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台一套
9：30 浮沉（6~8）

13：13 我家有喜（12~15）
17：53 生活提示
19：55 身边的感动
20：05 刘伯承元帅（3、4）

●中央台二套
10：30 消费主张
11：50 环球财经连线
12：30 经济与法
18：43 生财有道
20：00 2012中国经济年度人

物评选颁奖典礼
●中央台三套

12：29 综艺盛典
18：01 2012年暑假七天乐
19：00 天天把歌唱
19：30 向幸福出发
21：02《红叶风采》文艺晚会

●中央台四套
9：15 真爱无敌（13、14）

14：15 好歹一家人（21、22）
15：48 经典歌曲集锦
16：10 百家讲坛
18：45 国宝档案
19：15 向东是大海（2）
22：00 中华医药

●中央台五套
11：00 2012/2013西班牙足球

甲级联赛集锦
15：30 2012年中国乒乓球

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团第一阶段（山东鲁
能——八一冀中能源）

19：30 2012/2013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第
十一轮（八一双鹿电
池——福建泉州银行）

22：15 2012/2013中国男篮
职业联赛常规赛第
十一轮
●中央台六套

12：18 故事片：合居情缘
15：56 故事片：精舞门2
19：00 故事片：野蛮秘笈
20：41 故事片：马石山十勇士
22：30 译制片：换房度个假

（法国）
●中央台七套

14：13 科技苑
18：05 生活567
21：17 致富经

●中央台八套
8：52 悬崖（8~11）

12：30 意难忘（六）（30、31）
14：19 人到四十（23~25）
17：12 被遗忘的女儿（15、16）

（泰国）
19：00 虎符传奇（4~8）

●中央台十套
12：45 百家讲坛
14：30 科技之光
18：45 我爱发明
19：45 自然传奇
20：45 探索·发现
21：30 真相

●中央台十一套
13：54 昆曲：十五贯（周信芳

录音主演）；京剧：断桥
（梅兰芳录音主演）

19：20 京剧：唐琬（赵欢）
22：00 快乐戏园

●中央台十二套
11：59 热线12
13：35 天网
18：01 普法栏目剧
18：52 法律讲堂
19：24 一线

●中央台少儿频道
12：00 动漫世界
18：30 智慧树

19：00 动画梦工场
19：30 大风车
20：00 银河剧场

●河南台一套
8：50 猎捕（18~21）
12：55 红罂粟（一）（24~28）
19：30 民兵葛二蛋（15、16）
21：25 拍客行动

●河南台二套
8：12 春草（22~25）
12：12 打鱼晒网
20：15 是爷们向前走（19~21）
22：35 食客准备着

●洛阳台一套
8：18 密战峨眉（7~9）
12：00 铠甲勇士刑天（3）
16：14 密战峨眉（10~12）
17：24 战斗王之飓风战魂

（27、28）
●洛阳台二套

8：56 人是铁饭是钢（1、2）
13：39 人是铁饭是钢（3~5）
21：08 母爱无悔（26、27）

●洛阳台三套
12：32 龙腾天下周末能人秀
18：00 青少年才艺电视大赛
20：50 河洛碎戏
21：22 步步高升

●北京台
13：57 决战风铃渡（13~16）
19：42 民兵葛二蛋（15、16）

●上海台
13：31 甄嬛传（1~4）
19：36 那样芬芳（19、20）

●天津台
19：30 孤岛飞鹰（20~22）
22：00 幸福到家

●辽宁台
19：35 剧场：不是钱的事
22：00 王刚讲故事

●江苏台
19：30 山河恋（6~8）
22：00 非常了得

●浙江台
19：30 中国蓝剧场
22：00 爽食行天下

●安徽台
20：25 剧场：乱世佳人
22：00 剧场：天国凤凰

●福建台
19：35 扇娘（6、7）
22：51 剧场：甄嬛传

●江西台
19：33 剧场：夺爱
22：05 金牌调解

●山东台
19：35 电视剧：孤岛飞鹰
22：05 剧场：民兵葛二蛋

●湖南台
19：30 隋唐英雄（41~43）
22：00 我们约会吧

●广东台
20：05 宝贝战争（29、30）
22：35 活力影院

●深圳台
17：45 天天养生
19：30 剧场：那样芬芳

●广西台
13：45 剧场：生死卧底
20：00 剧场：唐宫美人天下

●四川台
19：35 剧场：世间路
22：35 剧场：战火四千金

●贵州台
13：17 神枪（4~9）
19：35 孤岛飞鹰（20~22）

●黑龙江台
19：30 甄嬛传
21：20 快乐星栏目剧场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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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新都汇影城
上周电影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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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1.徐铮自导自演爆笑神剧第

二部；
2.王宝强成功逆袭，变身欢

乐青年；
3.囧神组合幽默喜迎“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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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1.冯小刚18年呕心力作；
2.张国立、陈道明群星加盟，

演绎河南不为人知的历史；
3.历史重现，深刻揭示灾难

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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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1.阔别 4 年，李安首部真人

3D电影力作面世；
2.海难漂流、神奇小岛、人虎

对峙，奇幻元素惊艳亮相；
3.227天海上漂流，见证少年

派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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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中国/中国香港
导演：成龙
主演：成龙、权相宇、廖凡、

姚星彤
类型：冒险/动作
上映日期：12月20日
剧情简介：讲述了成龙领

导的JC国际侠盗集团转战全
球各地，找回国宝十二生肖兽
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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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中国香港
导演：刘伟强

主演：黄晓明、阮经天、李
宇春、余文乐

类型：动作/武侠
上映日期：12月20日
剧情简介：血滴子队伍

受命执行追剿“天狼”及其
党羽的暗杀任务。在这支
直接受命皇帝的秘密武装
里，不仅有令匪徒闻风丧胆
的杀人武器，还有严密的组
织形式，从进攻到防守滴水
不漏。

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

国别：中国
导演：王晶
主演：周润发、黄晓明、洪

金宝、吴镇宇
类型：动作
上映日期：12月22日
剧情简介：影片根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
的一个黑帮老大的真实经历
改编。

十大电视剧十大电视剧（上）20
12
年度

观众最
喜爱的

票房打榜

第七届中国（浙江）电视观众节
根据“网络”和“电视”两大市场的综
合人气指数，评出2012年度观众最
喜爱的十大电视剧。

轩辕剑之天之痕

上榜理由：由游戏改编的电视
剧似乎颇受欢迎，这主要得益于数
码特效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画面质
量的改进，以及角色扮演游戏本身
积累起的人气。近年来改编比较成
功的游戏有《仙剑奇侠传》《生化危
机》和《轩辕剑》系列，观众对这些改
编作品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深宫谍影

上榜理由：本剧的

看点一是列亲王对以丹由
爱生恨，不能自拔终于酿成
大错；看点二是郑亲王因女
儿蒙羞，虽然极力压制那段
记忆，但又割舍不断那分亲
情；看点三是皇太后当年与先皇一
段因一幅《蔷薇图》而折磨半生的误
会。三大看点所蕴含的张力皆在涵
香与格泰的查案中逐渐释放。

爱情公寓3

上榜理由：剧里有相当一部分
情节照搬自《老友记》《生活大爆
炸》《老爸老妈罗曼史》这些外国著
名情景喜剧。搞笑的台词、青春的
阵容、养眼的打扮，将草根幽默进
行到底。

甄嬛传

上榜理由：该剧76集的容量让
复杂的人物关系得以充分展开，各
种残酷层出不穷，造成一种几近写
实的幻觉。各种细节的精心修饰，
繁复无穷的桥段交织，背后隐藏的
竟只有绝望二字。以如此复杂的编
织，将一种简单的情感形式演绎到
极致，此剧可谓力作。

天涯明月刀

上榜理由：本剧较完整地展现
了古龙原著的全貌，并且在人物塑
造上和情节的张力的把握上都比
较到位。 （综合）

投稿：zhout9461@sina.com
电话：65233686副 刊

洛阳奥斯卡
新都汇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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