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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传奇剧
《中国地》

神经外科医生霍思邈因工
作繁忙和女友告吹，正当他与科
室同事美小护的感情微妙萌动
时，女演员小芹因母亲住院来到
医院，霍思邈对她一见钟情，美
小护藏起心中真意，帮霍思邈出
谋划策。师弟郑艾平为小芹母亲
检查，不想在她脑中查出肿瘤。
霍思邈坚持手术，师兄刘晨曦却
误解霍思邈此举是出于私心；另
一方面，刘晨曦的女儿因肾衰竭
长期透析，可他坚守职业道德，
几次与肾源失之交臂。刘晨曦的
女儿最终等来了肾源，小芹母亲
的手术也让刘晨曦意识到自己
对霍思邈的误解，诚挚道歉。这
些医生和护士们的医术和医德
在医院里成长着，完善着医界的

“仁心仁术”。

“ 九 一 八 ” 事 变 后， 今 辽
宁省朝阳市清风岭地区一个叫
“赵老嘎（老嘎头）”的汉子，
带领全家、全村以及后来投奔而
来的人民，浴血奋战，固守清风
岭坚持 14 年之久未让日军占领。
他们击退日军的正面进攻五次，
小的战斗不计其数，坚持抗战，
誓死不降，使清风岭成为傲然屹
立在“满州”大海中的一个中
华孤岛，日本关东军把这片土地
称为“中国地”。

都市情感剧
《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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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新
节目

就在今年国内各大选秀节目完美收官之际，2013 年
央视春晚导演组近日发布消息称，他们将邀请全国十家
卫视和央视综艺频道的十二档选秀节目各自推荐三名选
手集结《我要上春晚》栏目展开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
前三名将登上央视春晚。长城平台央视娱乐频道将全程
转播《我要上春晚》的“直通春晚”特别节目，见证全
国选秀最强音争霸央视，敬请关注。

2012 年，国内综艺节目迎来选秀大年，电视及网络
上有近 20 档选秀节目同时开播，竞争异常激烈，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的秀场无论是节目形式还是赛制安排都
有了很大突破，新颖的方式带给了观众新的体验，所以
今年也是选秀整体美誉度最高的一年，通过各类节目脱
颖而出的歌手更趋于年轻化、专业化，风格多样且极具
特色。 

眼看着以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选秀节
目大红大紫，央视的老大地位岌岌可危。没想到待各方
赛事华丽收场，选秀歌手人气高涨时，央视一招釜底抽薪，

以蛇年春晚为诱饵，将全国选秀节目一网打尽，全体招安，演出一场绝地反击的好戏。
不过要说这“直通春晚”特别节目，的确是打破了地方台选秀艺人从未登上央视最高舞台的先例，开创了央视与各大地方卫视的全新互动模式。目前央视已

经和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声动亚洲》、青海卫视《花儿朵朵》、山东卫视《天籁之声》、辽宁卫视《激情唱响》、云南卫视《完美声音》、广西卫视
《一声所爱大地飞歌》、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香港 TVB《超级巨声》和台湾中视《华人星光大道》等十档节目取得了联系，各路英豪将携各自选秀的三甲选手，
与央视《星光大道》、《非常 6+1》的唱将胜利“会师”，以优中选优的形式展开新一轮 PK 大赛。

作为一档一统国内选秀江湖的重量级节目，《直通春晚》将组成一支“实力最强，名气最大、看点最多”的选秀明星挑战队，以“集中营”的形式来凸显他
们的二次成长，以“大逃杀”的竞争来引爆他们的二次曝光。届时，蛇年春晚导演哈文也将坐镇总决赛现场，向三甲选手发出参加春晚的邀请函。

凤 凰 卫 视 欧 洲 台
10 月 25 日起周一
至周五 12 :10 播放
一集，19 :30 重播

我
要
上
春
晚 
你
看
行
不
行

“全国 12 大选秀节目前三强 PK 再选三甲上央视
春晚”的消息一出，立马在网上炸了锅，有网友戏称
“央视也玩‘复仇者联盟’啊？”12 个节目的歌手，
谁能上春晚？这也成了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种子队伍：《中国好声音》 
    预测：至少冠军能上春晚 

    理由：《中国好声音》有多火？你只要看看这段时
间各家报纸的娱乐版头条即可了解，自 2005 年的《超
级女声》之后，选秀节目已经多年未能如此深入人心
了。能走到最后的“好声音”选手，无一不是实力派
唱将，而且都有各自的特色——最终荣膺“中国好声
音”的梁博将汪峰的《北京，北京》和《花火》演绎
得精彩无比，刘欢就评论他的演唱“有空间感”；吴
莫愁虽然还只是个大一学生，但选择的歌曲都是难度
极高，唱功了得；另外两名四强选手吉克隽逸和金志
文也显示了出类拔萃的演唱水准。由于《中国好声音》
超高的传播率，加上刘欢和杨坤都将举行演唱会，因
此选手的曝光率相当惊人，加盟春晚的可能性极高，
是绝对的种子队伍。 

    黑马队伍：《声动亚洲》、《华人星光大道》 
    预测：可能会有一名选手顺利登上春晚 

    理由：在内地选秀节目纷纷力推“草根选手”的时
候，由东方卫视于今年夏天打造的原创音乐选秀栏目
《声动亚洲》反其道而行之，要求歌手不仅有好声音，
还要有驾驭舞台的魅力，因此成为专业或准专业歌手

的 PK 舞台。《声动亚洲》集合了常石磊、蹇红、梁一贞、
孙伯纶等两岸三地及邻近亚洲国家的人气新星，除了
歌唱得好，舞台表演也绝对一流。 

    《华人星光大道》由《超级星光大道》更名而来，
是中国台湾的知名电视歌唱选秀节目，曾推出过萧敬
腾、林宥嘉、胡夏等歌手；从第 6 届开始，《华人星光
大道》在大陆开通了赛区，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大陆年
轻人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萧敬腾曾经在 2011 年
春晚亮相，成为为数极少的登上过春晚舞台的选秀歌
手，因此《声动亚洲》和《华人星光大道》都是春晚
的黑马队伍，很可能冒出对春晚胃口的选手来。
 

    炮灰队伍：《花儿朵朵》、《天籁之声》 
    预测：登上春晚舞台的可能性较小 

    理由：并不是说这两个节目的选手水平差，绝对不
是。《天籁之声》是山东卫视于今年 4 月重磅打造的
巨星音乐教育类选秀节目，和其他选秀节目一样，拥
有强大的巨星评委阵容、良好的制作团队以及媒体的
支持。不过就影响力而言，《天籁之声》并没有达到
竞争对手的水平。 

    《花儿朵朵》每年都会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歌
手，前年的莫龙丹、蔡婷玉，去年的汪小敏、黄夕倍、
和秋香。今年的总决赛已经落幕，有着“牙套妹”之
称的 90 后女生王璐爆冷获得冠军，不过肖小丹和孟
慧圆也都收获了相当的人气——但是，央视春晚似乎
对有湖南卫视背景的选秀歌手并不十分待见，连李宇
春、张靓颖等超人气选秀明星都未曾登上过央视春晚，
所以这两个节目选手的前景相对比较渺茫。

《我要上春晚》新一季强势回归，打造蛇年央视春晚草根梦之队。节目名称顾名思义，就是为春晚选拔优秀的民间节目。每期
网络人气王由观众在官网投票选出，年底总决赛获胜者将直接登上春晚舞台。每周六 13 :35-15 :20 首播 ，22 :00-23 :45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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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选活动”法国获奖名单 
法国运营商 SFR 将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8 日免费开放长城（欧洲）平台中文电
视，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央视英语 (CCTV-News)、
央视法语 (CCTV-Français)和央视记录 (CCTV-9)

三个免费频道外，SFR Box 订户还可以免费观看
长城平台的其余 12 个付费频道。 

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4 日，在上述免费促
销阶段收看过长城平台的非订户将可以继续收
看，只不过在屏幕上会出现一条半透明信息，
提醒他们需订购才能继续享受这项服务。

最后，从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1 日，这部分

客户如果转到长城平台频道，屏幕上会出现告
示，提醒他们若在这段时间内订购长城平台，
将可享受 50% 的优惠，为期 3 个月。也就是说，
新订户在前 3 个月只要每月支付原价 8.88 欧元
的一半月费，即 4.44 欧元，就可欣赏到缤纷多
彩的中文电视。
     长城平台在 SFR Box 的播出频道为 726 至
740，有意订购者请致电 1077，或在电视机上用
遥控器进入“mon compte”，选择“ ajouter des 

chaînes ”，出现列表后选择“Bouquet Chine”，
然后确认即可。 

   一等奖
巴黎     陈锋
巴黎     何林滔
里尔     佟明
巴黎     李光瑜

       三等奖
坎培尔  李岩松
巴黎      波妮

二等奖
巴黎         梅蓉
DRAVEIL  矣里克 · 陶
巴黎         蔡宗夏
Tarbes      陈俐俐
贝桑松市  圆不觉
里尔         沈幸身
巴黎         郑艾梅

请获奖观
众于 11 月
1 日之前，
将准确邮
寄地址发
回 cctv4@
cctv.com。 

SFR 半价促销长城平台 10 月 16 日起免费开放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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