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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电视台 一周导视

《女匪首传奇》
历史真实事件改编 再现一段巾帼传奇！
嘉视文化影视频道 １１ 月 ８ 日起播出

嘉兴电视台 －１（新闻综合频道）
０７：
００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０７：
３０ 嘉兴新闻（一至日）

装势同水火，却阴差阳错成了土匪首
领。爱过她的家院侍卫百子离她而去，

０８：
２０ 第 １ 楼市（一至日）
０９：
００ 晨间剧场：
羽毛耳环（５０－４９）
（一至四）
放弃我抓紧我（１－１０）
（四至日）
１１：５０ 小新说事（一至日）
１３：
５０ 第一剧场：脱身（４－１７）一至日）
１７：
３０ 少儿节目《阳光伙伴》
（一至日）
１７：
５７《今晚最精彩》（一至日）
１８：
００ 天天看嘉兴
（一至日）
１８：
３０ 嘉兴新闻（一至日）
１９：
００ 转播《新闻联播》
（一至日）
１９：
３５ 第一剧场：
脱身（６－１９）
（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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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００
２３：
３０
２３：
４０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嘉兴新闻（一至日）
天气预报（气象局版）
（一至日）
经典剧场：葛秃子传奇（２４－３２）
（一至五）
（１－５）
红色通道
（五至日）

嘉兴电视台 －２（文 化影视频道）
０７：
００ 今朝多看点（一至日）
０８：
０５ 嘉兴老娘舅（一至日）
１１：
３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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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６９－７７）
（一至五）
女匪首传奇（１－４）
（五至日）
１６：
０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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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３ 首播剧场：白鹿原（７１－７７）
（一至四）
女匪首传奇（１－６）
（四至日）
２０：
４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２０：
５３ 今朝看精彩（一至日）
２１：
００
２１：
４５
２２：
３０
２２：
５０

哈狗王牌风云会（一至日）
今朝多看点（一至日）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嘉兴老娘舅（一至日）
２３：
０５ 哈狗王牌风云会（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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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天炮（１１－３７）
（一至四）
红蔷薇（１－２７）
（四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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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１７ 传奇（一至日）
１７：５５ 都市剧场：极品新娘（９－２２）
（一至日）
１９：
３０ 新闻一线（一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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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３０ 桑榆情（一至五、
日）
２０：
４５ 家庭剧场：战寇（２－１５）
（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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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革命队伍，成长为解放军的侦查排
长，领命剿匪。土匪在解放军面前溃不
成军，楚云鹤屡屡逃脱之后，终于被百
子亲手抓获。她的传奇故事惊动了党中
央，毛主席亲自批示枪下留人。为此，楚
云鹤开始配合解放军剿匪……
该剧由曾执导《新英雄虎胆》
《血色

剧中饰演
“女匪首”的是在《天仙配后

玫瑰》
《敢死队》等多部经典作品的于立

传》中饰演六仙女而为观众熟知的青年演

清担任总导演，青年演员万思维与万潼

员万潼，
外形靓丽的她剧中穿起一身红装、

领衔主演，讲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贵

拿起双枪令人眼前一亮。而与她搭档的则

州山区里土匪、国民党军、解放军三方

是新生代小生万思维，无论是民国大少还

斗智斗勇的故事，为荧屏前的观众呈现

是痴情暖男，万思维演绎过的角色因其型

一段荡气回肠的巾帼传奇。本剧将于 １１

男的外表气质，
都有着独特的味道。
此次饰

月 ８ 日在嘉视文化影视频道播出。

演的百子是个孤儿，幼时被罗氏家族收养

《女匪首传奇》由真人真事改编，创

与罗家大少爷一起长大，担任罗家保镖队

作灵感来源于《毛泽东义释女匪首程连

长。
但是二人性格迥异，大少爷性格软弱，

珍》，其中，程连珍正是该剧女主角楚云

而百子英武并进、
有勇有谋。
多年后百子在

鹤的原型。故事讲述了抗战期间，美丽

一次剿匪的行动中，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楚

的楚家大小姐楚云鹤是如何在时代潮

云鹤，楚云鹤在大少爷死后执掌整个罗氏

水的推动下，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转

家族投靠了国民党，此时她正是百子所剿

变为独霸一方的女匪首。温良贤淑的富

的头号女匪。
剧中，男女主角相爱相杀，
情

家小姐楚云鹤，身不由己嫁入深宅大

感剪不断理还乱，
而万潼、
万思维把楚云鹤

院，操持家业赈济百姓，一度和土匪武

和百子的感情线谱写得哀婉动人。

看似站在时代风口的《创业时代》，
口碑怎就扑了街？
作为国内第一部聚焦互联网创业题

剧中最新版微博、超大屏手机、Ｗｉｎ１０ 系

材的电视剧，
《创业时代》看似站在时代

统的电脑，张嘴聊的是 ２０１３ 年出了名的

“风口”
，贩卖至今仍在风里飘着的传奇。

斯诺登……随意混搭的时间，
如同剧中演

剧中，黄轩饰演的郭鑫年
“嗨”了，
陪他同

员的时髦造型一样，都与观众记忆里的

甘共苦的伙伴懵了，可现实里，观众心头

２０１０ 年背道而驰。

未必多少波澜。
播出近半，该剧网络评分
始终在 ３．５ 分至 ３．８ 分间徘徊，远不及 ５．１

细节能够打动观众钥野独一无二的

分的“伪行业剧”
《亲爱的翻译官》，只和

体验派冶
才能真正决定成败

“悬浮剧”
《谈判官》勉强打平。

创业三人组在咖啡厅里推演程序，

任意穿越的时代感 袁让这部 野现实
剧冶游走在野架空冶
边缘

一整个下午，
杯中水位线不见下降。
《创业
时代》的这一幕，
引发不少观众会心一笑，
。
“仿佛看见曾经的、现在的我 ”

２０１８ 年，
“创业”
已是时代的主旋律，

“以细节赢共鸣，
此时此刻做到了。
但

剧中人尝过的五味粉，往人群里任撒一

挑剔些看，它还缺了几分。”一杯咖啡喝

许
把，总有人会被触到神经。互联网时代，

半天，这或许是初创者的常态，但何尝不

多人渴望知晓、
甚至复制传奇，
电视剧若

是所有梦中人在囊中羞涩时的共性。
剧中

能解密一二，
不愁无人喝彩。

剧本设置了议题，
却用粗浅如
“两害相权

“真”被逐一粉碎。
按
可剧集播出后，

取其轻”的道理一笔勾销。有观众留言：

剧中描述，魔晶可被视为“低配版微信 ”
。 “看互联网创业，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那些
有了微信当参照，观众很容易定位到真

‘未知、欲知、
可知’的案例和思路，
是十几

实的时间坐标：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
所有

二十年攒下的干货，而非人人都懂的粗浅

人对大背景心知肚明，
违和感便出现了。

道理。
”

横列院一．五 体投地、二．倒立、三．定 期存款、四．完
颜阿骨打、五．皮肤、六．兰考、七．布 达拉宫、八 ．试
水、九．印 泥、十．席 勒、十一．舞文弄墨、十二．李斯
特、
十三．白马非马、
十四．碘酒、十五．云中子
纵列：１．皮日休、２．哭李三、３．体无完肤、４．布加勒斯
特、５．阿凡达、６．肋骨、７．拉丁舞、８．白酒、
９．立定、
１０．
搬弄是非、１１．期中考试、１２．马云、１３．水印、１４．汇款
单、１５．泥融飞燕子

ＦＭ１０４．１ 嘉兴综合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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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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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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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Ｍ９２．２ 嘉兴交通广播
相约在路上 周一至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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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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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影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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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之后都渐渐变成
“生活小达人”。

闲情益智答案集锦
填字答案

视听导读

数独答案

少儿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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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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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