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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平台群英谱——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上〕
如今在长城平台，有不少国内

地方卫视开通了面向海外华人的国
际频道，但要论资格，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是当之无
愧的老前辈。自 1992 年 10 月 1 日
开播以来，这个以“传承中华文化，
服务全球华人”为办台宗旨的中文
频道已经陪伴海外观众度过了 20 个
寒暑春秋。

说是海外观众，其实也不尽然。
凭借其高质量的自办栏目，这个以
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为主要收视
群的对外频道在祖国内地也有为数
众多的粉丝。多年来，CCTV-4 以
其文化品味高、针对性强及具有权
威性等特色确立了其在全球华语观
众中的声誉和地位。

CCTV-4 的频道定位是以新闻
为主导、荟萃各类节目精华的综合
频道。CCTV-4 的新闻节目全天 24
小时滚动更新，以立足中国、放眼
全球的视角，及时、客观地报道新
闻、点评时事、发布信息，其新闻
报道的专业水准和权威性，为社会
各界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
综合频道，CCTV-4 汇专题、纪录
片、综艺、电视剧等各类节目于一体，
为各个层次的收视大众提供全方位
的咨讯和娱乐服务。

2007 年 1 月 1 日起，中央电视
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实现亚
洲、欧洲、美洲三版播出。经过这
次扩版，亚洲、欧洲、美洲以及相
应卫星覆盖的地区观众可收看到与

当地作息时间及收视习惯相适应的
电视节目。

CCTV-4 自 开 播 以 来， 历 经
2006 年 1 月 30 日和 2010 年 12 月 1
日两次重大改版，由原来的以新闻
为主的综合频道拓展为“新闻＋文

化”综合频道，定位更具国际化；同
时针对全球新生代华人兴起以及全
球懂华语受众群的收视特点，着力
突出文化时尚内涵，更加贴近海内
外观众的需求。

目前中文国际频道共有 19 个自

办栏目，可以分为时政 (《中国新闻》，
《今日关注》，《今日亚洲》，《深度国
际》)、综艺 (《中国文艺》，《中华情》)、
人文 (《国宝档案》，《文明之旅》，《城
市 1 对 1》，《流行无限》)、旅游 (《远
方的家》，《走遍中国》)、少儿 (《动
画城》)、体育 (《体育在线》)、生
活实用 (《中华医药》，《快乐汉语》)

和全球华人 (《海峡两岸》，《华人世
界》，《天涯共此时》) 等几个主要板块。

此外，CCTV-4 还汇集了央视
其他频道的名牌栏目，除了雷打不
动的《新闻联播》，还有《百家讲
坛》、《探索发现》、《快乐驿站》、《精
彩一刻》、《大家》、《寻宝》、《天天
饮食》等生活、综艺和人文类热播
节目。

在 长 城 平 台 各 频 道 中，
CCTV-4 的《体育在线》节目是唯
一一档与体育有关的专题栏目，堪
称长城平台的一个独生子。

《体育在线》开办于 2002 年 9
月，在海外观众受限于体育节目版
权，无法收看比赛直播的情况下，

《体育在线》每周四 22 点 10 分至
22 点 45 分及周日 10 点 10 分至 10
点 55 分和 20 点 30 分至 21 点的赛
事集锦和专题节目犹如一股沙漠甘
泉，给全球华人体育迷们打开了一
扇了解中国体坛现状、贴近体育明
星、欣赏比赛精彩片断的窗口。

熟悉 CCTV-4 节目的观众可
能会发现，相同类型的节目往往
会成双成对地出现，比如《今日关
注》和《深度国际》，《中国文艺》
和《中华情》，《远方的家》和《走
遍中国》，《海峡两岸》和《天涯共
此时》就是四对惟妙惟肖的双胞
胎。

当然，仔细辨别还是可以看出
CCTV-4 节目组的独具匠心，原来
这双胞胎姐妹花分为日播和周播两
种组合，轮番登场，交相辉映。比
如同为时政分析节目，《今日关注》
是每天一期，以最快速度紧跟国际
时事，而《深度国际》则是每周一
播，以资料翔实和深入分析见长；
同为综艺节目，《中国文艺》短小
精悍，每天都给大家带来高水准的
文艺演出，而《中华情》则以音乐

为主，每周一次为观众献上华人乐
坛的不朽金曲；同样是关注台海局
势，日播节目《海峡两岸》以时事
报道和专家评论的形式追踪台湾新
闻和两岸热点，而每周一次的《天
涯共此时》节目则更注重两岸民生
和文化的交流，分享中华文化的传
承心得。

至于《走遍中国》和《远方
的家》，也许是因为祖国的旅游资
源太过丰富，足以支撑两兄弟在
荧屏上天天亮相。相比之下，《走
遍中国》是个标准的旅行家，每
到一处都要细细品味当地的风土
人情和人文景观，而《远方的家》
则更像是一个探险高手，任何艰
险都阻挡不住他纵览天下的脚步，
给观众带来惊险刺激、妙趣横生
的旅游体验。

我爱看中文电视
———长城平台专版

一个独生子

一，鲁健 
出生地：内蒙古阿拉善盟
出生日期：1972年10月4日
毕业院校：北京广播学院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
主持节目：《中国新闻》等

说完节目，自然要说说主持人，
能进央视本来就不简单，要面向全
球华人主持节目就更是百里挑一。
看看 CCTV-4 观众俱乐部网上投票
选出的十佳主持人，哪一个不是外
形养眼，气质超凡。

就拿大家最感兴趣的央视美女
主播来说吧，有网友发现网上人气
最旺的美女主播有许多出自央视四
套。据央视内部人员透露，由于四
套是对外播出频道，该频道的主持
人在化妆、着装上特立独行，被央

视领导认为“引领时代之先”，是
名副其实的美女制造。《中国新闻》
的三大美女梦桐、叶迎春和徐俐联
袂上榜绝非偶然。

当然，人长得漂亮，节目也
要做得好。CCTV-4 的当家花旦
孟盛楠和李红就分别主持了网上
投票选出的 CCTV-4 十佳节目中
的《中国文艺》和《海峡两岸》，
洪涛也因为主持《中华医药》而
深入人心，至于桑晨，她不仅在
《天涯共此时》表现出色，还因

为客串主持《中华情》而广为人
知。

最后还要说说红花丛中的三朵
绿叶，鲁健、王世林和任志宏能在
美女如云的 CCTV-4 主持中脱颖而
出进入十佳完全是众望所归。作为
各自节目的灵魂人物，鲁健和王世
林以其大气、睿智的主持风格赋予
了《今日关注》强大的生命力，而
任志宏则以其富有磁性和穿透力的
嗓音，使观看《国宝档案》成为视
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

最受欢迎主持人排行榜

央视四套——美女梦工厂

来源：CCTV-4观众俱乐部网上投票(综合海外数据)

十，任志宏 
出生地：山西孝义
生日：3月28日
职场起步：太原市青年歌舞
剧团声乐演员
主持节目：《国宝档案》

九，王世林 
出生地：河北省
生日：1966年11月11日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主持节目：《今日关注》，
《中国新闻》

八，洪涛 
出生地：新疆
生日：3月1日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主持节目：《中华医药》

七，孟盛楠 
出生地：兰州
生日：10月17日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主持节目：《中国文艺》

六，叶迎春 
出生地：江西景德镇
生日：1月23日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主持节目：《中国新闻》

五，梦桐 
出生地：天津
生日：1976年3月30日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主持节目：《中国新闻》

四，桑晨 
出生地：北京
生日：1973年7月3日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主持节目：《天涯共此时》，
《中华情》

三，徐俐 
出生地：湖南临湘
出生日期：1961年
职场起步：长沙人民广播电台
主持节目：《中国新闻》

二，李红 　　 
出生地：吉林省吉林市
生日：3月28日
毕业学校：吉林大学
主持节目：《海峡两岸》

四对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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