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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 7 月 22 日起周一至周五 11:25 播放一集，
19:30 重播

1974 年，时年 18 岁的
实习演员石小青和 19 岁的
北京知青刘胜利被部队宣
传队选中。在火车即将发车
之际，小青被叫下车，从此

一对鸳鸯被拆散。县秘书李志高在小青酒醉后占有
并使她怀了孕，万般无奈的她把女儿遗弃，自己两
次自杀被人救起。胜利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两
人多次擦肩而过。二十年春秋，小青有了自己的事
业，饱受内心谴责的李志高终于找到了救赎的机会，
驾车去向小青坦白的途中遇车祸身亡。离散二十年，
胜利放弃了战友美娟和同事沈虹的频频示爱，经过
一番周折，找到了小青的女儿。小青终于看见了自
己的女儿，也看见了对自己矢志不渝的胜利。

       本期《王牌谍中谍》迎来“高考特辑”，
追忆那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高考。当“熟
男”珠宝鉴定师张心立遭遇由“男神”穆
杉伯男、“美女状元”李萌、“36 妹”杨
翘楚、“天然呆”鲁冰花、“答题题霸”
陈超组成的“青春风暴组合”，他们又将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对决马上开始！

浙江国际频道 7 月 29 日周日 19:30 首播，
7 月 30 日 13:35 重播

悬疑推理剧
《神探狄仁杰前传》

主演：富大龙 杨冥
王静 王茂蕾 齐一闻

主演：小宋佳 陈思成
万茜 王思思 王耀庆

《我爱记歌词》

《爱情连连看》

厦门卫视 7 月 19 日起周一至周二 13:25 两集连播，
19:35 重播；周三至周五 13:25 两集连播，19:20 重播；
周六和周日 14:15 播放一集，20:10 重播

     “麦霸英雄汇”——麻辣之都重庆与魅
力之城武汉展开音乐火拼，争夺象征荣誉
的“黄金麦克风” 和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
重庆队首轮大败武汉队，酱油骚年遭禁唱，
高跟鞋女王小宇宙爆发，惊险逆转，武汉
队队长惊艳开嗓，歇斯底里拿赛点，主力
唱将拼唱功，难分仲伯陷僵局。

浙江国际频道 7 月 28 日周六 19:30 首播，
7 月 29 日 13:35 重播

      说出你的秘密，见证爱的奇迹。《爱情
连连看》全新升级，打造中国最坦诚的电
视交友节目 ：他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帅小伙，
却为何声称自己绝对不能接受传统的广东
女生？他是号称第四类人的男博士，究竟
是什么样的女生秘密让他现场频频擦汗？
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小胖子，憨厚的外表萌
翻全场，却一心要找一个野蛮女友；他是
传统的上海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经
历让他形成了爱情洁癖？

浙江国际频道 7 月 30 日周一 19:30 首播，
7 月 31 日 13:35 重播

《王牌谍中谍》

《神探狄仁杰前传》将
时光倒流几十年，回到了狄
仁杰的青年时代。以狄仁杰、
武则天和玲珑三个人的特性
为故事背景，通过 20 年的

情感纠葛，描绘了李唐与周武两方权力的斗争。
狄公先后经历了七个案中套案的重大案件，历

时十六年，连续粉碎了以皇亲和外戚为主不断制造
的动乱阴谋，维护了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人民的
安居乐业，其间的坚苦卓绝紧张凶险、宦海沉浮扑
朔迷离、惊魂泣魄感天动地都是无与伦比的。而卖
花姑娘玲珑则因与皇太子的爱情幻灭，因爱生恨，
导致心理扭曲，成了一个凶狠阴险，意图报复朝廷
的女杀手，视断案如神的狄仁杰为仇人。

《转身遇到 TA》

      本期播出“女选男”明星特别季，看女
明星如何勇敢追爱：昔日童星金铭成长蜕
变；萌妹子小小瑜可爱加盟；动情告白周
韦彤激动落泪；钢琴家陈洁等待专一真爱。

浙江国际频道 7 月 27 日周五 19:30 首播，
7 月 28 日 13:35 重播

1945 年，军统的“传
奇女特工”梁海棠利用潜
伏的特务阿三，几乎要一
举击破共产党在东北的地
下组织。关键时刻，突然

赶到的国民党联合公署情报处秘书陈少杰却以抓捕
共党为名击毙了阿三，布置了半年的计划就这样功
亏一篑。恼羞成怒的梁海棠正准备着手调查陈少杰，
却因为一纸调令，被迫离开东北，而陈少杰也在完
成任务后，只身前往西南区继续自己的潜伏使命，
并再次与命中宿敌梁海棠狭路相逢。

江苏国际 7 月 26 日起每天 9:45 首播一集，23:20
重播，次日起 9:00 两集连播，22:35 重播

主演：陈瑾 丁海峰
黄小蕾 涂松岩 李明启

本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打
响后，白洋淀军民采用游击
战抗击日寇的故事。面对日
军不断向内地深入侵犯的形

势，大队长魏光明和指导员华筱诺把他们所领导的
大队分成许多小支队，在湖面上采取游击战开辟了
敌后战场。剧中华筱诺和魏光明本是两情相悦的一
对恋人，迫于抗战的爆发加上丁水妹的插足，最终
没能在一起。在面对民族危机时，三人毅然放下儿
女私情，共赴国难。

凤凰卫视 7 月 26 日起周一至周五 14:00 播放一集，
22:00 重播

都市情感剧
《房奴》

都市爱情剧
《一生只爱你》

江苏国际 7 月 27 日起每天 13:00 首播一集，18:55
重播，次日起 12:15 两集连播，18:10 重播

本剧描写了 60 年代出
生的伊世清自从买房后，
因还贷压力完全改变了自
己，虽然原来轻松的生活
不见了，但在面对一系列

头疼事时，他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70 年代
出生的冯大军夫妇是用老少三代的积蓄买下房产
的，爷爷为此甚至卖掉了老宅。但三代人住在一起
时，生活习惯的差异导致大家矛盾不断，爷爷悄悄
住进了养老院。但大军夫妇知道爷爷为自己付出的
一切，坚决要把爷爷接回自己的家里共同生活。

谍战悬疑剧
《与狼共舞》

主演：傅程鹏 程愫
于和伟 侯勇 侯梦莎

抗日传奇剧
《水上游击队》

主演：于小伟 白冰
小李琳 穆佳男 王鑫

南方卫视 7 月 25 日起每天 16:00 两集连播，22:30
重播

都市轻喜剧
《小儿难养》

主演：于小伟 傅淼
蒋林珊 董维嘉 毕彦君

80 后模范夫妻简宁和
江心抱着对“有孩儿生活”
最美好的想像，手舞足蹈地
开始了为人父母的日子。令
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
养孩子的烦恼是一波接着

一波。妹妹简艾意外的与一个叫乐乐的孩子成为知
心朋友，而 乐乐的父亲严道信却对这个“从天而
降”的女儿手足无措，于是简艾也不经意的涉入到
这个奇怪的父女二人组中。赵晓柔与男朋友吴迪原
本是标准的“丁克一族”，当她看着简宁和简艾身
边虽然麻烦但却温暖的孩子，誓做丁克的她，竟然
对吴迪提出要结婚生子，并使出奇招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始努力实现这一愿望，吴迪彻底傻眼了。

《乐光宝盒》是台视监制的综艺节目，由台湾“综艺甜心”侯佩岑和“小
费玉清”林俊逸联袂主持，以「音乐」为主轴设计各种不同单元，给拥有好声
音的歌手们提供一个能够认真唱歌表演的舞台，与观众一起撷取华语流行歌坛
的菁华，共同穿越美好的乐坛时代！节目中将邀请歌坛天王天后，从他（她）
们出道至今最重要的歌曲出发，如第一次站上舞台演唱的歌曲等，藉由这些动
人的歌曲，带出天王天后的奋斗过程！节目中还将设计不同的「特别企画」，

让观众和歌迷们能够看到天王天后私下平易近人的一面！

凤凰卫视欧洲台 每周六 14:00 首播，22:00 重播

《王子的约会》堪称台湾版《非诚勿扰》，同样取材自英国独立电视台的
两性联谊节目《Take Me Out》。台湾电视公司（台视）在购得版权后，力邀
台湾综艺大咖哈林（庾澄庆）和 S.H.E 主唱 Ella（陈嘉桦）担任月老和红娘，
帮助未婚男女寻找理想的另一半。与大陆版不同的是，节目中配对成功的男孩
女孩，节目结束后由男孩选择约会地点及方式，通过制作单位联系女孩来进行
第一次约会。约会结束时双方将接受“约会大考验”，拍摄约会心得，然后决
定继续约会或离开现场（即约会失败）。

凤凰卫视欧洲台 每周日 10:30 首播，21:30 重播

台视
综艺
闪亮
登场

湖南卫视王牌选秀节目                重磅来袭 想唱就唱                

       湖南卫视王牌选秀节目《快乐男
声》2013 再度来袭，四大评委谢霆锋、
陈坤、陶晶莹、李宇春“乘风迎春” 
组合首度合体，强力加盟总决赛，芒
果名嘴何炅、汪涵联袂主持，台前幕
后精彩无限。首创的无赛制 PK、自主
选择对手的方式，使得比赛悬念丛生，
紧张的气氛几乎让现场选手窒息；新
增热血复活赛，所有暂时离开的选手

都将集中参赛，由观众和网友共同决
定复活人选。这个夏天，干掉无趣。

谁是下一个超级偶像，等你来发现！

湖南国际频道 2013 快男预热播出安排
7 月 27 日《2010 快乐男声》6 进 5 决赛

7 月 28 日《2010 快乐男声》5 进 4 决赛

8 月 3 日《2010 快乐男声》4 进 3 决赛

8 月 4 日《2010 快乐男声》决战之夜

以上均为 15:00 首播，20:50 重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