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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 6 月 26 日 15:45 首播一集，次日起每周
一 14:42、周二 15:11、周三 14:25、周四 14:40、周
五 14:48 三集连播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柏林军事学院接受魔鬼训
练的孟云霄搭军机去前线，
被日机击落，落在了凤凰
山。他临危不惧，反而当
上了“大当家”，把凤凰山

的土匪改造成为一支抗日劲旅。凤凰山原女匪首火
凤凰对孟云霄渐生爱意，同时八路军的文化教员李
姝蔚也被孟云霄多次相救，渐生好感。孟云霄同晋
绥军师长郭万铭在多次交手后形成亦敌亦友的关
系。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两人摒弃前嫌，共御外侮。

        我爱记歌词《麦霸英雄汇》武汉站。
国内首位实力派心灵魔术师松明担任领队，
近似超能力的金属变形，“心灵黑客”读
心术让华少无法招架，为您带来一个惊险
刺激的魔幻漂流之夜！本场来自武汉的 5
位麦霸个个唱功了得，歌量惊人，众领唱
化身奇幻卡通人物，向青春致敬！

浙江国际频道 6 月 30 日周日 19:30 首播，
7 月 1 日 13:35 重播

家庭情感剧
《合适婚姻》

主演：颜丙燕 焦刚
陈刚 赵倩 王沫溪

主演：刘莉莉 温峥嵘
于洋 谢园 桑红

《转身遇到 TA》

《王牌谍中谍》

江苏国际 6 月 30 日起每天 12:15 三集连播，
18:10 重播

      发誓在一个月内帮女主持亚丽找到男
友的沈涛愿赌服输，光头首秀；企业小开
诚相亲，带家传秘方当彩礼；辣妹露肉装
上场，惹男嘉宾集体争宠；奇葩萝莉耍剑
法，上得厅堂打得流氓；金刚芭比重返场，
九头身吓退众挫男；美女来自书香门第，
聪明大气获好评；好好先生终决选，牵手
心仪美女嘉宾。

浙江国际频道 6 月 29 日周六 19:30 首播，
6 月 30 日 13:35 重播

      本期《王牌谍中谍》上演“旅游达人”
的精彩对决。本期节目有 50% 的题目均与
旅游相关，让观众在体验情商与智商的激
烈对抗之余，更能增加旅游知识。各位挑
战者用自己的丰富阅历战胜对手，究竟谁
能更胜一筹获得“谍王”称号？

浙江国际频道 7 月 1 日周一 19:30 首播，
7 月 2 日 13:35 重播

《我爱记歌词》

湖南国际频道名人解梦

年轻的公司经理王鹏
因反对父亲再婚娶自家保
姆金凤而与父亲闹翻，王鹏
未婚妻齐菲从中调解，使
王鹏接受事实。大婚当天，

金凤女儿彩玲到来使王鹏父子震惊，原来彩玲是王
鹏前女友，因出身农村被王鹏妈妈拆散。王鹏爸再
婚后又冒出一个自称是金凤丈夫的陈大超，原来金
凤年轻时被无赖陈大超强暴后被迫嫁给他，后来她
提出离婚又被陈大超用假证明欺骗，齐菲再次受托
与陈大超周旋。此时王鹏无意间发现彩玲身上的伤
疤，原来她感情受挫后赌气嫁给深圳“假大款”黄
家强，困境中的黄家强将公司法人转让给彩玲，金
蝉脱壳让彩玲承担起公司的债务，掉进黄家强布好
的陷阱。所有矛盾和冲突似乎从此真正展开……

中国好爸爸 英雄出少年 厦门卫视推出两档亲子竞技节目
《中国梦想秀》

      本期节目小小男子汉带着奶奶上电视，
圆梦梦想秀；5 人跃动花绳团为队长筹得
医药费，跳跃别样青春；坚强母亲寻找被
拐儿子 14 年，走过 154000 公里路，62 次
带着希望飞行，坎坷经历感动全场；癌症

姑娘王威，用生命延续医学奇迹。

浙江国际频道 6 月 28 日周五 19:30 首播，
6 月 29 日 13:35 重播

近水楼台

90 年代的武汉，一个普
通家庭里丈夫马学武是一家
国企的厂办主任，妻子李宝
莉是汉正街的一名小贩，二
人还有一个儿子小宝。一次

企业分房让这个家庭住进了新房，岂料从搬家那天
起一系列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接踵而来：丈夫马学
武提出离婚、妻子发现丈夫出轨、无家可归的婆婆
要入住新家，终于马学武在一系列打击下选择了自
杀。宝莉的好友小景把一切厄运归结于新房的风水
不好，称之“万箭穿心”，个性倔强的李宝莉不愿
妥协，决意撑起这个家…… 

本片根据武汉籍著名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改
编，金鸡影后、实力派女星颜丙燕的表演备受推崇，
在有限的格局范畴内爆发了极为强悍的表现力，凭
此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和电影百合奖双双封后。

中国电影频道 6 月 28 日 22:00 播出

《两岸新新闻》改版升级

主演：王新军 李彩桦
秦海璐 许明虎

《我的中国梦》作为
湖 南 国 际 频 道 2013 年 5
月全新推出的一档高端人
物访谈节目，也是中国首
档名人梦想访谈节目，将

邀请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 52 位华人畅谈梦想。
著名科学家袁隆平、商界领袖宗庆后、演员李亚
鹏等已经完成节目录制。吴敬琏、莫言、柳传志、
王石、余秋雨、钟南山、姚明、李娜、姜文、陈
道明等各界人士也将先后在节目中亮相。

此外，著名节目主持人朱丹以 " 梦想精算师 "
的全新身份加盟，精算名人追梦密码 , 追访节目嘉
宾一日行程，并通过探访他 ( 她 ) 正在进行中的追
梦故事，挖掘其中奋斗细节，激励年青人为梦想
而努力拼博，带来感动正能量，无疑也为节目增
添了更加精彩的看点。

厦门卫视《两岸新新闻》改版升级，军事
专家张召忠、复旦教授蒋昌建、财经评论员石
述思、罗振宇、《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台
湾名嘴邱毅、张友骅、《新周刊》总主笔闫肖锋、
《壹读》出品人林楚方、资深媒体人刘新宇等

20 多位两岸业界翘楚，都将以《两岸新新闻》“两岸速评员”身份出现在
厦门卫视的屏幕，“速评两岸，深读中国”。同时，《两岸新新闻》每周六将
与台湾中视联合制播“两岸共同新闻”特别节目，选取当周两岸热点话题，
邀请两岸嘉宾，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形成观点的阐述和交锋。首播：每
天 17:30，重播：周一、周二 21:05 ；周三至周五 20:50 ；周六、周日 20:40。

湖南国际 每周一 17:00，周五 16:30 播出

5 月 6 日起，厦门卫视为观众倾情奉献一档全
新娱乐资讯类节目——《娱乐加油赞》 ，集结巴黎、
洛杉矶、东京、首尔、北京、上海、台湾全球七大
记者站娱乐资源，打造两岸娱乐资讯权威发布平台。
之所以强调“两岸”，当然是因为厦门卫视与台湾
隔海相望，不仅与宝岛媒体强强联手，而且还借鉴
了台湾电视轻松快乐的节目风格。此外，栏目组还

跳出娱乐新闻常规报道方式，以人文视角关注娱乐圈，每周末播出明星专辑，讲
述明星人生故事，分享其人生百味，给予观众各种感悟和启迪。首播：每天 16:15，
重播：周一、周二 21:55 ；周三至周五 21:35 ；周六、周日 21:30。

独家影讯

国际范儿

抗日传奇剧
《独立纵队》

和孩子并肩作战，争当中国好爸爸；和大人斗智斗勇，捍卫博学少年荣誉。籍卫星落地全国九省市之机，厦门卫视巨资引进国外少儿综艺版权，从６月起
推出《老爸拼吧》和《鸡蛋碰石头》两档亲子竞技节目，打造中国版“拼爹”真人秀，少儿版《智勇大冲关》，传递妙趣横生、父子 ( 女 ) 情深的快乐家庭正能量。

娱乐资讯
节目选萃

娱乐圈是最不缺新闻的演艺江湖，娱乐资讯
是最不缺观众的八卦集中营。虽然都是美女帅哥
坐镇主持，旗下狗仔队也旗鼓相当，但各台还须
自备独门秘器，才能在娱闻大战中脱颖而出　

精选国产片
《万箭穿心》

《娱乐加油赞》全新出发

《鸡蛋碰石头》节目以大人挑
战孩子的模式，从 9-15 岁每个年
龄段中挑选出一个孩子来组成共 7
人的博学少年团。博学少年团每
集将接受四位不同背景领域的大

人的挑战。节目题型覆盖文学、历史、时政、天文、地理，娱乐等各个方面，
最终大人将通过视图题，视频题，抢答题等层层升级的难关，想方设法战
胜博学少年团，赢得大奖。首播：周日 13:25，重播：周日 19:20，周一 9:25

放飞安全绳，让孩子凌空飞翔，将手
中的飞镖投向标靶，这就是《老爸拼吧》
最著名的空中游戏“人体飞镖”，为此，厦
门卫视打造了一个 60 平米的全世界最大标
靶，每期都有 4 组老爸和孩子在 2400 平米

的全环绕式演播厅里玩游戏，答问题。从他们飞机落地那一刻起，无处不在的摄
像机记录下参赛家庭全力备战，老爸拼命，妈妈鼓劲的每一个瞬间，直到获胜家
庭的孩子大声高呼：“我老爸最棒！”首播：周六 13:25，重播：周六 19:20，周日 9:25

《老爸拼吧》 《鸡蛋碰石头》

北京卫视 周一至周五 18:45 播出

中国电影频道 每 天 14:40 首 播，
18:30 重播

凤凰卫视欧洲台 周一至周五 17:35
首播，次日 9:30 重播

守着京城这座娱乐“富矿”，北京卫视自然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大大小小的首映式、记者
会从早排到晚，不愁没米下锅。再加上明星扎堆
在首都安家，正是狗仔队大展拳脚之地，重磅报

料多到要分期播出，吊足观众胃口。

中国电影权威信息，入片场如自家后院，访
主创如熟人聊天，现场花絮，幕后新闻，应有尽有，
甚至于许多新片首映式就是由电影频道一手包办，
新鲜出炉的国产片预告也在这里独家首发，一些

小众电影也能在这里觅得芳踪。 

立志叫板 CNN 的凤凰卫视，其娱乐资讯当
然也是国际范儿，嘎纳，好莱坞，柏林，威尼斯，
凤凰记者无处不在，海内外明星一网打尽，全球
娱闻同步播报，常常比国内同行提前一天，每期

结束还附赠一首精美 M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