少，有
观众说：“胆子小一点儿的会吓得
屁滚尿流。”因此，该片对于未成
年人来说不适合观看。

□据《河南商报》

继佟大为、刘恺威、张亮、黄磊之后，
《非诚勿扰》又迎来新的“合伙人”，他就是
人称“火华社社长”的明星段子手刘烨。

谈到加盟《非诚勿扰》的原因，刘烨自
称是《非诚勿扰》的粉丝。在他看来，《非
诚勿扰》融入了很多中国人的婚恋观。“我
太太对节目很有研究，她觉得可以通过节
目了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还有就是我妈
在生活中也喜欢给人介绍对象。”

此前的“合伙人”在节目中都有绰号，
比如佟大为被称为“妇女之友”，黄磊成了

“男闺蜜”。刘烨说：“我尽力在舞台上表
现得体吧，该说的时候说，不抢话，希望能
把自己在爱情方面的见解分享给大家。”

刘烨和法国太太安娜的婚姻一直被
传为佳话。聊及夫妻间的相处之道，刘烨
说：“我们也争吵过，东西方文化有差异，
有时候她会请男性朋友到家里坐坐。有
一次，我发现家里有个男的，他还和我说

‘你好’，我当时就有点儿接受不了。”
虽然安娜的中文不错，但是交流时还

会出现障碍。刘烨透露：“比如早上起来，
她会问：‘睡觉得高兴？’我反正能理解，也
不会去纠正她。我有点儿像‘灰太狼’，在
家里老婆最大。”

《非诚勿扰》迎来新的“合伙人”

刘烨：
我有点儿像“灰太狼”

刘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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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抢鲜

提醒 未成年人、密集恐惧症患者，别看！

影评 不需要大脑，只需要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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