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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刘少奇#即将登陆央视一套$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 综合频道 /
"#)* 生活圈
(#0* 精选剧场!0" 集连续剧!启航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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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周末特供 3*#)+ 经济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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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 3%% 秒 ')#*- 综艺喜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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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卫视
卡通剧场!开心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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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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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午剧场 # 正阳门下
3)#%, 午茶剧场 # 芝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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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戏看北京
'3#3+ 暖暖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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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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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意剧场 # 月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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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炫国剧风
'3#)) 调查
''#)* 精英剧场 # 月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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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刘少奇》央视一套热播
&共产党人刘少奇' 是湖南省委联合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
牵头组织创作的革命历史剧(由海波担任
编剧(嘉娜)沙哈提执导(赵波$徐百卉$侯
京健等联袂主演*
该 剧 讲 述 刘 少 奇 闯 县 城 +省 城 $皇 城

和国门,四道乡关-(寻,实事求是$每求真
是-,八字真经-( 矢志找寻救国真理和建
设新中国道路的故事* &('& 年(刘少奇在
莫斯科东方大学入党* 一年后他学成回
国(领导了,安源路矿大罢工-* 随着大革
命形势骤然逆转(刘少奇于险恶情境中亲

赴白区主持善后* 抗战时期(刘少奇进入
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建国后当选为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 $教 育 $外 交 等 方 针 政 策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生严
重困难( 刘少奇又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参

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使国民
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 年 * 月 &- 日
刘少奇追悼大会隆重举行(为中国革命和
建设奋斗一生的刘少奇虽早已离开(但他
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将永垂不朽*
据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