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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大学猛女班上演古韵侠影；女硬汉
童苡萱勾搭嘉宾，主持人 KK 捣乱遭毒手；
阳光少年柔若无骨，酷炫舞蹈惹尖叫；舞
痴男变农民工，动情演绎一票难求；型男
大跳求爱舞，表白靓丽女舞伴；羚羊人秀
芭蕾舞，致敬可可西里英雄；杨丽萍爱徒
表演太阳鼓图腾舞。

湖南国际频道 2 月 2 日周日 14:00 首播，
19:45 重播

《谁能百里挑一》

     本期《百里挑一》机灵古怪万人迷杨雨
薇终于找到听话的王子啦！俄罗斯帅气摄
影师高大上，嫩模迷恋抢表白；泰饰老板
酷似张震，花痴美女抛媚眼；酷萌超模 T
台秀，气场霸气堪比男神，谁是大小姐杨
雨薇的真命天子？

东方卫视 1 月 24 日周五 8:48 播出

      美女购物专家高贵端庄，伶牙俐齿，能
否把自己推销出去？甜蜜温柔邻家妹惹人
怜爱，爆笑讲述为内急向男友借纸；白裙
黑发古墓女乖巧可人，口齿不清遭刁难说
绕口令；自称“知心姐姐”的高挑妹大气
性感，女神下凡手持雨伞打小偷。

东方卫视 1 月 28 日周二 8:10 播出

《奇舞飞扬》

《全民奥斯卡》

       《全民奥斯卡》是由浙江卫视全新打
造的一档全民欢乐视频互动秀节目，本期
节目精选：我不是科比，我为抠鼻”带盐“；
大力士被中国大妈惊呆了；郑嘉颖刚出道
照片曝光，现场热情献唱；郑嘉颖分享曾
经养狗乐趣；宠物们也可以像人类一样生
活：会弹吉他的摇滚狗；拎包逛街的贵妇狗；
穿上袜子的跳舞猫；神奇地板剧《步步惊心》
再现四爷争夺若曦的虐心大戏。

浙江国际频道 2 月 3 日周一 18:30 首播，
2 月 4 日 12:35 重播

《百里挑一》

《今晚我们相识》 《我爱中国味》

《欧华新干线》

《不许不开心》 《全民奥斯卡》

《笑逐言开》《手机猜猜猜》

《我是大医生》

    以幽默串烧形式网罗近期发生的新事、热事、奇事、趣事，
为一个个引人入胜、开心欢乐的视频小片配上搞笑旁白，
节目内容包括《30 秒见证奇迹》、《动物也奇葩》、《世
界大不同》及《原创大本营》等板块，给那些有创造力，

有幽默感，有分享精神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北京卫视 每周六 9.30，22.34；周日 9.15，22.34 播出

  《欧华新干线》是一个属于欧
洲华人自己的新闻节目。每天凤
凰卫视驻欧洲各地记者向欧洲
台总部发来最新新闻报道，同时

全面搜集欧洲各地权威性的报章内容，与特
约记者实时连线报道重大及突发事件，对与
华人息息相关的新闻进行深入的时政剖析。

凤凰卫视 每天 21:00 播出

      《笑逐言开》是凤凰卫视周
末新闻杂谈节目《倾倾百老汇》
的升级版，新栏目将继续紧跟
社会热点，或谈笑风生，或嬉

笑怒骂，或能唱能演，或敢言敢玩。节目还
将根据到场嘉宾的特点，度身设计当期主题，
呈现出极具个人特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凤凰卫视 每周日 10:35 首播，22:45 重播

     《手机猜猜猜》以智能生活
方式为主要内容，以手机为切入
点，以现场嘉宾趣味竞猜的形式
展现前沿科技产品的精妙、新媒

体技术的最新应用和智能生活的神奇与惊喜，
为观众提供切实、便利的潮流生活服务信息。

北京卫视 每周六、周日 17:06 首播，周日
10:25 和 23:25 重播

    《我爱中国味》是北京卫视
全新开启的一档美食综艺互动节
目。栏目以“人生百味 暖心暖胃”
为情感理念，倡导观众“周末回
家吃饭”。栏目每期邀请两组明
星家庭，用拿手家常菜挑战专业

级厨师，最终由大众品评团判定输赢。

北京卫视 每周四 12:05 首播，18:45 重播

      本节目采用全民视频征集的制作方式，配合现场互
动，将具有娱乐和社会意义的新媒体视频进行整合再造，
同时节目组准备了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视频拍摄基金，旨
在通过欢乐视频互动 + 创意视频颁奖礼的节目形式娱

乐大众，引领“创意视频、全民参与”的中国式视频互动秀新风潮。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一 18:30 首播，次日 12:35 重播

《我要上春晚》
  春晚节目是怎样炼成的？
《我要上春晚》为您指点
迷津。歌舞魔术、相声小
品缤纷亮相，大腕明星、
草根达人同台比拼，过关
斩将，争夺春晚入场券。

央视娱乐 到 1 月 29 日每
天 播 出 一 期，13:00-14:00
之间首播；21:00-22:20 和
次日 9:00-9:30 之间重播

        冯小刚私人订制，赵本山退居幕后，张国立下海主持，郭德纲暂避风头，冯氏春晚，马上见分晓。

     大型原创时尚变身交友真人秀《十足女神 FAN》在全国寻

找隐藏在民间的“平民女神”，邀请国际顶尖团队为她们设计造型，让她们焕
发钻石般耀眼光彩。华丽蜕变后，她们将站在舞台的中央，与“殿堂级美女”
萧蔷和“型男”嘉宾团及 50 位最富激情的单身“宅男”零距离接触，激情互动。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二 18:30 首播，次日 12:35 重播

     大型喜剧评论类节目《中国喜剧星》将尝

试梳理“中国式幽默”的表现形式，打破人们心中“喜剧就
是小品、相声”的传统印象，通过节目努力发现“最具有驾
驭喜剧能力的人”，集合资源优势打造有实力的“喜剧新星”。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五 18:30 首播，次日 12:35 重播

       《今晚我们相识》节目原为
北京电视台品牌栏目，时隔 10
余年重返银屏。新版节目的最大
特点是男女嘉宾 "2+3", 在背靠

背不见面的情况下，通过逐关提问、淘汰的
方式，最终剩下一对一，见面，选择是否牵手。
节目在不同环节营造多重悬念，渐入高潮。

北京卫视 每周六 12:05 首播，18:42 重播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 2014 年 1 月 30 日 13:00
现场直播，当天 21:00 和 31 日 6:00 重播

●苏菲玛索首登春晚？为庆祝中法
建交 50 周年，节目组有意邀请法国女

星苏菲玛索搭档著名歌手刘欢，演唱法国民谣《玫
瑰人生》，但苏菲玛索的儿子近期生病，她能否

成行目前还是未知数●崔健献唱？传中国摇滚
教父崔健将亮相春晚演唱成名曲《一无所有》，
但首次联排时他的曲目却改为《花房姑娘》，据
说是因为《一无所有》未通过审查，但崔健不愿

改词，而其经纪人则否认崔健上春晚，●刘谦
遇“小三”拆档？刘谦和董卿的金牌搭档惊
爆“小三”，董卿将为魔术新秀 Yif 做托，刘谦
则在微博感叹要好好过年，还有人看见魔术师傅
琰东牵马进央视，显示春晚魔术节目仍悬而未决。

《盛女大作战》
《盛女大作战》首次将目光聚焦于都市

“剩女”人群，致力为广大单身剩女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剖析内心的诚意平台，而现场
7 位导师的劝解、建议甚至“冲撞”，则能
帮助剩女们更客观全面地认清自己，从而真
正做到“不忘前事之师，不愁未来之路”。

东方卫视 每周四 8:00 首播，当天 12:35 和 19:00 重播

《人生第一次》

●李玟开场：打破“大拜年”既有模
式，马年春晚选择李玟的经典金曲《想

你的 365 天》作为开场曲，张靓颖、林志炫和沙

宝亮等也将一同献声●人肉计时：杨丽萍侄女
小彩旗化身“时间女”贯穿整个春晚，她将在一
个特设舞台上如同八音盒上的时间娃娃般连续旋

转四个小时，象征春夏秋冬的流逝●梁陈美景：
梁家辉春晚首秀，与陈慧琳联袂演绎新歌《最好
的夜晚》, 在众多国标舞高手陪伴下舞动华尔兹●

韩流来袭：热播韩剧《继承者们》男主角李敏
镐确认加盟马年春晚，并将与庾澄庆合唱《流星

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年糕贺岁：除夕
夜一个直径 1.2 米、高 9 层、重达 200 多斤、满
载五湖四海特产的蛋糕式年糕将亮相春晚，由新
晋主持张国立切开，寓意五谷丰登、九州同乐。

      单亲辣妈钟丽缇，著名
笑星小沈阳夫妇，世界先生
徐冲一家，摇滚浪子王仁甫

家庭，当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展开三天两夜户外暖心之旅，会有怎样
的精彩表现？浙江卫视大型家庭亲子户外节目《人生第一次》为观众
上演一幕幕有笑有泪的明星亲情故事。

浙江国际频道 每周六 18:30 首播，次日 12:35 重播

《历届春晚语言节目集锦》
央视娱乐 1 月 31 日起每
天播出一期，首播时间在
12:30-13:50 之间；重播时
间在当天 21:00-22:20 之间

    《我是大医生》是一档以
医生主持团为核心的大型养生
节目。三位权威、帅气又亲切
的男医生组成“医生梦之队”，

搭档前《养生堂》美女主持悦悦，通过最有
趣的互动、最权威的讲解、最直观的实证，
向大众传播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知识。

北京卫视 每周四 12:05 首播，18:45 重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