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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频道 9 月 21 日 13:05 播出

      24 岁的健康顾问喜欢成熟女生；表面
自信的软件设计师一紧张就胡言乱语；娃
娃脸名牌包销售员现场调制鸡尾酒；型男
房产经纪引全场女生关注；影视制片自夸
能照顾女生被同行揭底；高帅英文老师大
跳骑马舞，他们能赢得台上女生的芳心吗？   

凤凰卫视欧洲台 9 月 29 日周日 10:30 首
播，21:30 重播

《大牌遇见好声音》

《爱情连连看》

中国电影频道 9 月 29 日 17:00 播出

    《我爱记歌词》之《大牌遇见好声音》
特别季，本期大牌是“音乐王子”李泉。《中
国好声音》人气学员唱作全能周诗颖，现
场使出改编大法，欲与李泉试比高；摇滚
女侠魏语诺，放出厨艺大招，鲜倒各路“吃
货”；“闭眼公子”余俊逸歌声绵中带刚，
更与李泉交流“放松心法”。 

浙江国际频道 9 月 29 日周日 19:30 首播，
9 月 30 日 13:35 重播

     《爱情连连看》美妆行业专场火热来袭！
众里寻她，凤凰男钟情个性女生；情话绵绵，
西北汉子倾情东北大妞；鸡同鸭讲，大叔
与萝莉的惊情对碰；擦肩而过，阳光正太
卖萌遭遇御姐无情拒！

浙江国际频道 9 月 24 日周二 19:30 首播，
9 月 25 日 13:35 重播

《王子的约会》

中 国 首 部“ 公 路 复 仇
片”，改编自真实杀人事件。
铁老大几年前在外地打工回
到家乡之后，就不愿再离开
家乡了，他决心安于现状，

在茫茫大山深处养家糊口。他与弟弟在乡村的垭口
开着摩的，维持基本的生计。一个午后，摩的司机
们围聚于垭口等待乘客。铁老大没有想到这竟是他
与兄弟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乘坐弟弟摩托的长发
青年在静谧的半道上突起歹意，持刀抢车，将弟弟
杀害，然后驾车逃逸。 铁老大决定千里追凶，为弟
弟报仇雪恨。他骑着摩托车从南跑到北，贵州、重庆、
内蒙、山西；一路追踪，历经背叛、欺诈、世态险
恶与自我情感的挣扎，最后在一家黑煤矿找到凶手，
自己却也一同陷入绝境…… 

王琦瑶与同学蒋丽莉到
片场参观，认识了摄影师程
先生。程先生为琦瑶拍照并
倾心于她，后来更推荐琦瑶
参 加“ 上 海 小 姐“ 的 选 举。

王琦瑶的风姿不仅使她赢得了第三名，还令掌握军
政大权的李主任义无反顾的爱上了她。王琦瑶也全
身心投入，可是李主任遭到追杀后便销声匿迹了，
王琦瑶倍感伤痛。期间她最好的朋友蒋丽莉也离开
上海了。富家子康明逊的出现使琦瑶的生活起了波
澜，琦瑶更怀上了他的孩子，由于上海局势不定康
明逊必须离开，王琦瑶只好用钱买来一段婚姻以换
取给予孩子的名分。十年后，她遇到了与自己女儿
相仿的男孩老克，并与老克有了一段忘年恋，可是
这个年轻人即将离开上海……

公路复仇片
《人山人海》

2011 年威尼斯电影节
最佳导演银狮奖：蔡尚君
主演：陈建斌 陶虹 吴秀波

传奇言情片
《长恨歌》
2005 年威尼斯电影节

欧洲艺术交流奖 
主演：郑秀文 梁家辉 胡军 

吴彦祖 黄觉 苏岩 郑希怡 黄奕

七仙女紫儿私下凡尘，
与凡人董永相爱并成亲。但
她的行为触犯了天条戒律，
王母在众神的压力下抓回紫
儿，准备治罪。董永在表哥

鱼日的帮助下闯上天庭，夫妻俩在王母面前发誓要
白头偕老。王母无奈将紫儿贬下凡间，而另外六位
仙女在往返天庭和人间帮助妹妹的过程中，也都动
了凡心。最终，她们追求爱情的执着感动了天庭，
王母娘娘就此修改了天条，成全了七位仙女。

人到四十，理应不惑，
可偏偏造化弄人。何家福，
一个木讷、忠厚、本分的中
年男人，在命运的驱动轮下
怆惶而动。一笔意外之财使

他陷入无法掌控的尴尬之境，从此他不断地经历着
大喜与大悲，而他也在诸多的情感牵扯中渐渐迷失
了方向。家，成了一个沉重和脆弱的符号……最终，
在看似幸福安逸的生活中，何家福徘徊良久，还是
选择了面对，选择了回归……

广东南方卫视 9 月 22 日起每天 22:28 两集连播 江苏国际频道 9 月 23 日起每天 5:55 两集连播

古装神话剧
《欢天喜地七仙女》

都市情感剧
《不想回家》

《转身遇到 TA》

      他曾是中国内地首个偶像组合“心跳
男孩”成员，怎样的问题让女嘉宾纷纷退
缩？他是环球旅游体验师，为何频频被女
嘉宾要求做“man”的动作？有着马苏脸、
谢娜性格的女嘉宾，现场自爆奇葩前男友；
史上最美汽车修理工现场卖萌四连拍，谁
能 hold 住他？

浙江国际频道 10 月 2 日周三 19:30 首播，
10 月 3 日 13:35 重播

全民 High 歌互动
《挑战麦克风》

商战悬疑片
《防火墙 5788》

湖南国际  每周六、周日 16:25 播出，22:25 重播
江苏国际频道  9 月 22 日起每天 9:00 两集连播，
22:35 重播

《挑战麦克风》第四季
将延续前三季无评委、全由
机器评判的人机对抗的核
心形式。两大欢唱团将由明
星领队率领以歌声对决，您
或许将看到婆婆对阵媳妇，
老板对阵员工，老师对阵学
生的热闹场面。由于两大欢

唱团身份、地位、年龄的不同，也会让这一季的《挑
战麦克风》更具对抗性。本季“挑麦” 还将全新设
置“挑麦大篷车”，深入民间挖掘爱唱爱秀之人，通
过“挑麦大篷车” 选出来的选手，将以“大来宾” 身
份助阵两大欢唱团。

青梅竹马的舒蓉与贝
志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事
业挫折，他们即将上市的
舒诚公司屡遭背后黑手暗
算。舒蓉的办公室被人闯

了空门，对方直冲“上市计划”而来，虽然没有得手，
却暴露出公司内部已有“间谍”。寻找深藏不漏的内
奸，应付接踵而至的突发事件，加快公司的上市步伐，
舒蓉和贝志诚忙得不可开交。然而事情的头绪却越
理越多，更加令人费解。 
 

《脉动梦立方》

       本期第一位挑战者是一位文武全才，
他是清华的高材生，也是全国柔道冠军，
他的目的就是挑战自我；第二位挑战者是
明星瞿颖，她是为了一位自幼失明又遭亲
生父母遗弃的女孩而来，她希望筹集更多
梦想资金用以治疗女孩的癌症，她又能闯
到哪关？

东方卫视 9 月 25 日周三 7:24 播出

《谁能百里挑一》

      一出场就被男嘉宾追捧的天使面孔“高
跟控”李娜一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之后能否在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春
天”？蒙古族妹子自称“贤妻良母专业”
毕业的她能否带着套马杆成功套走“汗血
宝马”？又是什么让马老师落荒而逃？

东方卫视 10 月 1 日周二 8:13 播出

《百里挑一》

       帅小伙才气过人，幽默风趣遭哄抢；
创业男高大英俊，留灯萌妹告白遭拒；小
情侣登台秀恩爱，忆往事浪漫蔓延；台湾
茶商清新俊逸，辣妈努求当女婿。

东方卫视 9 月 27 日周五 8:54 播出

《谁是大擂主》

     上期徐鹏以一首改编的映山红惊艳全
场，打败曹博成为擂主。而这期擂主将迎
来更多高手的挑战。央视《梦想中国》首
届冠军吴文璟、《妈妈咪呀》人气辣妈宣
薇薇、拥有千万网络点击率的唱吧人气冠
军“彩蘑菇”以及靠喂猪赚取学费的山妹
子魏小凤，究竟谁才是今天的大擂主？

东方卫视 9 月 29 日周日 14:45 播出

主演：侯天来 陈小艺 
谢园 韩雪 潘婕 雷洛生

《我不是明星》是浙江卫视 2013 年度第三季集频道资源全力打造
的全国首档青年励志节目，从明星子女的角度出发，着重凸显明星子
女摆脱父母的光环，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节目主旨。 前 10 期，每
期节目四位明星子女及四位明星嘉宾，通过才艺表演的方式进行人气
比拼，每期节目都将由观众投票，公布每位明星子女在所有观众票数
中所占的百分比。每两期节目的百分比相加，排名最低的明星子女暂
别舞台，而空出的名额将在下一期，补进一位新的明星子女继续进行
比赛，以此类推。而第 11 期为复活赛，复活的一位明星子女与前面四
位一起，最终在第 12 期冠军争夺赛中，决选出一位总冠军。为荣誉而
战！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一 19:30 首播，次日 13:35 重播

主演： 潘虹 霍思燕 
郑国霖 六小龄童 蒋欣 

主演：夏雨 姚晨 
郭京飞 钱芳 王磊

第三期 高凌风之子宝弟穿上“家传战
袍”落泪向老爸致敬；申军谊女儿申
奥欲夺三连冠遭意外表白；陈宝国儿
子陈月末演绎原创摇滚；潘长江之女
潘阳光头亮相。9 月 23 日 19:30 首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