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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小丈夫》这部电视剧，由董子健和张嘉倪主

演，两位戏骨李立群和刘敏涛，担任这部电视剧的男二

号和女二号。该剧调性明确，该剧讲述了一个个在医

疗事件背后温暖人心的故事。

该剧的情感故事尤其吸引人，产科医生郭靖，喜欢

对任何事情进行研究、推理、分析、判断，并将此用在临

床第一线。这个被领导视为 " 不务正业 " 的边缘医生

竟然要追求医院里最年轻、最漂亮的获得国家政府津

贴的主任黄蓉，郭靖的顶头上司产科主任黄彩云是黄

蓉的姐姐，她绝不允许妹妹嫁给这样的人，所以处处设

难题，层层设障碍。

董子健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饰演男主角郭靖。这个

角色原名是郭京，因为医院的美女医生叫黄蓉，所以这

位“不务正业”的男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郭靖，并且

对黄蓉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在其他人看来，这个男主

根本配不上女主黄蓉。尤其在医院的业务能力方面，

男主确实有些不务正业。因此，他已经面临了失业的

危险。最终，男主将通过一次援助非洲的医疗行动来

证明自己，实现气质上的逆袭。而张嘉倪饰演的女主，

则集合了美貌与才华。这位医院的青年医生，已经获

得多项荣誉，并且在专业内成果很多，成为病人们信赖

的主治医生。正是因为这种才华和美貌的集合，造成

大家并不认为男主配得上她。在追寻爱情的故事当

中，两人更是一波三折。

董子健、张嘉倪
联手打造小人物的小幸福

《小大夫》
主演：董子健、张嘉倪、刘敏涛、李立群

时间：苏州三套8月15日——8月21日每

天18:30播出

/看点/《玫瑰之战》由孙皓执导，郑仁湘、张涵编剧，

汇聚了一批演技精湛的中青年演员，俞飞鸿、王志飞、

王姬、芦芳生、隋俊波等众多实力演员的倾情演绎，强

化了该剧主题表达触及的思想深度，丰富了该剧的观

赏性。

该剧讲述了原本生活幸福的全职太太顾念，因丈

夫宋嘉辰陷入罪案并暴露了其出轨的事实，同时遭到

了家庭和情感的背叛故事 。顾念是一名全职太太（袁

泉饰），她的丈夫宋嘉辰（于谨维饰）身为金牌律师，事

业有成，一家三口生活幸福。然而意外降临，宋嘉辰陷

入罪案并暴露了其出轨的事实，顾念同时遭到了家庭

和情感的背叛。为了担起生活重任，她在丰盛（黄晓明

饰）的引荐下来到仪盛和律所重新出发。在这里，她彰

显了非凡的工作能力，获得了律所合伙人令仪的欣赏，

并帮助宋嘉辰洗脱罪名。职场的磨砺，让顾念愈发独

立坚强，不仅迎来事业的巅峰，还逐渐成为大家心目中

的优秀律师，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地维护法律的公平与

正义。

看全职妈妈如何重返职场

《玫瑰之战》
主演：袁泉、黄晓明、俞飞鸿、代旭、于谨维

时间：央视八套8月15日——8月21日每晚

19：30播出

壹/周/看/台

星期一 8月15日

《纪录片时间》
《热的雪》: 朝鲜战场的铁三角地区由铁

原、平康、金化构成，是志愿军核心后勤基地之

一。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后，“联合国军”趁

志愿军回防休整进行了猛烈反扑，铁原兵临城

下。面对危局，彭德怀命令63军阻击美军。经

过艰苦卓绝的战斗，63军成功延缓了美军的攻

势，保住了铁原。

《君到姑苏见第八季》：太湖边，一年四季瓜

果时鲜迭出，骄纵出苏州人“不时不食”的传统。

如今，这座城市仍保留着过去的饮食习惯，春夏

秋冬、一年四季，品味舌尖上的不同滋味。不时

不食，不正不食，不繁不食。这，不仅仅是苏州

人味觉上的挑剔，更是人们心中对诗意生活的

追求。

★ 苏州三套8月15日——8月21日20：00播出

星期二8月16日

《寰宇地理》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了周围

的城镇和村庄。位于西坡的不知名小镇赫库兰

尼姆和成千上万名当地居民被深埋在火山灰

下。如今，考古学家发现了此处的第一具人类

遗骸。这一发现或许能带我们了解这座小镇的

末日时光。

★苏州二套8月16日6：12播出

星期三8月17日

《猎神：冬日之战》(美国)
该片讲述了为了终结冰雪王国的邪恶统

治，相爱的猎人和萨拉与两位女王展开了对抗

的故事。

★央视六套8月17日22：23播出

星期四8月18日

《做家务的男人》第4季
节目以“男人做家务”为切入点，从柴米油盐

的家务活儿里刻画人生百态，从纷繁复杂的家务

事儿里透视世间万象。第四季以“家务是件大事

儿”为主张，以“全男班集结的家务学院”为升级

卖点，欢乐有趣的展现男人“想扫天下，先扫一

屋”的家务养成之路。

★东方卫视8月18日22：02播出

星期五8月19日

《“食”万八千里》
节目由王耀庆、伯远、伍嘉成、张国伟和陈欢

五位常驻嘉宾组成“食”万兄弟团，以探寻美食为

切入点，深入体验全国各地特色产业。

★浙江卫视8月19日22：00播出

星期六8月20日

《扫黑·决战》
该片讲述扫黑专案组组长宋一锐带领组员

由一起征地拆迁案深入调查，突破层层阻挠，与幕

后的黑恶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正义故事。

★央视六套8月20日19：57播出

星期日8月21日

《这十年·追光者》
节目围绕脱贫攻坚、文化自信、教育奉献，基

层党建、大国重器、农业科技、强军爱国、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展开，以年轻

追光视角探寻这十年时代发展意义。

★湖南卫视8月21日19：30播出

/看点/该剧将延续欢乐颂系列的都市女性群像视

野，讲述叶蓁蓁（江疏影饰）、方芷衡（杨采钰饰）、朱喆

（张佳宁饰）、何悯鸿（张慧雯饰）、余初晖（李浩菲饰）五

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

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翻越生

活的暗棘与险壑。

《欢乐颂3》本次发布的定档预告中，一句“一个女

孩子在上海，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合租房不容易”便道出

了千万女性独自在外打拼的共同心声。举目无亲的陌

生城市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是每个漂泊客都要面对

的课题。来到上海，归国的生化专业副研究员叶蓁蓁

是为了实现科研理想，“道不同，不妨碍和平相处”是她

的人际相处之道。方芷衡则是为了某个隐秘而沉重的

目标，“我做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今天”令人对她的经

历倍感好奇。朱喆则为了生计，职高毕业的她在酒店

工作十几年，凭借勤勤恳恳与人情练达终于在上海站

稳脚跟。何悯鸿是为了文学梦想，信念坚定的她敢于

发出“我可以为公司卖命但是我不出卖人格”的呐喊。

余初晖一心要成为母亲的依靠，靠打两份工攒钱的她

也同样勇于带领同事向上级领导的不公待遇发起反

击。

“新五美”续写女性励志故事

《欢乐颂3》
主演：江疏影、杨采钰、张佳宁、张慧雯、李浩菲

时间：东方卫视8月15日——8月21日每晚

19:34播出

一周导视

卫视
[41]新疆卫视

09：21 父母爱情（23-
45）（一至六）；跨
过鸭绿江（1-5）
（六、日）

14：20 隋唐英雄之薛刚
反唐（2-22）（一
至日）

20：20 隐秘而伟大（一
至日）

[43]辽宁卫视
08：00 动画片（一至日）
08:35 二叔（一至四）；父

母爱情（五至日）
16：40 欢乐集结号（每天）
19：35 如果岁月可回头

（一至日）

[53]宁夏卫视
07：30 剧场（一至日）
13:14 剧场（一至日）
19:40 剧场（一至日）

[54]云南卫视
07：26 野山鹰（1-42）

（一至日）
13：28 兵临城下（31-42）

（一至三）；太行山
上（1-20）（一至
三）

19：34 过界（11-24）（一
至日）

[57]贵州卫视
08：30 二十四道拐（一至

三）；激战（三至
日）

19：35 历史上的今天（一
至日）

19：50 运河风流（21-34）
（一至日）

[60]黑龙江卫视
17：44 剧好看（一至五）
19：30 小敏家（一、二）；

扫黑风暴（三至
日）

21：20 幸福私房菜（一、
六）；驿站（二）；劳
动最光荣（三）；遇
事找法（四）；爱上
这座城（五）；抗联
英雄传精编版
（日）

[63]青海卫视
08：10 剧场（每天）
19：35 芝麻胡同（一至

日）
21:30 昆仑眼（一至六）；

守望（日）

[64]吉林卫视
07：42 生命中的好日子

（52-54）（一、
二）；乔家的儿女
（1-11）（二至日）

13：39 雪豹（47-54）
（一、二）；勇敢的
心（1-20）（一至
日）

19：33 输赢（一至五）；心
居（1-5）（五至
日）

[65]西藏卫视
13：00 午间新闻（每天）
19：30 西藏新闻联播（每

天）
21：50 西藏诱惑（一至

五）

[66]江西卫视
12：55 金牌调解（一至日）
18：15 社会传真（一至日）
19：34 前行者（一至三）；

局中人（四至日）
21：30 传奇故事（一、三

至日）；有喜啦！
（二）

[68]陕西卫视
07：28 剧场（一至日）
13：04 剧场（一至日）
19:30 剧场（一至日）
21：02 剧场（一至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8月15日-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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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明确：不得开展此类短期健康险业务

短期健康险业务急速增长

短期健康险，是指保险公司向个人

销售的保险期间为一年及一年以下且

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

具体来看，部分公司与拥有互联网

医院、健康科技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关

联公司的相关业务集群开展合作过程

中，用特定药品团体医疗保险方式承保

客户因已确诊疾病发生的后期药品治

疗费用。在实际业务承保中，公司通过

将等待期设置为0天、将保险责任终止

条件设置为给付一次等方式迎合业务

模式需求，保费收入与药品价格相近，

从收取保费到支付赔款间隔时间较短，

且公司未参与掌握核心风险管理环节，

业务持续亏损。

《通报》指出，上述业务中，公司通

过与有关机构合作，使用短期健康险产

品实际承担已确诊客户发生频次确定、

损失程度确定的医疗费用支出，异化了

保险业务，使保险或然事件成为必然事

件。部分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风

险：一是公司承保的是确定发生的医疗

费用支出，不符合大数法则、射幸原则

等基本保险原理，且无法通过重大风险

测试。二是公司风险管控缺失，前端承

保和后端理赔等核心环节均由相关机

构掌握，保险公司不掌握自主定价权，

也未实质参与风险管理，无法体现保险

经营管理风险的基本功能作用。

持续优化保险产品

针对上述问题，《通报》要求各财险

公司及时排查短期健康险业务，不得开

展任何类似的、不符合保险原理、失去

保险或然性的短期健康险业务，确保业

务依法合规，确保业务的可持续性，维

护行业良好社会形象。

《通报》强调，各财产保险公司应紧

紧围绕保险保障本源开展产品创新工

作，结合不同被保险人的风险特点，持

续优化保险产品、体现风险保障责任，

满足不同人群在药品和健康管理服务

等方面的需求，依法合规开展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

对于短期健康险，监管部门此前已

有关注。2021年 1月，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规范短期健康险业务有关问题的

通知指出，保险公司不得在短期健康险

产品条款、宣传材料中使用“自动续保”

“承诺续保”“终身限额”等易与长期健

康险混淆的词句。业内人士认为，监管

部门的一系列举措向行业明确传达了

短期健康险业务规范经营的信号，为行

业健康险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也对财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险控费

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近日，银保监会财险部下发《关于部分财险公司短期健康保险业务中存在问题及相关风险的通报》（以下简称

《通报》），要求财险公司不得开展不符合保险原理的短期健康险业务。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对财险公司经营短期健

康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有利于引导短期健康险业务规范发展。

周末要出去逛吃逛吃？别错过工

行这波限时福利。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工银信用卡持卡人每月持卡消费达

标，就可领取通用满减券、茶饮小食券、

商超购物券福利，最高可获得18元优

惠。

活动期间，持卡人只需通过“e生

活 plus”微信小程序进入“爱购消费

券”活动页面，就可参与消费笔数达标

领取爱购消费券活动，使用工银信用卡

单笔消费金额不小于5元即算达标消

费。当月使用工银信用卡单笔达标消

费笔数2笔，持卡人有机会领取一张满

10元立减3元通用微信立减金；当月单

笔达标消费笔数累计消费5笔，有机会

领取一张茶饮小食类满20元立减5元

场景消费券；当月单笔达标消费笔数累

计消费8笔，有机会领取一张商超购物

类满30元立减10元场景消费券。

每位持卡人每种场景消费券限领

取一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活

动详情，请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

微信公众号获得。

达标领最高18元消费券
工行爱购福利限时上线

资讯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

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

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缴费、

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

营收益构成。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

2875万名职工参加企业年金，企业年

金投资运营规模达2.61万亿元，当年投

资收益额为1242亿元。

有不少读者非常关心，企业年金跟

自己关系大吗？换工作会不会影响年

金领取？退休时，这笔钱该怎么领？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职工达

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时，可以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

账户中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企业

年金。也可以将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

户资金全部或者部分购买商业养老保

险产品，依据保险合同领取待遇并享受

相应的继承权。同时，出国（境）定居人

员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以根据

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此外，当职工变动工作单位时，如

果新就业单位已经建立年金制度，原企

业年金个人账户权益应当随同转入新

就业单位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如

果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年金制度，或者

职工升学、参军、失业期间，原企业年金

个人账户可以暂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

理，也可以由法人受托机构发起的集合

计划设置的保留账户暂时管理。

编辑/卢玲瑜

企业年金退休时咋领？人社部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