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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挑一》

娃娃脸萌男找虐，姐姐妹妹争相出手，
不知哪位女嘉宾会得到这个权利欺负他一
生一世，身为时尚买手的他会不会放弃心
仪女嘉宾而选择被疼爱呢？混血富二代才
貌俱佳，爱江山更爱美人，经营家族珠宝
生意的他究竟会为哪位女嘉宾定制香水，
用她的名字命名下款珠宝呢？草根精英卖
萌装靠谱，白手起家创立银行培训公司，
在前三次恋爱中备受打击的他能否牵走他
的心仪女生？
东方卫视 11 月 22 日周五 7:51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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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明星》

《中国梦想秀》第六季自 10 月 25 日起在浙江国际 自所代表的不同人群。比如，对“剩女大龄晚婚”这
频道精彩上演。这一季节目较之前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件事，老一辈和年轻一代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老少
梦想助力席位从原来的 30 个缩减到了 18 个，同时引 之争”或许成为本季梦想秀的最大看点。
据了解，本季节目的圆梦实力更加强大，3000 万
入赵忠祥和郭敬明两位梦想特使。前者富有经验的睿
智点评、后者首度荧屏露面三度飙泪无遮挡展现感性 元的助梦基金已经到位，谁的梦想故事能够打动梦想
一面，再加上“梦想大使”周立波一贯的逗笑圆梦作 评审团，都有可能即时圆梦。与此同时，节目还加入
了赵忠祥和郭敬明的“个人资助追梦人”环节，如果
派，让“梦六”欢乐起航传递梦想正能量！
据总导演蒋敏昊介绍，“梦六”将一改周立波和追 这两位圆梦大使被追梦人所感动，他们可以选择“个
梦人“孤独”对话的状态，之所以邀请“中老年知音” 人资助”，即动用个人资源去帮助追梦人圆梦。
赵忠祥和“小时代偶像”郭敬明，正是看中了他们各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五 18:30 首播，周六 12:35 重播

潘家老少齐上阵，家庭春晚引爆全场；
汤镇业儿子首上综艺，杨幂隔空打气；宝
弟姐弟再度携手，嗨唱高凌风神曲；高凌
风带病助阵宝弟，全场感动泪崩；高凌风
冒死发声，现场指导儿女表演；霍尊再打
亲情牌，母子携手温情献唱。
浙江国际频道 11 月 25 日周一 19:30 首播，
11 月 26 日 13:35 重播

《爱情连连看》

《谁能百里挑一》

来自北京的美丽女作家魏晓岚，她的
样貌神态让人惊呼：百里挑一人气女嘉宾
谢梦又回来了！来自沈阳的女校长以一首
动人的《好日子》开场，只赚钱不花钱，
四年存百万羡煞众人；网络自拍女神现真
容，穿婚纱示爱马徐骏；铁杆粉丝鸿雁传书，
质问站神马徐骏；爱练腹肌的长沙女博士
会让你知道，为何女博士被称为第三类人。
东方卫视 11 月 26 日周二 8:17 播出

《星星知我心》 是浙江卫视原创打造的未
婚明星亲子互动真人秀节目，由毫无育儿经验
的男女明星做“临时父母”，照看陌生小孩。
瞿颖、平安、明道、胡夏、吴映洁、王栎鑫等
当红偶像明星倾情加盟。
节目组还请到明星父母前来助阵，营造
“三代同堂”的感觉。他们的“育儿首秀”将
由 50 对父母现场打分，选出“中国好爸妈”。
浙江国际 周三 18:30 首播，周四 12:35 重播

《远方的家》携手 QQ 推
出“最美山川”投票活动

《谁是大擂主》

风险小成本低 “80 后”生子助推“亲子风”
浙江国际《人生第一次》收官后，《星星知我心》旋即
接档，再加上东方卫视的《潮童天下》，厦门卫视的《老爸
拼吧》等节目，长城平台的荧屏“亲子战”已全面打响。
事实上，相比歌唱真人秀，亲子类节目成本低，风险小，
而 80 后纷纷生子，25 到 34 岁年龄段成为收视主体，两代
人都是广告主青睐的对象。此外，导演组精心设计，卖萌
泪崩，哭闹励志，父母舔犊，每个环节都是收视保证。

“最美山川皮肤评选”是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CCTV4《远方
的家》栏目与腾讯 QQ 联合推出的人文旅游专题互动活动。活
动期间为“最美山川”皮肤投票即可参奖，中奖者有机会参
与《远方的家》外景拍摄、获得节目组专用户外运动装备，更
有机会赢取价值 5000 元人民币的旅行基金！另外，设置任意
" 最美山川 " 活动皮肤为 QQ 皮肤并分享，即有机会获得 Q 币
大 奖。 活 动 时 间 为 2013 年 10 月 11 日 到 2014 年 2 月 28 日，
活动详情请见 http://mma.qq.com/home/skin/index.html

传媒男求学打拼出成绩，但过于以自
我为中心，遭女宾炮轰爆发唇舌之争；成
熟稳重男有着刘德华式的性感嗓音却频繁
拒绝女生示爱，现场跪地求婚女神；理工
宅男 6 年没谈恋爱成健身狂人，穿衣打扮
缺情趣遭嘲笑；史上最多明星脸的帅气主
播真诚追爱，女神冷艳难驾驭。
浙江国际频道 11 月 26 日周二 19:30 首播，
11 月 27 日 13:35 重播

《星星知我心》

脱口秀节目选萃
古今中外三教九流，嘻笑怒骂皆成
文章，板砖与段子齐飞，吐槽共笑
点一色，看脱口秀，您 Hold 住吗？ 东方卫视 每周六 14:15 首播，周日 20:49 重播
袁成杰现场秀才艺，边打腰鼓边跳舞；
小擂主学唱东方红，遭评委黑脸吐槽；花
季少女得怪病，勇敢挑战为梦而歌；百变
女王变公主，穿越时代玩摇滚；魅力型男
扮王爷，耍宝唱歌样样行；网络对头再交
手，型男不敌民歌女王；祁汉舞台吐苦水，
为父献歌祈平安。
东方卫视 12 月 8 日周日 13:50 播出

《王子的约会》

岁月如梭，有一位家学渊源、博览群书的文青老男
人为您梳理历史上的每一天，攫取人类文明长河的每一
朵浪花 ；世事纷扰，有一个特立独行、毁誉参半的冷面
笑将为您解读新闻，调侃时事 ；土豪当道，有一位呆萌
东方卫视 周一至周五 9:53 首播，17:41 重播
“小王爷”为 80 后代言，妙语连珠，笑谈人生百味。
论才气，
《晓松说》当仁不让，博古通今，横贯中西；
论表演，《壹周立波秀》海派风味，独树一帜 ；论时尚，
欧美范的《今晚 80 后脱口秀》高端大气，潮流热点信
手拈来，爆笑段子新鲜出炉，还有明星达人惊艳亮相。 凤凰卫视欧洲台 每周六 13:00 首播，22:00 重播

《奇舞飞扬》

本期节目将迎来全能艺人明道和知名
女演员金铭这两组未婚明星进行 PK，争夺
“最有爱临时父母”这一称号：东北妞欲
上厕所，明道尴尬求帮助；小美妞身体不
适，明道带孩子看病；金铭胡夏轮番上阵，
说服顽童练钢琴；骄傲女嫌脏怕累，明道
带其体验生活；萌姐姐打哭弟弟，金铭展
开强势教育。
浙江国际频道 11 月 27 日周三 18:30 首播，
11 月 28 日 12:35 重播

《中国梦想秀》

《挑战麦克风》

本期
3D 壁
节 目 2011
画舞奔泪
快乐女声
曝感人秘
PK 微 博 评
密， 柳 岩
委， 与 周
PK 性 感 舞
思 成、 杨
姿， 遭 KK
铱、 丁 野
激吻；达人
萧敬腾现身《王子的约会》担任来
等嗨翻全
自创闪电
宾，导演组以萧敬腾的四首歌，设计一个
预测明年桃花运势的心理测验，让他替现 舞，万伏电压吓呆评委；贫困生改编亲身经历，献舞 场：“宅男女神”付梦妮重新诠释影视金曲，唱功得
场女生分析明年的感情运势。萧敬腾与主 亡父灵魂忏悔；双胞胎美女同恋一人，真实演绎虐心 到一致好评；歌词大找茬游戏，快女刘忻倾情献唱；
持庾澄庆也做了心理测验，还选中了同首 爱恋舞，戴军冲动挺身救美人；白裤瑶族特色风情舞， 陆翊翩翩起舞，上演可爱版“蓝精灵”；思思老师与
歌《Marry Me》，代表明年桃花指数百分百。 引刘真羡慕嫉妒；退伍老兵秀绝技，刀尖光脚舞霹雳。 参赛者们比试舞蹈，并与杨铱搭档一展歌喉……
湖南国际频道 11 月 7 日周六 15:30 首播，21:25 重播
凤凰卫视欧洲台 12 月 1 日周日 9:30 首播， 湖南国际频道 12 月 8 日周日 14:00 首播，19:45 重播
21:30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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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红妹电视首秀，自曝收入惊全场；
萌小伙心系家乡，嘎子哥形象逗众人；三
姐妹手偶表演，创意重现幸福家庭；父亲
意外现身，曝光母亲神秘遗物；薛之谦首
曝身世，飙泪捐款献爱心；香港名导隐居，
为自己正名不好色；老婆助夫圆梦想，抵
押房屋拍电影。
浙江国际频道 11 月 22 日周五 18:30 首播，
11 月 23 日 12:35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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