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璐在《金陵秘事》中
饰演越剧皇后白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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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棋子。从台湾金马影后到舞台剧
里热情如火的
“红玫瑰”，很少有人知道，
秦海璐是学戏曲出身。这次在《金陵秘
事》中，秦海璐再次披上戏服，以越剧扮
相，饰演越剧皇后白燕燕。与秦海璐有诸
多精彩对手戏的王全有恰巧也是戏曲出
身，扮演过《亮剑》里机敏睿智的丁团长
的他，这次一改往日戏风，不再秉性纯
良，而是不择手段地耍起了心机，饰演和
政府高官勾结、心机颇重的银行行长。同
讲述金陵旧事的《金陵秘事》将于

是戏曲科班出身的两个人搭起戏来，可

９ 月 ２ 日登上嘉视新闻频道荧屏。作为

谓得心应手。此外，导演楼健还大胆启用

剧中一大亮点，学戏曲出身的秦海璐时

了新演员曹海军。该演员曾有 １８ 年的法

隔多年再次披上戏服，饰演越剧皇后白

官生涯，荣获过
“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称

燕燕。

号，为扮演清廉正直疾恶如仇的经济督

《金陵秘事》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

察郭智仁打下了基础。

纪 ４０ 年代，以 １９４８ 年金圆券发行前后

该片制片人郑凯南女士曾表示，
《金

的南京为背景，讲述了在风雨飘摇的金

陵秘事》更多的是要展现发生在国民政

陵，政界和官界互相勾结、钩心斗角，利

府高层之间的宫闱戏，即国民党时期的

用权钱色的交易，设下一个个惊天政治

“金枝欲孽”，因此就不可回避人与人之

阴谋。故事一开始以名噪京沪的越剧皇

间的钩心斗角和情感羁绊。如今在各大

后白燕燕（秦海璐饰）雨夜中惨死为线

荧屏热播的穿越剧、宫廷剧上演的是女

索，通过经济督查郭智仁（曹海军饰）层

人间的心术争斗，相比之下，故事背景是

层抽丝剥茧，最终将谜题一一解开。

乱世时代的《金陵秘事》，将男人间的尔

剧中，由秦海璐饰演的白燕燕周旋
于各个政商界高官之间，是一颗权钱色

虞我诈、官商勾结一一呈现，混杂着与娇
美伶人纷乱的情感纠葛，更具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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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天天都有，道理常讲常新。
《阿
德对你讲》是嘉兴新闻广播一档独具特
色的民生新闻栏目。开播至今 ，深受禾
城百姓的喜爱。节目中还特别设立“阿
德民情热线”，大事小事儿烦心事儿，有
事找阿德。近期，阿德将继续关注中心
城市品质提升和各类民生话题。
节目热线院８２０７３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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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９２．２ 嘉兴交通经济广播
叶行风热线曳
９ 月 ５ 日星期四，嘉兴市南湖区教
体局主要负责人将做客《行风热线》，就
家长和学生关心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和
听众进行互动。
首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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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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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幸福》开播
蒋欣李光洁郭京飞开启幸福生活
由蒋欣、李光

构下 ，
《遇 见 幸 福》

洁领衔主演，郭京

制作团队力求严格

飞领衔特别出演，

把控细节，在置景 、

刘孜、刘佩琦 、钱芳

道具、服装上都坚

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持将真实、真诚进

的《遇见幸福》将于

行到底 ，力求让观

近期登陆卫视与各

众在观剧间跟随角

大网络平台同步热播。
该剧围绕三位准 ８０ 后发小跨越时

乐节目，由常悦和呼斯乐搭档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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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档节目里不仅会有丰富的
新闻资源 ，也会有丰富的观点提供给
观众。
节目热线 院８２２０９６６６
微信公众号 ＨＩＦＭ８８２
文化影视频道
叶今朝手艺人曳
播出时间院周一晚 １８：００

色的足迹，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从而实
现剧集与观众有温度的情感连结。

《今朝手艺人》，嘉兴本土人文类
短视频节目，专注于拍摄嘉兴文化艺

光的重逢展开，展现了身处时代中的三
代人虽然年龄不同 ，生活家庭不同，但

人设饱满 落地有共鸣 彰显充沛的

术人才和民间非遗项目传承人 ，通过

是在面对生活困顿时彼此温暖，通过不

情感关怀

主人公讲述的方式，用唯美的镜头语

懈奋斗实现初心的回归、努力追寻幸福
生活的人生故事。

除了对时代情绪的温暖关照，该剧在
人物设定上亦独具匠心。
《遇见幸福》以社
会典型代表人物为切口，鲜活地勾勒出三

面向未来向幸福出发 深入细节写

代人、三组家庭的生活轨迹。新兴行业的

就野我们的故事冶

发展，促进了甄开放（蒋欣饰）的职场选

言呈现嘉兴城市的江南韵味。节目每
周一晚 １８：００ 在 《今朝多看点》 中播
出，同时在禾点点客户端作专题推
送。
少儿节目中心

秉承“面向未来”的创作理念，剧中

择，不惧挑战、敢于追求的她从电视台编

无论是亲情、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的情

导转当专车司机，在工作中发挥自身价

《阳光伙伴》播出动画片喜羊羊与

感世界，还是个人抉择与外界期待的现

值、重拾初心；机长出身的司问渠（李光洁

灰太狼之发明大作战之二，周一至周

实冲突，种种议题的提出与发散无一不

饰）常年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凭借过硬

五《阳光情报站》带你了解嘉兴校园内

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它们既来源于寻

的业务能力与敬业的工作态度，
以实际行

外的少儿新闻，
《童星梦想秀》展示嘉

常生活的人性视角 ，但又高于生活本

动服务百姓的幸福生活；欧阳严严（郭京

兴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周六，阳光伙

身，摒弃大起大落的情节冲突，将目光

不
飞饰）则是商业精英的代表，勤恳敬业，

伴艺术团小学员带来精彩的节目展

对准真诚恳切的人间真情，以温暖理性

止于对成功的发掘，更回望初心，尝试探

示。

的平和姿态予以观众心灵的慰藉 ，传递

索生活的深层价值；而一心为家人提升物

出豁达包容的价值观，于时代昂扬奋发

开始聆听女
质保障的空姐萧晴（刘孜饰），

间反映人民对生活和未来的美好向往。

儿的所思所想、思考教育的真正意义，努

在着力描绘中国式幸福生活的故事架

力追求精神富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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