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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剧
《人活一张脸》

江苏国际 3 月 26 日起每天 12:05 两集连播

江苏国际 3 月 26 日 9:30 首播一集，
21:15 重播，次日起 8:50 两集连播
20:35 重播

人文味道 世界传播 江苏国际频道蛇年新节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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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 3 月 29 日起周一至周五 10:25
首播一集，19:30 重播

贾裁缝和潘凤霞共有三儿
一女，一家人过着普通而自足
的生活。故事从一九七八年恢

复高考开始，四个儿女经历高考的录取和落榜，
从而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老大所在的锅炉厂效
益越来越差。老三因为一个意外的机会而走上经
商的道路。出于好心，老三想帮老大的工厂推销
滞留的锅炉却没想到被骗了。全家人在母亲号召
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困难和诚信挑战面前，
他们一家人携手承担。

1969 年北大荒林区的一
个雨夜，小火车又载来了一
批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

青年。白桦林火车站的站长杨秉奎，望着一张张稚
嫩而青春洋溢的脸，预感到这批人的到来，将会给
北大荒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中有人如赵天亮、周萍、齐勇、孙曼玲，
来自祖国天南海北，在汗水中缔结着珍贵的友情与
爱情，从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的懵懂中逐渐成熟；也
有人像赵曙光、冯晓兰，有着睿智的头脑、高尚的
情操与满腹的学识，却立志扎根陕北农村，为民生
暗中奔走，誓把贫穷连根拔起。

平 岭 市 保 春 制 药 厂
的青年女工祝四萍在药

厂扩建工地遇害，韩丁作为律师去制药厂办事时
邂逅了罗晶晶，他被罗晶晶的独特气质和曲折遭
遇所打动，两人陷入热恋中……美好的时光没有
维持多久，一个本已从罗晶晶的生活中消失的男
孩——龙小羽重新出现，他曾经是罗晶晶的初恋
情人，现在是一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初
恋，罗晶晶想尽一切办法拯救帮助龙小羽，希望
为他洗清冤屈。甚至不惜利用与韩丁的感情，利
用其律师身份帮助龙小羽做无罪辩护。

静公主善良无比，时
常济弱扶困。最喜欢外面

的自由世界，每每扮成男子，游走于市井小
巷中，在平民百姓间混得酣畅淋漓。加上她
以龙少侠自居，我行我素，天马行空，又喜
恶作剧，所以三教九流的朋友送她亲昵绰号
“小龙虾”。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静公主结
识了少年英武、大智大慧的皇帝朱允和一表
人材、风流倜傥的白云飞，三人结拜为兄弟，
故事就此开始。

年代情感剧
《知青》

都市悬疑剧
《新拿什么
拯救你，

我的爱人》

      大妈答题心有杂念，为女挑夫满心喜； 
研究生叫板国学老师，唇枪舌战酣战； 美
女求助乱抱大腿，型男不屑沈涛斥；美艳
模特忽悠王，答题全错强手吓退。

浙江国际频道 3 月 25 日周一 18:30 首播，
3 月 26 日 12:35 重播

主演：吕丽萍  辛柏青  
吴健  刘威  于月仙  佟丽娅 

主演：唐曾  傅晶  
程皓枫  李欣凌  王凯 主演：张歆艺  董璇  

贾乃亮　崔林

古装轻喜剧
《刁蛮公主》

主演：张娜拉  苏有朋  
吕行  鲍蕾  陈秀丽

《转身遇到 TA》第六期

《对战最强音》泉州站

《王牌谍中谍》第六期

凤凰卫视 3 月 22 日起周一至周五 7:00 播
送一集

      金池、金志文、平安、吴莫愁、丁丁、
李代沫、张玮、大山等人气学员齐亮相；
还有那英、吴克群、杨坤轮番登场，倾力
助唱。最终主场作战的金池以一曲独特的
闽南歌曲带领庾澄庆队夺冠。

浙江国际频道 3 月 29 日周五 18:30 首播，
3 月 30 日 12:35 重播

　《新视界》是一档以国际视野解读城市发展的人文电
视周刊，以“让江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江苏”为宗旨，
栏目内容分为资讯、话题探讨和人物专题三方面，以江苏
为起点，关注城市发展和对外交流的进程，记录宏观城市
和微观个体，引领城市生活，满足城市人群不断变化的精
神追求。 
　　时尚外观，win8 界面；本土对接，全球视野。话题讨
论环节，每期根据内容邀请不同嘉宾，有专家，有杂谈，
深入浅出，观点碰撞，脑力激荡，同时结合国外的相似案

例，启发多角度的思考与维度。例如关注“洋女婿在中国”，
探讨跨国婚姻的话题；“常回家看看”，由海外子女回家
过年生发出社会话题的深层讨论。
     此外每期节目还会选取一位杰出华人，记录他的生存状
态、展示他的传奇人生。在先期播出的几档节目中有讲述
美国圣路易大学汉语教师戴庆龄 24 年如一日，在美教授汉
语，使无数美国学生爱上中文、爱上中国文化的故事；还
带领观众走进南京籍小提琴王子宋歌的艺术世界。 

　　播出时间：每周五 15:20 首播，19:05，23:50 重播

　《走读江南》为一档人文地理类专题栏目，以行者
走读的方式，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在衣食住行的关注中，
在谈笑风生的采访中，探秘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感受
当下江南的无限风情。在节目中，一位知性美女和外籍主
持作为搭档行走于水乡的繁华氤氲中，向观众诉说其中蕴
含的无尽诗意和深厚的文化传承。
     《走读江南》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江南冬之味》，把摄
影机的镜头对准江苏各地的巷弄老店、乡间作坊、寻常人
家，从他们的手工作品来告诉我们每个城市的滋味。同时，

该系列还探寻一些不为观众熟知的江苏特有美食文化，如
白芹、啥汤，解密特有食物的生长和制作过程，结合江苏
的地域文化和民俗习惯，展现冬日里江苏人关于美食代代
相传的记忆。
      已制作播出的《“相遇扬州”之寻味扬州炒饭》，以外
国人的视角，重新挖掘出这一最平常的中华美食所具备的
无限韵味，在老旧的题材中，整合出全新创意，受到海内
外观众的好评。 

　　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 15:00 首播，18:45 重播

　《星电影》是由崔永元领衔的《新电影传奇》原班人
马打造、《东方时空》创始人时间担任总策划的全新麻辣
影评栏目，关注正在放映、拍摄、制作中的新电影，可以
说是为新电影量身打造的一档传奇节目，希望用这样一种
方式，为电影人和喜爱电影的您营造一个电影的“传奇窗
口”，把电影背后的故事讲给您听。
　　这是一档有关电影的节目；一种有关电影的标准；一
段有关电影的叙述；展现电影的另一面；深入电影的另一层；
探索电影的每一个空间；每一部电影都应有自己的传奇；

每一部电影都应有自己的传奇版。
　　节目由江小鱼、龙斌这两位知名影评人首度搭档主持，
一北一南，一冷一热，一瘦一胖的两个人，不仅用最犀利
的观点和大家一起聊电影，还将与各位大导演、大明星进
行现场对话，有询问，有探讨，甚至还有争吵。
      首批节目将探秘王家卫拍摄电影《一代宗师》时的幕后
趣事；而国际巨星成龙在回归喜剧后，也将在《新电影》

栏目首次讲述全新力作《十二生肖》的台前幕后。

　　播出时间：每周六 15:00 首播，18:45，23:30 重播

    性感辣妈辨真伪 ，职场美女
秀绝活，运动女将展身材，影
视小花飚演技，选美皇后比高
低 ... 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品牌栏
目《快乐蓝天下》最新系列节
目《谁是女主角》为您精心打
造的美女集中营，每期五位女
神级美女靓丽登场，施展才艺，
答题闯关，与现场男嘉宾精彩
互动，激情游戏，最后由 30 人
组成的男士团评选出当期“最
佳女主角”，节目总冠军将在

浙江台自制剧中出任女一号。

《1001 个真相》 vs 《新闻大求真》
        自从 2003 年美国
探 索 频 道 (Discovery)
推 出 传 言 求 证 节 目
《 流 言 终 结 者 》
(MythBusters) 一 跑 而

红，几乎全世界的科普节目都变身福尔摩
斯，以科学的名义，动用各种大型仪器和
精尖设备，甚至不惜采用爆炸和破坏等极
端手段，向传言宣战，还原事实真相。
       作为国内众多山寨版中较为成功的两
个节目，《1001 个真相》和《新闻大求
真》虽然都继承了《流言终结者》的衣钵，
但在节目形态上却各有千秋。例如对于网
上流传甚广的“喝可乐吃薄荷糖 (Mentos)

有致命危险”的传言，《新闻大求真》
只是简单地用气球模仿人胃经受“沸腾
可乐”的冲击，就导出禁止同饮的结论，
而《1001 个真相》的主持人则当场验证，
非但若无其事，还玩兴大发用可乐喷射来
驱动载人模型车。两个科普节目得出相反
结论，让人模不着头脑。其实原版《流言
终结者》早在 2006 年就探讨过这个问题，
两位特效专家出身的主持人不仅辨别出
只有健怡可乐才有此效果，而且对可乐和
薄荷糖的主要成分逐一测试，试图找出可
乐井喷的科学原理，虽然他们据此研制的
可乐火箭没能飞上天，但他们精心调制的
可乐喷泉却创造了飞天记录。至于可乐和
薄荷糖同时入嘴，他们亲身演示的结果是
有大量泡沫喷出，但不会伤及胃部。
       如此看来，就实验的严密性和可靠性
而言，虽然难以与祖师爷媲美，但与《新
闻大求真》相比，《1001 个真相》仍是
略胜一筹，而且该节目在天马行空的创意

和惊险刺激
的观赏性方
面也颇得原
版真传。
    反观《新
闻大求真》,
虽然因为篇
幅原因有些
问题无法深
入研究，但
湖南台的节
目贵在“接
地气”，无论是用明矾制作假蜂蜜，复制
手机卡搞窃听，或是校服检出致癌物，只
要成为热门话题，就能在这里得到科学验
证。其实，只要看看“方便面包装盒上的
荧光剂是否有毒？”，“电热毯会造成男
性不育？”，“转基因食用油被妖魔化？”
等求证传言，就可以知道《新闻大求真》
节目是多么亲民，多么富有中国特色了。

     今晚的四位男士从相貌到事业无一不是
顶尖之选，创造近 12 亿票房奇迹的电影《泰
囧》联合出品人于宇昂；网络副总裁、拥
有七家咖啡连锁店的“清华型男”李大龙；
联合国 60 年里非政府峰会最年轻的核心组
委会成员，外表狂野的“清华男”任军；
中国最帅吉他手、音乐制作人夏炎……究
竟谁能成为他们的“真命天女”？

浙江国际频道 3 月 30 日周六 18:30 首播，
3 月 31 日 12:35 重播

《谁是女主角》

浙江国际频道：每周四 18:30
首播，次日 12:35 重播

《1001 个真相》东方卫视 
周 一、 周 三 至 周 五 8:40，
15:40； 周 六 13:57，22:25；
周日 10:01

《新闻大求真》湖南国际　
周一至周四 13:25，18:55

长城平台
幸运抽奖揭晓
长城平台客户春节幸
运抽奖活动日前结束，
经法庭执达员抽签，
两位获奖者分别是：

吴侠　75010
刘朝　75019

这两位幸运观众已分
别领取１０００欧元
奖金．感谢大家的参

与，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