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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丝舞团、农民消防队冯霖、冰清玉洁        
四胞胎、V 舞天团 KK、大小 Ann 热舞《最
炫民族风》，带来比广场舞更 high 的节奏。
大张伟搭档乌克兰美女首秀默剧，黄豆豆
一展语言天赋，大秀各国腔调！而向来少
有互动的沈培艺此番也是酷秀超强平衡力，
更有“村长”李锐飞车赴约，温情圆梦结
石宝宝！   

湖南国际 5 月 3 日周六 15:00 播出

《我们约会吧》

《十足女神范》

中国电影频道 4 月 29 日 9:30 播出

      曾经因为音乐梦想而放弃爱情，现在而
立之年的男嘉宾携父亲助阵，能否如愿以
偿成功牵手？翘臀婚庆主持帅气来袭，婚
后 AA 制婚恋观引起现场女嘉宾的集体不
满；长相超萌的“黑米哥哥”养了条狗狗
引女嘉宾爱心泛滥；还有心肠超好的男嘉
宾被曝出曾有过八年婚史，现在还带着 3
岁女儿，女嘉宾们会愿意和他牵手吗？

湖南国际 5 月 2 日周五 14:00 首播，当天
18:40 和周六 10:30 重播

     萌妹子甜美清新范，宛若白纸纯洁干净，
婉然拒绝登台告白的男生，坦然自己心有
所属，因为男生像年轻时的爸爸；长腿辣
妹自曝初恋辛酸史，男闺蜜陪伴左右，意
外的登台告白令人热泪狂奔，全场送祝福。

浙江国际 4 月 29 日周二 19:30 首播，4 月
30 日 13:35 重播

《奇舞飞扬》

人到中年又是单身父亲
的蔺海强，鬼使神差地进入
了大学毕业生廉洁、谷建
军的人生选择和感情纠葛当
中，面临家庭、社会带来的

压力，几个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蔺海强其实
自己也有很多难题要去面对，强势又爱多管闲事的
前妻柳宴、有点神经质的姐姐蔺海丽、即将面临青
春期的女儿蔺帆、再加上新结识的八零后廉洁、谷
建军，这让想过平静日子的蔺海强不得不面对一个
又一个生活的挑战，宽厚、乐观的蔺海强也将这些
挑战一一化解。但造化弄人，廉洁对蔺海强越发依赖，
最后居然爱上了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蔺海强，这份
似乎没有被祝福的感情，将何去何从？蔺海强和廉
洁没有退缩，反而用爱和真诚去感动身边所有的人，
并且携手揽腕踏入了那久违的幸福之旅。

凤凰卫视欧洲台 5 月 20 日 7:00 首播一集，次日起
周一至周五 6:05 两集连播

“ 吝 啬 富 商 ” 郭 立 行、
“ 单 身 剩 妈 包 工 头 ” 严 小
莲、“风流小资男”陈波、“网
购控白领”伊容四个人，因
为不同的个人目的团购了一
辆“车”，从而引发了一系

列“囧”事，本片展示了围绕车引发的价值观差异
的冲突过程，细致刻画了都市生活中不同人群的众
生相，涉及了如“拼车”、“摇号”、“限行”、“亚历
山大”族等许多当前社会热议点，加入鲜辣的笑料，
嬉笑怒骂中体现故事主人公的窘境，从侧面反映出
奋斗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都市伦理剧
《你是我爱人》

都市喜剧片
《车在囧途》

 
主演：郭德纲 王一楠 
许绍洋 张馨予 潘长江

《变形计》是中国第一
档生活角色互换类节目。本栏目寻找热点中的当局
人物，安排他们进行互换人生体验，参与节目的双
方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节目全
程每天 24 小时跟拍，粗加剪辑后播出。参与交换的
嘉宾不仅要站在对方立场去设想和理解对方，还要
去过对方的生活，真正体验对方世界的大小风云，
品察对方思想最微妙的情绪触动。 “变形”主人公
就在与相关对象的互换中，体验不同人生，达到改
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 

湖南国际频道 每周日 15:00 播出

《狗狗冲冲冲》是中国
首档原创宠物竞技类节目，

2014 年东方卫视黄金档全球首播宠物竞技真人秀。
为狗狗搭建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平台，占地 2000 平
米的多关卡环形复合赛道。比赛中，狗狗会在主人
的带领下，完成赛道中的每个关卡，激发狗狗在速
度、平衡、等待、敏捷、拒食、跨越障碍方面的潜能；
考验狗狗在体力、智力、服从力、与主人的默契程
度上的综合能力。这是狗狗间的竞技，这也是主人
与主人间的较量。这是充满挑战的比赛，这更是洋
溢欢笑的乐园！

东方卫视 每周三 13:30 首播，19:59 重播

宠物竞技秀
《狗狗冲冲冲》

《我爱好声音》

         历时三个多月，浙江卫视《我爱好声
音》终于拉响了最后的号角！为了打造一
场完美的饕餮视听盛宴，节目组力邀到了
三位导师：张亚东、叶蓓、包小柏坐镇本
期节目的“巅峰之夜”。导师人数增加之
余，学员阵容也重磅升级。“好声音”和“好
歌曲”两大阵营的人气学员，将展开一场
歌声和才情的正面交锋。本场优异学员，
将会有机会获得导师青睐，为其制作一首
音乐作品。

浙江国际 5 月 4 日周日 19:30 首播，5 月 5
日 13:35 重播

《谁能百里挑一》

     三位用微笑打动人心的女嘉宾魅力登
场，广场 style 的来橙身着运动服活力四射；
勇敢独立的刘佳很有商业头脑；大大咧咧
的女汉子隗雪被赞是白百合和莫文蔚的合
体，她们能否找到适合的他？他们是否终
于等到她呢？

东方卫视 4 月 29 日周二 8:24 播出

《百里挑一》

      健身教练兼泰拳新人王兼具可爱外表
和健美身材，被称为“金刚芭比”；自愈
系摄影师传授自拍技巧，另类艺术大片震
惊全场；五星级酒店销售经理带来自制蛋
糕和米其林三星师傅制作的马卡龙，瞬间
笼获芳心，他们能否找到真爱？

东方卫视 5 月 2 日周五 9:45 播出

《天天向上》

    “我是歌手”高音天王曹格和高音天后
茜拉携手亮嗓《天天向上》，高音交织环
绕现场，犹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茜拉现场公布喜欢男生标准是曹格，只是
要再高一点，伤及痛处！曹格父亲高歌惊
喜出场，第一次说出我爱你，引发曹格泪
流现场。

湖南国际 5 月 4 日 13:30 首播，19:55 重播

《快乐大本营》

       百变大咖秀群魔聚集，嘉宾贾玲、王
祖蓝、马丽、沈腾、杜晓宇大闹快乐家族，
到底谁才是马兰坡的第一霸主，有人说王
祖蓝的搞笑可谓是和何炅相当，两人时常
拿自己的身高问题来开玩笑，都是很放得
开的人，到底这一期中两人又会有怎样的
妙语连珠呢？

湖南国际 5 月 3 日 13:30 首播，19:55 重播

主演：张国立 邓婕 
陈建斌 张萌 咏梅

职场女精英老板唐红是个标准的“白金剩斗士”，尽管气质高贵、睿智干练的她是个成功的女强人，但同
时还兼具着女性该有的成熟优雅与妩媚风情，偏偏这样太过优秀的女人感情生活却一直没有着落。虽然身边
已有土老板孟来财的热情追求，但她整颗心却放在一个男人身上——那便是她的司机杨树。人到中年的杨树
可谓是个感情、事业均跌到谷底的落魄男，身边还带着一个正值青春期，与他冲突不断的任性 18 岁女儿杨树
苗！心意表达得很明确的唐红对杨树和杨树苗都关爱有加，可老实憨厚的杨树却一直碍于身份和自卑的心理
而不愿意接受她的爱意。而在女儿杨树苗的设计下，杨树结识了长相颇像前妻的年轻职场丽人顾菁菁，拜金
的顾菁菁误以为杨树是个钻石男，两人你来我往便互生好感，于是杨树就这样被夹在两个优质的女人之间为
难并幸福着，也牵扯出了一系列搞笑温情的事件。终于前妻的回国让杨树彻底地放下了对她的执念，并勇敢
看清了自己的感情，最后与唐红有情人总成眷属。而顾菁菁却阴差阳错与孟来财走到了一起，四个人都找到

了属于自己       的归属。凤凰卫视欧洲台 5 月 7 日起周一至周五 14:00 首播一集，22:05 重播

《私人订制》是北京卫视原创的国内首档全新体
验真人秀栏目，电视真人秀《私人订制》将延续同
名电影的精神内核和主题框架，集结当下最热门的
影视剧明星组成“梦想订制团”，从全国寻找 13 个
精彩而特别的追梦人，让明星为他们订制专属梦想，
并最终帮助他们圆梦。据节目组介绍，冯小刚导演
的作品从来都是关注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在笑声
中体味人间的酸甜苦辣，这也正是电视真人秀《私
人订制》希望呈现的价值理念——做一档有情怀、
有温度、有担当的栏目。相信冯氏幽默的力量会从
银幕延伸到荧屏，在更多的电视观众心中引发共鸣。

北京卫视 每周日 13:49 首播，20:44 重播

生活美食真人秀节目《上菜》寻访 39 家京城餐
馆顶级主厨 PK 最普通不过的涮羊肉、烤鸭、红烧肉、
酱猪蹄、比萨、剁椒鱼头、宫保鸡丁、羊肉串、咖
喱海鲜、炸酱面、气锅鸡、小笼汤包和饺子等 13 道
家常菜 , 还要通过 13 个难题大考验，道道彰显主厨
功力，挑战名厨之“名”。“矫情”的 52 位名嘴吃货
手里“华丽丽”的 52 个口碑 , 将花落谁家？

北京卫视 每周六 8:25 首播，17:24 重播

美食真人秀
《上菜》

圆梦真人秀
《私人订制》

角色互换秀
《变形记》

热播新剧登陆长城平台

凤凰卫视欧洲台 5 月 7 日起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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