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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际
《奇舞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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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周六 16:39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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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椅续写神奇 浙江卫视开年新节目集体空降法国
二○一三，椅子照转。这把神奇的转椅随着去年《中国好声音》异军突起成为称霸荧屏的绝世利器，为浙江卫视带来滚滚财源。进入蛇年，转椅再次
大放异彩，除了《对战最强音》本身即是《中国好声音》后传，转椅还在《转身遇到 TA》中首次客串红娘，就连《王牌谍中谍》也如法炮制了六把椅子。
二○一三也是浙江卫视当家主持沈涛三十而立，迸发之年，这位娘子军中的党代表不仅红娘段位升级，横跨《爱情连连看》和《转身遇到ＴＡ》两档
热播相亲节目，还在《王牌谍中谍》里搭档华少挑动选手内斗。此外，他还忙里偷闲，远赴巴黎主持《爱情连连看》法国专场，尽显劳模本色。

      四大黄金战队，席卷中国 12 座城市，这
一次他们是为团队荣誉而战，究竟谁才是最
强战队。《中国好声音之对战最强音》2013 年
2 月起每周五晚浙江国际频道闪亮登场。

“对战最强音”也就是“中国好声音巡回
演唱会”，是浙江卫视新年打响的综艺第一炮。
由华少和伊一担任主持人，节目形式由演唱
会组成，把 2012 年的好声音学员以导师名义
分为四个组，与好声音不同的是，此节目以
组队形式来对抗，由现场观众投票决出胜负。

每场四个小时的演唱会将被精剪成 90 分
钟的版本，在 12 场对决中胜出的最强战队，
将有望登上国际舞台。

      经历可以伪造，能力可以虚构，从初次见
面的那一刻起，六位参赛者的心理暗战就已
打响。不怕你吹破大天，就怕你编不出瞎话。
只要气场足够强大，即使在答题时交了白卷，
也有可能把对手忽悠得不战而退。

揣测对手成绩，挑动对手神经，每轮答
题过后的 10 妙抉择时间最见功夫，也是观众
最期待的环节。坚持还是放弃，全在一念之间。

《王牌谍中谍》是浙江卫视寄予厚望的
“王牌”栏目，动作之大连创浙江卫视四大纪
录：华少担纲制作人史无前例，华少与沈涛
“男男拍档”史无前例，全民情智类游戏节目
史无前例，收视冠军让贤新节目史无前例。

       继《中国好声音》爆红之后，浙江卫视
又火速从美国引进一档高档交友节目《转身
遇到 TA》（The Choice）。

交友不看外表，全凭谈吐“盲选”决定。
每期的四位男嘉宾都是货真价实的“钻石王
老五”，而十几位女嘉宾每人只有短短 30 秒
的时间说服他们转身，当然如果有两位以上
转身，女嘉宾也有反选的权力。此后她们还
要经历快问快答三进二，同题回答二选一，
并在最后的牵手环节拥有反转权。

从环节设置可看出，这是一档快节奏、
抢时间、强悬念的节目，迥异于以往交友节
目“讲故事”的温吞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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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舞飞扬》着力挖掘各种奇舞，即源自生
活的创意十足的具有病毒性传播力的舞蹈，不
限年龄、舞种、个人或团体，精彩纷呈。赛制
新奇：“OUT 特区”首创选手淘汰评审！舞艺
惊奇：“冠军 V5 吧”看谁能笑到最后！阵容出
奇：贾玲、KK“相声”主持，大咖评审欧弟助
阵“李真黑”嗨翻全场！

湖南国际频道 2013 年 2 月起每周五《奇舞
飞扬》首播，“无奇不有，V 舞 style”，敬请期待！

东方卫视
《潮童天下》

东方卫视
《晓松说》

浙江国际
《华人天地》

潮童，不就是潮人的儿童版吗？不过，那
份天真烂漫，童言无忌，搞笑卖萌，又岂是普
通潮人所能比拟。

看主持人金炜哥哥与小朋友对坐聊天，被
童心妙语逗得前伏后仰，看小宝宝面对突发情
况，人小鬼大，装疯卖傻，小心笑掉你的乳牙。

《潮童天下》是东方卫视为 4~6 岁的小朋
友度身定做的少儿综艺节目，不管是主持人金
炜哥哥的搞怪访谈或是棚外有趣的小任务都能
使孩子们发挥想象、畅所欲言，展现潮童们最
活泼可爱的一面。

历史，有的时候是故事，有的时候是事故，
有的时候山重水复疑无路；人类，有的时候聪
明，有的时候傻，但始终在进化。历史不是镜
子，历史是开了又落的花。朝花夕拾，重温历史，
欢迎收看《晓松说》。

2013 年起，日播脱口秀《晓松说》重磅出
击 , 东方卫视首播。音乐才子高晓松向大家讲
述他眼中“历史上的今天”，悉数古今历史、中
外文化，文学艺术侃侃而谈。

2 月 28 日起，浙江国际频道开年献礼，为
在海外的您带来 2012“十大风云浙商”系列节
目。这“十大风云浙商”代表着中国经济的风
向标，在系列节目中您将可以看到亚洲商界权
势女性上榜人物；历时 7 年终从欧盟反倾销案
中突破重围的中国鞋业巨头；扛起民族品牌大
旗的日化企业领军人物；实现传统和现代产业
齐头并进的上市企业；引人注目的浙商“富二
代”。

改版后的《华人天地》将在原有的介绍海
外浙江人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来自浙江的有
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们的故事。

这是了解浙江人的一个窗口，故事很短，
但浸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希望此刻远离故乡
的您会喜欢。

东方卫视 周三、周四：10:01; 13:15; 
19:49; 22:37，周日：10:36；15:53

奇舞开场，晓松开讲，潮童开怀。新年伊始，
长城平台各频道新节目层出不穷，其中一些在
国内也是新鲜出炉，一经播出即红遍荧屏。

《转身遇到 TA》 《对战最强音》 《王牌谍中谍》

《爱情连连看》
举办法国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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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中，擅长描写男人心理的女编
剧范小啵对阵最懂女人的内衣销售员方晓帆，
但后者却与始终保持迷人微笑的王贺一起对
活泼可爱的美女秘书詹静展开攻击。曾穿越
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探险家”华卫将用他非
凡的人生经历迎接一切挑战，而拥有傲人职
场经验的任聪则低调不语，默默答题。他们
演的到底是哪一出，谁将是最终的大赢家？

本期是《对战最强音》广州巡演，最大
亮点莫过于哈林和吴莫愁这对绯闻师生首次
同台合唱《我要给你》。此外，李代沫黑衣黑
翅化身黑天使回眸一笑，王琪玮黑色女仆装
反串演唱梁静茹的《崇拜》，而身着黑白长裙
的刘悦则男女合体演绎最爱粤语歌《浮夸》。
终极 PK 那英队黄勇《爱输给了谁》输给刘
欢队王乃恩妖而慵懒的《夜雀》。

浙江卫视大型男女相亲交友节目《爱情连连看》
以其独特的检索方式及真诚示人的男女嘉宾，成就了
中国最高效、最精准的交友平台。节目组近期开通法
国专场，为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和外籍嘉宾提供一个展
现自我、勇敢寻爱的舞台。 

浙江国际频道总监仇琼及节目主持人沈涛于 2013
年 2 月中旬和节目组编导一同抵达法国面试报名成功
的男女嘉宾并进行 VCR 拍摄，为他们来《爱情连连
看》法国专场追爱把关护航。 

《爱情连连看》法国专场将面向法国的所有单身
适婚男女，包括华侨华人、留学生及会说中文的外国
人。从法国报名选手中挑选出的 8 位男嘉宾和 2 位女
嘉宾将在 3 月中旬回国参加节目录制。浙江卫视将承
担其回国往返机票及（杭州）录制节目期间的食宿。

节目组还将在在巴黎和波尔多等城市举办一至两
场报名活动，最大限度招募渴望通过《爱情连连看》
找到理想对象的优质嘉宾。  

《爱情连连看》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已有两载，
50 位时尚靓丽的女主角，每周 5 位男嘉宾，看双方是
否在你来我往的问题对垒中“小心脏动了一下”，然
后心手相牵，踏上幸福浪漫的约会之旅。

为进一步扩大《爱情连连看》栏目的影响力，满
足海外观众参与节目的热情，浙江卫视、浙江国际频道和法国中谊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决定联合举办《爱情连连看》法国专场节目。

《爱情连连看》将拍摄、制作并播出法国专场 1—2 期节目，节目录制
完成后，将安排在浙江卫视及长城平台浙江国际频道黄金时间播出。具体
播出时间敬请关注本刊报道。

长城平台婚恋交友节目四宗最

《百里挑一》/《谁能百里挑一》

最高端：《转身遇到 TA》

最热闹：《爱情连连看》

最亲民：《我们约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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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拜美女，围观帅哥，吐槽男嘉宾王婆卖瓜，上网关注“女
神”微博，屌丝们看相亲节目还要其他理由吗？至于为
儿女婚事操心的老人，来这儿瞧瞧是打探一下现今这婚
姻是什么行情；心情最复杂的则是人到中年，感叹失去
的青春，追赶时代的节奏。

俊男靓女，没有例外！外貌协会荣誉出品。

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 ____ 的女人，
转椅就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来吧，钻石王老
五，背后的女人要你转身！

主持人沈涛，现场采访长庚，点评嘉宾张怡筠、
涂磊，再加上５位男嘉宾，50 位佳丽，当幕布华
丽丽地升起．．．

最简单的流程，最朴实的主持，最平民的嘉宾，
虽然也有“奇葩”，但大多数还是冲着婚姻来的，
就连电脑拷问也不耍花腔，直击要害！

东方卫视 《 百 里 挑 一》： 周 五 9:29；12:31；

19:09；周六 9:29；周日 12:30。《谁能百里挑一》：

周二 9:14；12.30；19.09；周六 12:30；周日 19:04

过五关斩六将杀到最后一关，眼看就可
牵手成功，是哪位女生舍得说“NO”？第三
期中就有一位强势女生首次行使反转权！面
对高大俊朗的“富二代”模特，号称“京城
第一厨少”的餐厅老板，才华横溢的台湾综
艺制作人，以及酷爱运动的大中华运营总监，
哪些幸运的佳丽能赢得约会？又有哪些会面
临意料之外的终极考验？

最养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