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屏速递 １１

２０１８．４．１２ ／ 编辑 刘佳利 ／ 版式 刘佳利

章贺李曼演绎《铁血军魂》

嘉兴电视台 一周导视
嘉兴电视台 －１（新闻综合频道）

嘉视新闻频道 ４ 月 ２２ 日起播出

媒制作的抗战剧《铁血军魂》将在嘉视

０７：
３０ 嘉兴新闻（一至日）

新闻频道播出。一张设计考究的海报将

０８：
２０ 第 １ 楼市（一至日）

影视制作团队的灼灼匠心完美展现。

１１：
５０ 小新说事
（一至日）

继《锋刃》后的又一力作 。由金霖执导，
章贺、李曼领衔 ，联袂郑清文、何育骏、

１７：
５７《今晚最精彩》
（一至日）

尹君正、李竹、刘冠翔、刘灿、郭明翔、张

１８：
３０ 嘉兴新闻（一至日）
１９：
３５ 第一剧场：
红蔷薇（３７—３６）
（一至六）
铁血军魂（１—２）
（日）
２１：
１０ 小新说事
（一至日）
２２：
００ 第 １ 楼市（一至日）
２２：
１８ 天气预报（一至日）
２２：
３０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卖房产、装修需求的老百姓搭建的专
业平台。节目前半小时包含楼市动态
解读、房屋选择推荐、价格评估和解
决问题纠纷等内容；后半小时分析解
读家装公司选择、建材选择、家电、硬

《最后一个贝勒》，是华海时代影业传媒

１７：
３０ 少儿节目《阳光伙伴》
（一至日）

１９：
００ 转播《新闻联播》
（一至日）

好房好生活 周一至周六
１５院３０要要
要１６院３０
《好房好生活》 是一档针对有买

《铁血军魂》改编自于川著名小说

１３：
５０ 第一剧场：
红蔷薇（３５—４８）
（一至日）

１８：
００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ＦＭ１０４．１ 嘉兴综合广播

４ 月 ２２ 日由东阳华海时代影业传

０７：
００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０９：
００ 晨间剧场：
飞虎队大营救
（２３—３６）
（一至日）

视听导读

装软装等装修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主
持人郝郝，带领嘉兴最专业权威的专
家团队走进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提供从选房到装修的一站式服务！
微信互动平台院ＸＷＧＢ１０４１
节目热线院８２０７３１１１

娜、马文波等主演，恢宏再现“七七事
变”后一段承载热血、爱情与友情的抗
战传奇。
《铁血军魂》讲述“七七事变”后，毕
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清贝勒瑞
年返回天津参加抗战。天津抗战失利

ＦＭ９２．２ 嘉兴交通广播

后，瑞年投到国民党鲁西游击区冯竞先

相约在路上 周一至周六

将军的麾下，同时展开与曾被他拒婚

２３：
００ 嘉兴新闻（一至日）

的、前清贵族小姐淑娟的恋情。在日军

着炯炯燃烧的火焰 ，透露出一丝危机

２３：
３０ 天气预报（气象局版）
（一至日）

进攻和内奸破坏的情况下，鲁西失守，

感。章贺饰演的贝勒瑞年，赤裸上半身，

２３：
４０ 经典剧场：我爱男保姆（１６－２９）
（一至日）

冯竞先殉国，瑞年和淑娟几经周折，投

古铜肌肤血痕累累，神情却刚毅坚定、

身于八路军。经过不解、怀疑，甚至抵触

无所畏惧、气场强大 ，彰显出誓死卫国

之后，瑞年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

护家的壮志雄心；李曼饰演的淑娟，一

０７：
００ 今朝多看点（一至日）

进性和坚强的抗日决心，也认清了国民

改以往阳光活泼的荧屏形象，身穿八路

０８：
０５ 嘉兴老娘舅（一至日）

党顽固派的腐朽，最终成长为一名光荣

军军服，单手持枪，表情严肃，脸上污迹

１１：
３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

斑斑，展现了乱世女子在大时代动荡的

在战场上亲手击毙卖国求荣的妹夫李

冲击下，蜕变成革命战士的刚柔之美。

嘉兴电视台 －２（文化影视频道）

１２：
００ 阳光伙伴
（一至日）
１３：
００ 哈狗王牌风云会
（一至日）
１３：
５０ 首播剧场：剃刀边缘（１２—２４）
（一至日）
（一至日）
１６：
０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１６：
３０ 嘉兴老娘舅（一至日）
１７：
０２ 哈狗王牌风云会
（一至日）
１７：
５０ 嘉兴气象（一至日）
１８：
００ 今朝多看点
（一至日）
１８：
４５ 嘉兴老娘舅
（一至日）

海潮，战胜昔日陆士同学、强劲敌手、日

《铁血军魂》海报有着典雅内蕴的

本侯爵近藤敏夫，为中华民族的正义之

追寻，细腻地将战争的残酷传递得淋漓

战，做出了铁血贡献。

尽致，人物凝神不动 ，也能透过犀利眼

《铁血军魂》海报中，主演章贺、李
曼纷纷亮相，神色迥异，古铜色调映衬

神彰显出国家危亡时，中华儿女的满腔
热血。

无人驾驶碰上励志爱情
《若春和景明》将拍成电视剧

９院００要１０院００
《相约在路上》 是一档关注出租
车、网约车和公交车司机群体，集资
讯、话题、
服务、
访谈、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性交通节目。节目将致力于为司机、
乘客、管理部门搭建起沟通交流的平
台。
节目热线院８２０７７１１１
微信公众账号院ＦＭ９２２９２２
ＦＭ８８．２ 嘉兴音乐生活广播
音乐早上好 周一至周六
０７：００要０９：００
《音乐早上好》是一档音乐 ＋ 资讯
类节目，是一个以资讯服务为主的音
乐节目，由果儿和梓洋 ／ 呼斯乐搭档
主持。
跟以往的主持风格不同的是，这
档节目会突出不同人以不同视角来看
同一件事件，所以，这档节目里不仅会

近两年，人工智

因情感细腻、甜蜜动

２１：
００ 哈狗王牌风云会
（一至日）

能话题热度持续飙

人，角色形象丰满，发

有丰富的新闻资讯，也会有丰富的观
点提供给听众。
节目直播热线院８２２０９６６６
微信公众号 ｓｈ８８２８８２

２１：
４５ 今朝多看点（一至日）

文化影视频道

１９：０３ 首播剧场：
剃刀边缘（１４—２６）
（一至日）
２０：
４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２０：
５３ 今朝看精彩（一至日）

升，其中无人驾驶是

布之初即在网络引起

２２：
３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当下最热门的领域之

了热烈反响。

２２：
５０ 嘉兴老娘舅
（一至日）

一。近日消息，玖月 晞

热 度 话 题 ＋ 强大

２３：
０５ 哈狗王牌风云会
（一至日）

的大热新作 《若春和

阵容加持，打造新型

景明》 将被打造为国

青春励志精品

嘉兴电视台 －３（公共频道）
０７：
０３ 中信财富 ／ 桑榆情（
／ 一）
新闻一线 ／ 桑榆情（二至六）
新闻一线 ／ 嘉有名医（日）
０８：
１３ 连播剧场：
芈月传
（４８－８０）
（一至日）
１２：
００ 中信财富 ／ 阳光伙伴 ／
桑榆情 ／ 美好生活圈（一）
新闻一线 ／ 小马快跑 ／
桑榆情 ／ 美好生活圈（二至六）
小马快跑 ／嘉有名医 ／ 美好生活圈（日）

内首部围绕无人驾驶科研领域探索的

作为国内首部围绕无人驾驶科研领

青春爱情励志剧，电视剧版《若春和景

域探索的青春爱情励志剧，
该剧计划结合

明》将对无人驾驶科研领域作出大胆探

人工智能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
在题材上

索，同时也将呈现中国当下自主创造与

创新，内容上将涉足人工智能、机器人竞

智能科技的水平。消息一出，立即引起

技等年轻观众关注的科技领域，
更将融合

了观众的强烈期待。
青春励志女王大热新作奠定口碑
基础，粉丝翘首以待
《若春和景明》的原著作者玖月晞 ，

“青春校园”
“都市偶像”
“热血梦想”等具
有强大共鸣性的情感标签。
电视剧版《若春与景明》将表达青
春爱情外壳下的科研梦想追求，完美融

叶每周市场报告曳
播出时间院周六
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
各个方面有没有保障，食品是不是安
全，商品质量是不是过硬，购买的服
务是不是舒心…… 《每周市场报告》
是文化影视频道《今朝多看点》的子
栏目之一，与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作，密切关注嘉兴老百姓生活中的
各种衣食住行问题。节目结合相关案
例，及时发布食品、质量抽检报告、食
品安全预警信息等；同时，也经常教
大家一些生活小常识，让观众看了节

１７：
１７ 传奇（一至日）

因擅长写作独树一帜的青春爱情励志

合青年的成长蜕变与其对科研梦想的

１７：
５５ 都市剧场：曹操（２３－３６）
（一至日）

题材，被誉为
“青春励志女王 ”。作为晋

不懈追求 。据悉，著名编剧李嘉将加盟

１９：
３０ 新闻一线（一至六）

江文学网为数不多的“十亿”级女性签

《若春和景明》的影视化改编，为原著改

少儿节目中心

约作者，玖月晞作品的话题热度与网络

编内容质量保驾护航。改编后的《若春

口碑皆高，离不开作者本身的女性独立

和景明》剧集将在保留原小说的细腻情

叶动画猜猜猜曳
主打栏目，播放国内外最新动画
片，根据情节设置竞答题 ，小观众可

中信理财 ／ 阳光伙伴（日）
２０：
００ 小马快跑（一至六）
中信财富 ／阳光伙伴（日）

精神，其新作《若春和景明》就是一部青

感基础之上，从新型无人驾驶科技背景

２０：
３０ 桑榆情（一至五、日）

春励志“燃”情经典之作。小说讲述两个

融入青春励志故事，讲述一个聚焦科研

２０：
４５ 家庭剧场：女人的抗战（３７－４０）
（一至二）

高智商“学霸”杜若春与景明之间的爱

领域的中国梦，以新颖多元化题材及青

女子特战队
（１－１０）
（三至日）
２２：
２５ 嘉兴气象（一至日）
２２：
２５ 新闻一线／小马快跑
（一至六）
中信财富 ／阳光伙伴（日）

情故事，女主杜若春通过勤奋学习与实

春励志情感与年轻观众达成强连接。

践，从腼腆自卑的山区女孩一路成长为

《若春和景明》将如何呈现一场专属于

独立强大的职场女性，其从内而外的改

科研领域的青春励志“中国梦”，值得关

造与蜕变赢得广大读者动容。这部小说

注和期待。

目之后都渐渐变成
“生活小达人”。

通过微信等答题，第二天公布获奖名
单。
叶阳光情报站曳
主打栏目，以少儿视角及时传递
我市和少儿相关的教育、学习、生活、
娱乐等方面的新闻资讯和服务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