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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郭鑫年所创造的魔晶面临着资本围剿/
股东们一致决定售卖股份/这也意味着郭
鑫年将失去魔晶的主控权/魔晶逆袭的奇
迹不会再发生. 处此情景的郭鑫年/在天
台和前来劝解和安慰他的那蓝发生了争
吵 /那 蓝 为 他 分 析 现 状 /并 一 再 告 诫 他 不
会再有奇迹发生了/他则依旧相信只要继
续拼命/ 他的生命里就一直会有奇迹发
生/更发出'没有奇迹的人生太无聊了(歇
斯底里的怒吼/道出了他多少的苦楚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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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时代》郭鑫年遭
“众叛亲离” 黄轩演技爆发
+创业时代,正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
双台热播中. 剧播接近尾声/由黄轩饰演
的郭鑫年和他所创造的魔晶也遭遇到了
致命性打击/当所有人都在劝他卖掉自己
手头的股份时/他依旧坚持着只要拼命就
会再有奇迹发生.在天台和那蓝对话争吵
流泪宣泄的桥段/他所有的痛苦和不甘心
顷刻都喷薄而出/ 让观众看得震撼与揪
心/表示'实在太心疼郭鑫年了(.
在近日新播出的剧集中/由黄轩饰演

".

电视节目

! 新 闻 热 线 &/-'(+'%-"%'(

广东卫视
动画片 # 精诚的心
剧场 # 花千骨
剧场 # 白鹿原
健康有道
直播全球
剧场 # 桃花依旧笑春风 ?+' -,<@
幽默观察家
活力影院
广西卫视
<1#+% 晨光剧场!遇见王沥川
<'#2< 动画剧场
<'#0% 阳光剧场!射雕英雄传
2+#,% 经典剧场!地道战
2"#<< 海丝路
2'#,% 美丽剧场!决胜
+2#+< 剧精彩 +2#0< 百寿探秘
++#+< 时尚中国
++#0< 传奇剧场!爱国者
江西卫视
<" !,% 上午剧场!幸福归来
2+ !<< 经典传奇
2+ !,% 杂志天下
2, !<% 金牌调解
20 !<% 下午剧场
2" !21 社会传真
2' !,0 剧场!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2 !+% 传奇故事
山东卫视
<1#,% 经典剧场 父母爱情
2<#0< 情意剧场 延禧攻略
2,#0< 爱家剧场 甄传
2"#+< 栏目 # 齐鲁先锋
2'#,<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2#,< 栏目 # 调查
++#<< 精英剧场!延禧攻略
+,#,< 中国刑警 "<, 第二部英雄本色
山西卫视
<1#%% 经典剧场
2+#%% 热播剧场!神雕侠侣
2'#,% 黄金剧场!父母爱情"+2 -++ $
+2#0< 世界面食大会汇编
++#,< 热血剧场!苍狼
云南卫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2,< -2,2 $
<"#00 剧场 东北剿匪记"%/ $
<'#,0 剧场 漂洋过海来看你"2;, $
2+#%% 剧场 炮神",2;,/ $
2'#,0 炫美剧场 警花与警犬", -0 $
+2#+/ 了不起的你
++#+2 经典人文地理 云上的村落"三$
重庆卫视
<1#,< 中国故事
<"#<% 第一微视频
<"#+< 剧场!铁血军魂"2<;2, $
2+#+% 9ABC 欢乐假日
-,#3% 剧场!我是赵传奇"-';), $
-1#0% 环球视界 -"#3, 财经壹资讯
-'#,, 热血剧场!鸡毛飞上天"-' -)3 $
)-#)3 谢谢你来了
))#3% 电视剧!旗袍旗袍",3 -,- $
浙江卫视
31#,3 白天剧场
-"#33 新闻深一度
-"#%, 好看中国蓝
-'#,3 剧场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3 好看中国蓝
))#33 综艺精选

3"#33
3"#(%
-(#,3
-1#-3
-"#33
-'#,%
+2#2<
++#<<

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每晚播出

甘心/无奈与悲痛. 那蓝随后上前抚摸他
的 头 /二 人 流 泪 共 同 分 担 痛 苦 /又 让 观 众
感叹(那年'这一对是同甘共苦的糖/还好
郭鑫年的身边有了她.
随着剧播至收官阶段/+创业时代,的
男女主 => 却仍迟迟未在一起/ 这让观众
不禁表示实在太不走寻常路.而在最新剧
情中/ 那蓝邀郭鑫年同去游乐园游玩散
心/发糖不停.送那蓝回家至家门口/二人
继续谈起魔晶的生死/ 郭鑫年终于表白!

'那我一个奢求/我爱你(/还未等到回应/
就被那蓝母亲的突然出现而打断/他留下
眼泪!'我就说我的运气不够好吧(. 网友
们纷纷表示'糖中带虐(/二人在一起实在
太不容易了.
面对魔晶此刻的处境/郭鑫年最终如
何选择0 好兄弟卢卡婚礼在即/郭鑫年又
会做出怎样让人落泪与共情的举动0每晚
-'#,3 /东方 卫 视 东 方 剧 场 -浙 江 卫 视 中 国
蓝剧场/每晚持续精彩播出% 据网易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