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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言情剧
《午夜阳光》

　　主演：钟汉良，罗珊珊，
　　　　　柯蓝，郭临冬

清优父亲过世后被大伯夏
英泰从云南接回上海与大伯一
家四口挤在狭小的老房子里。
大伯母和堂妹珊珊对家里突然
多出的不速之客清优很看不顺
眼，而堂哥继栋对清优百般照
顾却冷落了自己的妹妹，因此
家中时有摩擦。

第一天上学，清优因跳错
车而结识了同班同学佑和。没过多长时间，老师和同学就觉
察出二人关系微妙。老师遂请家长到学校，清优大伯在学校
见到佑和母亲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佑和的母亲竟然是自己
十六年前在云南插队落户时的前女友，而佑和正是自己的亲
生儿子。从此，清优与其哥哥、哥哥的朋友之间的情感悲喜
剧便拉开了帷幕。

江苏国际频道 11 月 25 日 15:35 首播一集，
19:10 重播，次日起 14:50 两集连播，18:25
重播

《中国梦想秀》第四季　圆梦之旅再次起航

   主演：冯远征，刘涛，
　　　   于小伟，连奕名

日军大佐北野豪带着
鬼子进驻大兴安岭腹地大
金沟，曾是杨宗妻子的菊
也 浓 妆 艳 抹 地 回 到 大 金
沟，为了钱，她与北野豪
关系暧昧。曾是望族的杨
宗，为报当年鲁大的夺妻
之恨，在父亲逝世后，倾

其家财要剿灭土匪鲁大。
但在民族大义面前，鲁大和杨宗抛弃个人恩怨，携手

勇闯日本鬼子的大本营，在捣毁魔窟的战斗中上演了一幕
双雄会。而菊默默忍受着乡民的唾弃，因为她明白自己肩
负着秘密的使命。当遍地鬼子来了的时候，平凡英雄有了
血性，有了侠骨柔肠，有了英雄豪气……

法国新增六个
免费高清频道

法国地面数码电视 (TNT) 扩容后新增
的六个免费高清频道将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开播，以下是频道号码及类别：

      主演：王宝强，徐峥，李曼，
      　　　李小璐，张韵艺，左小青

徐峥扮演的李成功是身家丰厚的老
板，有钞票有品位有小三；王宝强演的
是讨薪的农民工牛耿，直率单纯，一穷
二白。本来这两个贫富悬殊的人是不可
能在旅途中相遇的，但在“春运”这个
节骨眼上，一切皆有可能。

这可能是史上最囧的回乡路了，尝
试了所有的交通工具。从飞机到火车、
从小巴到拖拉机、从长途车到自驾车，
颠簸折腾的结果，却是不得不在荒凉的
野外过大年三十。 所幸，这段让人纠

结到崩溃的旅途，倒是让老板李成功“囧途”知返。对之前人生反思，
李成功对社会、对家庭、对下属都有了改观，因此也有了牛耿拿到债款，
大家都欢喜过年的大团圆结局。

N°20 : HD1，隶属于法国电
视一台，主播电视电影

爆笑喜剧片
《人在囧途》

江苏国际频道 11 月 25 日起 5:30
首播一集，次日起 4:55 两集连播

电影频道 11 月 27 日 19 :25 播出

喋血抗日剧
《遍地英雄》

N°21 : L'Équipe HD，与《队
报》同属 Amaury 集团，体
育台
N°22 : 6ter ( 发音为 Sister), 
隶属于法国电视六台的家庭
频道 

N°23 : 第23台 (原名 (Tvous 
la diversité)，综艺台　

N°24 : RMC Découverte, 隶
属于 Next TV 的记录片频道 

N°25 : Chérie 25( 原 名
Chérie HD), 隶属于 NRJ 集
团的女性频道

以上 6 个频道和法国电视一台、二台
和六台一样，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播放，
凡是通过网络或有线电信商（比如 Free, 

Numericable）提供的机顶盒，或是用卫星
接收器收看电视的家庭，无需任何操作，
只要转换频道至 20 到 25，即可免费观看。

《中国梦想秀》四度开锣，预算翻番，浙江卫视不惜重金沿用在《中国好声音》中表现出色的英国舞美和灯光王牌团队，打造梦幻舞台，招募组亦在全国
更大范围撒网，不错过一位梦想达人。长城平台浙江国际频道从 11 月开始每周四、周五直击梦想，花絮特辑《梦想八分钟》每日插播，精彩不断！

第四期
台湾“火宝”激情燃

烧梦想舞台，俄罗斯美女
博士化身肚皮舞娘，重庆
女 孩 PK 华 少“ 中 国 好 舌
头”，最萌萝莉携小弟献奏
原创歌曲，乐天小胖妞现
场相亲，弱视少女舞动纯
真梦想，周立波与落魄女
歌星相逢现场飙泪……

第五期
默契十足的养父女舞

动激情拉丁，24 朵听障金
花演绎千变万化的集体手
舞，导游哥天籁之音带苦
恋妻看彩虹，“村花”献舞
立志为村里办“村晚”，轮
椅女孩稚嫩童声渴望上学，
花甲老人携史上最大呼啦
圈挑战吉尼斯纪录！

友情提示：节目录制攻略刊登在本刊 2012 年第 3 期，请参阅 www.tangmedia.fr/greatwall/edition/2012-3.pdf

本版所列均为法国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播出为准。更多节目预告请登陆长城平台网站www.tangmedia.fr/greatwall，点击“节目预告”

给力新
节目

华丽起航的第四季《中国梦想秀》开播后，收视稳坐同时段
综艺节目头把交椅，除了草根追梦人的精彩表演，节目更抛出意
外彩蛋，从第三期开始突现黑马美女主持亚丽舌战周立波。

首次主持 “梦想秀” 的亚丽便因酷似章子怡的姣好外貌及收
放自如的舞台表现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搭档周立波游刃有余且
毫不怯场。亚丽来自浙江广电地面频道，在一档王牌民生新闻节
目担纲主播，在地方已颇具名气。此次强势晋级除凸显浙江卫视
培养新主持的决心，也令浙江卫视自朱丹离去后留下的 “一姐之
争”再度疑云重重。

这几年，中国综艺节目通过从国外引进节目模式加以本土化改造屡屡创下收
视奇迹。近日从浙江卫视传出消息，经过改版后的第三季《中国梦想秀》已经引
起其原创者英国 BBCW(BBC 环球公司 ) 的注意，欲重金回购“梦想秀”模式。

《中国梦想秀》源引自 BBCW 当红节目《就在今夜》，按照 BBCW 的评估，浙
江卫视第一、二季的收视率，是所有做这个模式的国家里最出色的。而 2012 年上
半年播出的第三季的节目模式，已经与前两季有了很大的不同。

据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称，台里觉得第一、二季的题材面过于狭窄，希望把
梦想多元化，因此对第三季进行了另起炉灶的重新研发，新增了“梦想大使”和
“观察团”对追梦人的梦想可行性进行评判。

果然，第三季《中国梦想秀》推出后大获成功。更重要的是，《中国梦想秀》
在今年的戛纳电视节上展示了节目模式和全套配合资料，这在中国电视史上也是
第一次。

目前浙江卫视已和 BBCW 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他们认证这个模式为全新模
式，希望制作英国梦想秀在 BBC 播出”。据悉，目前双方谈判的内容包括节目模式、
舞美灯光设计图、第三季节目视频等，且 BBCW 先购买一季节目模式后，对是否
继续购买有优先选择权。如果双方谈判成功，《中国梦想秀》将成为中国电视界第
一档销往海外的节目模式。

青出于蓝胜于蓝   原创方欲回购《梦想秀》创新模式

《梦想秀》新晋美女主持　打响浙江卫视“一姐之争”
梦想八分钟

幕后故事，海选集锦，
现场花絮，追梦之旅，选
手访谈，梦想助力，圆梦
时刻，《梦想秀》伴侣，同
样精彩！每周一、二、三
12:30(12:40),20:20,23:15 ；
周 四 12,30,18:25 ； 周 五
12:40

11 月 22 日 18 :35 ；11 月 23 日 12 :50

11 月 29 日 18 :35 ；11 月 30 日 12 :50
《舞林大会》 +《中国好声音》

＝《舞动好声音》
“好声音”配“好身段”，来自全国的

顶级舞者和明星嘉宾用肢体语言诠释《中
国好声音》的热门金曲。＂好声音＂盲选
现场激情回放，舞者以原声为背景乐自创
各类风格迥异的舞蹈，并接受＂歌帝＂林
依轮和“舞后”扬扬的评审，胜出者将有
机会参与《中国好声音年度盛典》。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日 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