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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电视台 一周导视
嘉兴电视台 －１（新闻综合频道）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嘉兴新闻（一至日）
第 １ 楼市（一至日）
晨间剧场：热血勇士（３８－３９）
（一）
冲天炮（１－１９）
（一至日）
１１：５０ 小新说事（一至日）
１３：５０ 第一剧场：
四十九日祭（４２）
（一）
我叫刘传说（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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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
００
０７：
３０
０８：
２０
０９：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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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传说
（２－１５）
（一至日）
２１：
１０ 小新说事（一至日）

再造 ９５、
００ 后武侠经典，
透视
新《射雕》的变与不变
嘉视文化影视频道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播出

《射雕英雄传》

细节，在此就不一

是蒋家骏执导的古

一赘述了，因为

装武侠剧，由杨旭

２０１７ 版《射雕英雄

文、李一桐、陈星

传》 之所以成为爆

旭、孟子义等领衔

款，最为重要的一

主演。该剧 １２ 月 １６

点当属它符合时代

日起在嘉视文化影

观众的诉求。

哈狗王牌风云会（一至日）
嘉兴气象（一至日）
今朝多看点（一至日）
嘉兴老娘舅（一至日）
１９：０３ 首播剧场：射雕英雄传（２－１４）
（一至日）
２０：
４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２０：
５３ 今朝看精彩
（一至日）
２１：
００ 哈狗王牌风云会（一至日）
２１：
４５ 今朝多看点（一至日）
２２：
３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２２：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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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牌县长（１８－３９）
（一至三）
代号（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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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荒纪（５３－６５）
（一至日）
铁核桃之无间风云（１）
（日）
１９：
３０ 新闻一线（一至六）
中信理财 ／ 阳光伙伴（日）
（一至六）
２０：
００ 小马快跑
２０：
３０
２０：
４５
２２：
２５
２２：
２５

中信财富 ／ 阳光伙伴（日）
桑榆情（一至五、
日）
家庭剧场：遥远的婚约（６－１９）
（一至日）
嘉兴气象（一至日）
新闻一线 ／ 小马快跑（一至六）
中信财富 ／ 阳光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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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
”对于二者的名字，大家应当再熟悉

现下影视作品的审美疲劳。近两年，由于

不过。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

“仙侠当道”
，观众长期浸淫在用特效堆

侠倚碧鸳”不但影响着几代读者的武侠

出的视觉快餐中，而对新题材新故事翘

情怀，其影视化作品也被频繁搬上荧屏，

首以盼。另外，仙侠一类的同质剧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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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一部《射雕英雄传》就多达 ７ 个版本。

弊病就是没有精神内核，很难产生代入

ＦＭ９２．２ 嘉兴交通广播

感，这促使受众对“内涵剧”的需求情绪
空前高涨。
新版《射雕英雄传》虽然不是一个
崭新的故事，但它却根据时代变迁，对故
事进行了符合时代价值观的新解读。每
一个时代都需要郭靖和黄蓉 ，他们像是
一种文化符号，给予每个时代的年轻人

嘉兴电视台 －２（文化影视频道）

１７：
０２
１７：
５０
１８：
００
１８：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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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诉求有一部分源于观众对

第 １ 楼市（一至日）
天气预报（一至日）
天天看嘉兴（一至日）
嘉兴新闻（一至日）
（一至日）
２３：
３０ 天气预报（气象局版）
２３：
４０ 经典剧场：
追婚记（３６－４１）
（一至三）
和妈妈一起谈恋爱
（１－８）
（四至日）

１３：
００ 哈狗王牌风云会（一至日）
１３：５０ 首播剧场：强者风范（３０）
（一）
射雕英雄传（１－１２）
（一至日）
１６：
００ 《ＨＥＬＬＯ·嘉兴》
（一至日）
１６：
３０ 嘉兴老娘舅（一至日）

ＦＭ１０４．１ 嘉兴综合广播

视频道播出 。
“武侠看金庸，言情看琼

２２：
００
２２：
１８
２２：
３０
２３：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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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导读

以影响。尤其是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
在 ２０１７ 版 《射雕英雄传》 立项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内涵对

初，这部没有流量担当的新作并不被人

９５、００ 后的年轻群体依然发挥教育认知

所看好，然而现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

的作用。

料。这部黑马之作自开播以来流量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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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可谓高开高走，目前网络播放量已突
破 ４３ 亿。而究其原因，无外乎它对原著
超高的还原度、大量实景拍摄的良心制
作、行云流水的武打动作、符合时代审
美的人物造型以及诸多让看客满意的

过分苦情，
《外滩钟声》收视扑街，
缺少观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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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在已经播出的《外滩钟

情，让观众不愿意看了。像《正阳门下小

声》两集剧情当中，这部电视剧呈现的

女人》这样的也是截取胡同来讲故事的

拍摄质量还是不差的，甚至于某些桥段

电视剧，则是主角们雷厉风行，
笑点铺天

叶每周市场报告曳

有着电影镜头叙事的影子。然而，观众

盖地，纯粹是一部喜剧舞台剧的架构，反

播出时间院周六

衡量一部电视剧是否可看的标准，并非

而较为好看了。
《外滩钟声》败就败在，剧

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

在于拍摄质量如何，而在于 ，电视剧内

情又缺少认同，戏份又过分苦情。

容本身是否足够具备看点。

当然，刚刚播放两集 ，对这部电视

而所谓的看点，
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
向。第一个，
是剧情足够具备社会痛点，能

文化影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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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便妄下结论，为时尚早，我们期待《外

务是不是舒心…… 《每周市场报告》

滩钟声》后续剧情开挂。

是文化影视频道《今朝多看点》的子

够刺痛观众，
从而赢得价值认同。第二个，

栏目之一，与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则是剧情足够有趣，让观众看到愉悦的场

合作，密切关注嘉兴老百姓生活中的

面和人物。基于这种认知，
管虎导演的《外

各种衣食住行问题。节目结合相关案

滩钟声》显然没有两个大方向上的看点。

例，及时发布食品、质量抽检报告、食

因此，
收视率相对低迷，
也是必然了。

品安全预警信息等；同时，也经常教

对于《外滩钟声》而言，戏份刻意苦

大家一些生活小常识，让观众看了节

闲情益智答案集锦
填字答案
横列院一．一 寸光阴一寸金、二．谜 面、三．桂 花酒、
四．压 强、五．国 色天香、六．普天同庆、七 ．麻团、八．
大器晚成、九．花好月圆、十．发 小、十一．中 秋节、
十二．气不打一处来
纵列：１．张大千、２．一面、３．赵普、４．天气晚来秋、５．
光头强、６．节气、７．国庆节、８．角色、９．小苏打、１０．
天女散花、１１． 金桂飘香、１２．长处、１３．月嫂、１４．黄
酒、１５．团团圆圆

数独答案

目之后都渐渐变成
“生活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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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