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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电视节目（3月21日 星期五）

●中央台一套
9：26 一代枭雄（13~15）
13：13 天赐我爱（42、43）
14：52 别再犹豫（1、2）
20：05 原乡（15、16）
22:40 谢天谢地，你来啦

●中央台二套
12：30 开讲啦
14：34 是真的吗
21：20 经济半小时

●中央台三套
18:00 艺术人生
19：00 中国好歌曲
21：35 幸福账单

●中央台四套
10：12 我是特种兵（15）
14：15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

（23、24）
19：15 我是特种兵（16）

●中央台五套
9：55 2013/2014赛季NBA

常规赛
16：00 2014年亚洲杯乒乓

球赛

19：30 2013/2014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中央台六套

9：33 故事片：全民目击
11：43 故事片：回马枪
15：40 故事片：笑功震武林
19：00 故事片：画壁
21：08 故事片：抗倭恩仇录

●中央台七套
17：30 军旅人生
20：00 军事纪实

●中央台八套
8：20 人生（7~10）
11：56 芳草碧连天（6、7）
13：49 离婚前规则（28~30）
18：45 家有儿女（二）（70）
19：25 青果巷（24~26）

●中央台十套
18：45 我爱发明
19:45 自然传奇周末系列
21：00 真相特别节目

●中央台十一套
18：05 锦绣梨园
19：20 一鸣惊人 周赛秦腔

●中央台十二套
18：52 法律讲堂
21：39 道德观察

●中央台少儿频道
9：00 2014早间开心果

19：00 动画梦工场
●河南台一套

13：48 二叔（26~28）
19：30 与狼共舞（28、29）
21：20 汉字英雄

●河南台二套
20：15 飞哥大英雄（8~10）

●洛阳台一套
8：55 零下三十八度（7~9）

12：00 铁甲威虫（1）
14：30 悬崖（39）
20：20 苍狼（2、3）

●洛阳台二套
8：25 李卫当官（二）

（27~29）
18：40 都市360
19：30 戏点鸳鸯（26、27）

幸福攻略（1）
●洛阳台三套

9：35 河洛碎戏
12：32 第二届中老年才艺

大赛

18：00 宝贝总动员
●洛阳台四套

12：30 浮沉（3~8）
18：30 浮沉（9~14）

●北京台
16：33 我的儿子是奇葩（7）
19：35 家晏（5、6）

●上海台
9：02 一仆二主（4~6）

19：35 一仆二主（7~9）
●天津台

19：30 老兵（61~63）
●辽宁台

13：10 剧场：宝乐婶的
烦心事

19：35 剧场：老兵
●江苏台

19：30 老兵（61~63）
22：00 最强大脑

●浙江台
19：30 剧场：江南四大才子
21：10 中国喜剧王

●安徽台
11：45 加油，好baby！
19：33 剧场：望海的女人

●福建台
13：17 剧场：巾帼大将军

19：35 娘心计（9、10）
●江西台

19：33 剧场：家宴
21：25 传奇故事

●山东台
19：30 剧场：一仆二主

●湖南台
20：10 我是歌手
22：00 天天向上

●广东台
15：00 我和我的传奇奶奶

（18~20）
19：35 家宴（5、6）

●广西台
13：00 剧场：火蓝刀锋
19：33 剧场：新上海滩

●四川台
11：50 剧场：我和我的传奇

奶奶
19：35 剧场：义本同心

●河北台
19：30 小爸爸（25~27）
21：15 中华好诗词

●黑龙江台
14：45 剧场：老兵
19：30 剧场：老兵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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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作为今年四档黄金时段音乐选
秀栏目之一，《最美和声》第二季将
从4月19日起在北京卫视播出。《最
美和声》第二季由音乐人韩红担任
总导演，导师方面，除了萧敬腾连
任，黄绮珊、陶喆二人也加盟其中。

昨天，《最美和声》栏目监制杜

昉在北京介绍，《最美和声》第二季
不但保留了导师与学员“和声”的原
有特色，还增设了由音乐人韩红担
纲的总导演一职。韩红对音乐真人
秀栏目的理解和把控会更到位，可
以保证节目“不但好听而且好看”。

谈及出任总导演一事，韩红表
示，一方面可以阐释自己对音乐栏
目的理解，另一方面能发挥自己在

导师和选手之间的沟通优势。
黄绮珊说，她希望能够通过这

个栏目寻找更多对音乐有梦想的人。
据介绍，《最美和声》的海选工

作自2月启动以来，经过小样试听、
现场演唱、棚内录音等环节，有120
人登上舞台，而海选出的 120 人将
在前五场通过比拼进入四位导师的
战队，最终形成全国32强。

明晚，央视综艺频道将推出原创作品年度盛典——

《中国好歌曲》四大导师亮新歌

《最美和声》第二季下月要和大家见面了
韩红任总导演，黄绮珊、陶喆、萧敬腾任导师

□据 人民网

浙江卫视3月 18日确认，由吴奇
隆、刘诗诗、叶祖新、孙艺洲等主演的
《步步惊情》开播日期已定，将于4月22
日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独家首播。

电视剧《步步惊情》是古装剧《步步
惊心》的姊妹篇，由原班人马打造，不过
内容变成了大家族集团争斗的故事。

该剧讲述的是张晓(刘诗诗饰)因机
缘巧合来到震天集团工作，初入职场的
她受到上司殷正(吴奇隆饰)的关心，逐
渐成熟，她对殷正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情
愫。恰在此时，善解人意的康司瀚(孙艺
洲饰)闯入了她的世界，于是三人展开了
一段虐心的三角恋。

该剧从去年开机起就引起“步步
迷”的关注，剧中主演吴奇隆和刘诗诗
因戏结缘，已成为现实中的一对情侣。

爱看电视

吴奇隆和刘诗诗因戏成情侣

《步步惊心》姊妹篇
《步步惊情》4月开播

□据《扬子晚报》

国内首档主打原创音乐的节目
《中国好歌曲》，将于明晚在中央电视
台综艺频道推出原创作品年度盛典。

在年度盛典上，四大导师将继
续身体力行地推崇原创，不仅会为
学员的原创金曲添砖加瓦，而且会
在现场各自首发一首原创新作。

刘 欢
新作《夜》
风格偏向歌
剧交响乐，旋律
与和声柔美中透着
霸气，且刘欢自弹（钢琴）自唱，气场
非常“高大上”。周华健新作《文身》
非常有创意地将古琴搬上舞台，同
时融入了大量流行元素，而周华健

还会邀请“江湖八怪”中的老
三胡莎莎唱一段京腔。蔡健雅

的《we are one》是她为世界妇
女日创作的，以关怀女性、呼唤女
性自强自爱为主题。该作品把流行
乐和福音结合在一起，洋溢着浓浓
的欧美风。杨坤的原创歌曲《今夜
二十岁》是一首大作，并非纯粹的慢
歌，节奏感比较强，风格清新。

《步步惊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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