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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表
电视剧

中央电视台

CCTV1 20：00 电视剧：

情暖万家(16、17)
CCTV1 22：28 电视剧：

说好不分手(1、2)
CCTV4 19：15 电视剧：

山间铃响马帮来(9)
CCTV8 18：56 动画片：

神厨小福贵(37)
CCTV8 19：30 电视剧：

湖光山色(7-9)
CCTV8 22：05 电视剧：

风语(1、2)
山东电视台

山东卫视 18：10 动画

片：孔子

山东卫视 19：35 电视

剧：白狼

齐鲁频道 18：55 白金

剧场：军统围猎的女人

影视频道 18：47 师傅

(42-43)洪武大案(1、2)
少儿频道 17：00 动画

片：东方神娃

少儿频道 18：00 动画

片：雷速登闪电冲线2
少儿频道 19：00 动画

片：积木世界的童话故事

少儿频道 20：00 动画

片：喜羊羊与灰太狼

济南电视台

新闻频道 19：34 天涯

赤子心(8、9)
影视频道 18：26 电视

剧：喜临门(13-15)
北京卫视 19：42 电视

剧：风声传奇(1、2)
江苏卫视 19：30 幸福

剧场：中国远征军 ( 4 9、
50)
陕西卫视 19：35 你是

我的兄弟(19-21)
湖北卫视 21：40 电视

剧：江南锄奸(7-9)
江西卫视 1 9：3 4 剧

场：锣鼓巷

吉林卫视 19：36 电视

剧：闯荡(6-8)
河北卫视 2 0：4 5 剧

场：欢喜婆婆俏媳妇(32)

电影

CCTV6 12：10 故事片：

集结号

CCTV6 16：40 故事片：

谭老板

CCTV6 19：35 故事片：

武术班

CCTV6 22：12 译制片：

监守自盗

山东电视影视频道 12：
00 酷影100’伦文叙老

点柳先开

济南电视都市频道 22：
00 佳片识女人

重庆卫视 20：00 经典

电影赏析

综艺

CCTV1 18：02 国际艺

苑

CCTV3 19：30 欢乐英

雄

CCTV4 17：50 快乐驿

站

CCTV4 18：15 中国文

艺

CCTV4 18：45 国宝档

案

CCTV4 20：00 走遍中

国

山东电视生活频道 20：
00 八点听书

山东电视综艺频道 19：
00 快乐向前冲

山东电视综艺频道 20：
00 综艺满天星

山东电视公共频道 20：
35 快书故事

济南电视影视频道 21：
10 有一说一

济南电视影视频道 21：
52 不见不散

济南电视娱乐频道 19：
13 欢乐笑哈哈

济南电视娱乐频道 20：
11 你最有才

济南电视娱乐频道 21：
51 娱乐现场

济南电视娱乐频道 22：
27 德云喜乐会

具体请以电视台安

排为准

日本政府17日加紧为福岛第一核
电站的反应堆“降温”，由自卫队出
动直升机实施洒水作业，东京电力公
司着手恢复部分机组的电力供应，以
期重启反应堆冷却系统。

当地时间17日上午9时48分左右，
两架CH-47型直升机飞至福岛第一核
电站上空，开始向3号机组洒水。鉴于
核电站辐射水平过高，直升机一边飞
行一边洒水，没有在反应堆正上方停
留，进行4次注水后返回基地。东京电
力公司估计，两架直升机12分钟内洒
下大约30吨海水。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直升
机底部安装了防辐射装置，每天作业

时间不能超过40分钟。另外，机组人
员随身携带实时监测装置，一旦辐射
水平过高便立即撤离。

17日19时35分前后，自卫队开始
从地面向核电站机组喷水。日本广播
协会电视台报道，警方傍晚时分用高
压水枪喷水，随后因辐射水平过高撤
离。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官员17日说，
日本自卫队直升机当天对福岛第一核
电站3号机组注水后，当地辐射强度短
时间内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东
京电力公司官员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直升机注水前，当地时间17日上午9时

40分在距离3号机组一百多米的地方监
测到的辐射强度是每小时3782微西
弗，注水之后10时20分在同一地点监
测到的辐射强度是每小时3754微西
弗，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日本经济产业省17日警示，受降
温等因素影响，从当天傍晚开始东京
电力公司的电力供应可能跟不上需
求，包括东京在内的地区不排除大规
模停电的可能。

日本国土交通省当天说，鉴于
东京当晚可能发生大规模停电，首
都圈各交通运行公司要尽量减少铁
路、地铁、轻轨等交通工具的发车
数量。

日本震区“雪”上加霜

▲3月17日，一架日本自卫队的直升机从海洋
中取水，准备对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冷却作业。

大雪和严寒16日侵袭日本东北部
地震灾区，影响救援。灾民生活雪上加
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救援人员帕特
里克·富勒说：“雪铺天盖地，能见度只
有40米。”

富勒身处岩手县大槌町。当地1 . 7
万名居民大约一半至今下落不明。岩手
县陆前高田市是海啸重灾区之一。当地
消防部门说，全市80%以上地区先前遭
淹，降雪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气象部
门预计寒冷天气将持续至18日。

截至16日，警方已确认超过4300人
死亡，超过8600人失踪，大约45 . 2万人
避难。

降雪降温令燃料、食品等救灾物资
供应不足的情况愈加严重。

《读卖新闻》报道，一名在陆前高田
市市立中学避难的灾民16日死亡。这处
避难场所老年人居多。一名78岁的女性

说，由于天气寒冷，她想再要一床厚被
子，却被告知已没有多余的被子。

宫城县女川町体育馆内有大约两
千名灾民。他们15日的晚饭是一个小面
包、大酱汤和炸鱼饼。

铃木真由美抱着一岁的孩子。她告
诉《产经新闻》记者：“我能忍得住，但是
孩子夜里饿得直哭，真可怜。”

一名老人嘟哝着：“吃面包怎么能
有力气，真想吃加了梅子的饭团。”

晚饭下午4时30分开始。吃完饭，不
少灾民早早躺下。他们每人只有一条配
发的毯子。40岁的平塚真子说：“趁身上
暖和，现在就睡，等夜里变冷就睡不着
了。”

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鹿野道彦16
日宣布，将向灾区每天提供150万份面
包、饭团、盒饭等食品以及125万升饮用
水，初始阶段力争确保一周供应量。

除自卫队外，农林水产省打算动用

更多运输力量，尽全力保证物资供给。
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16日下午

在记者会上说，从全国范围看，生活物
资供应充足，呼吁灾区以外民众不要囤
积燃料和食品等，以保证灾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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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日使馆确认
一名中国公民遇难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7日说，现已确认有一名中
国公民在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强震引发的海啸中
遇难。

中国驻日使馆在其网站发布消息说，中国驻日
使馆前方工作组初步确认，一名中国公民在宫城县
石卷市不幸遇难。应其家属要求，有关遇难者的详
细信息不在网上发布。

陆空合力“冷敷”反应堆
东京等地或大规模停电

日本静冈县东部伊豆半岛15日深夜
发生6级地震，日本部分专家认为，这次地
震可能成为富士山重新喷发的导火索。

据日本气象局介绍，这次地震的震中
位于东京西南部120公里的静冈县，靠近
富士山，震源深度约为10公里至14公里。

名古屋大学地震火山和防灾研究
中心教授鹭谷威说：“富士山自1707年
宝永年间喷发以来，已过去约300年，因
此再次喷发并不奇怪。这次地震有可能
成为导火索，应该密切关注情况发展。”

富士山有可能喷发
加拿大核电站废水泄漏

加拿大核安全监管部门16日发布消息说，安大
略省一座核电站发生废水泄漏，超过7 . 3万升软化
水流入安大略湖，但不会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

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发布消息说，14日晚11时
30分左右，安大略发电公司位于皮克林地区的一座
核电站抽水泵密封设备出现故障，致使软化水泄漏。

这家电力公司发表声明说，这些废水含有微量
的氚，具微弱放射性，但含量远低于监管允许的标
准，不会对饮用水质量造成任何影响。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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