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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國語教會

(本報訊)陣容精彩的台灣傳奇隊，在今年休士頓感恩節遊行中，再度受到肯定。
休士頓感恩節遊行今年是第七十週年，台灣傳奇隊由台灣原住民的山地舞隊領頭，色彩艷麗

的舞龍隊壓陣，生動的引導出多元豐富的中華文化元素歲現給休士頓市民。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 彥處長和夫人黃惠榆也參加遊行，陳處長表示，感恩節在美國倍受

重視，休士頓感恩節遊行歷史悠久，內容多彩多姿，他很高興能參與這個全市矚目的盛大活動。
台灣傳奇隊隊長羅茜莉表示，十分感謝今年參加的所有人員，以及熱心家長和活動贊助人，

使今年活動順利成行。
今年參加遊行的隊伍中有許多年輕的一代，他們在分別在山地舞和舞龍隊中表現精彩，顯示

出世代傳承的新意。
感恩節清晨六點遊行人員在僑教中心 集合，搭乘大巴士前往城中心，天還未亮，氣溫也低，

到達遊行區域下車，此地已是萬頭鑽動，隨即開始徒步到等待區，等待九時才開始的遊行。
走在寬闊的市區，面對熱情扶老攜幼的市民，辛苦排練和早起的體力透支都化作興奮的舞步

呈現出來。

台灣傳奇隊展現世代傳承
參加感恩節遊行七十週年

(本報訊)音樂可以淨化人心、導之於正。 「和樂之聲」，期
許：以和為貴，建造和諧社會，使之近於世界大同；以樂為尊，
陶冶人之心靈，使之契合趨向完人。前者是終極目標，後者是推
動達成目標的源動力。周公 「制禮作樂」，其目的無他，教化國
民，建立和諧有序社會，使民安居樂利，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

「和樂之聲」第八屆音樂盛會，擇訂於明年（2020）五月三
十日（星期六），在休斯頓僑教文化中心，隆重盛大舉行。為了

和樂之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為了感謝各界在精神上的鼓
勵及無私在經濟上的援助；為
了感謝音樂界前輩、專家、菁

英提供寶貴意見；為了感謝參與盛會的各方合唱團隊，共相盛舉
，達成理念，滿足廣大音樂同好及親臨現場聽眾的慾望，使之如
沐春風，餘音繞樑，三月不絕。本會理事長楊明耕先生，一本衷
心，特於本月十六日（星期六），邀請了上述人士，在YAO餐
廳，共聚一堂，把酒言歡。一來、趁著歲寒感恩時節，以感恩之
心，表達對上述參與人士，崇高的敬意和感恩。誠如楊理事長之
言 「音樂能淨化人心，淡定心靈，使人雖立污泥而不染，雖處亂

世而不燥。但獨木難撐大廈，尚須眾志，方可成城」；二來、為
了精益求精，塑造和樂之聲有所口皆碑，藉此餐敍，集思廣益，
博覧各界金玉良言。誠如李步青參事之嘉言“金聲玉振、兼容並
包”，不負眾望。亦如陳奕芳主任之勉勵“和樂之聲的演出，朝
著國際化，多元化的目標邁進，提升藝術層次，喚起社會共鳴”
。以及各合唱團團長、指揮所提供的寶貴意見，都將成為和樂之
聲，今後努力改善的標竿。我們相信，和樂之聲在大家愛心的支
持與鞭策，定能達成各界的希望。願上帝祝福大家過個快樂的感
恩節，更竭誠歡迎大家，明年五月三十日共襄盛舉，蒞臨這場音
樂饗宴！

和樂之聲理事會

和樂之聲11/16/2019 感恩餐會感言
穿上美麗的服飾穿上美麗的服飾，，海外第二代承接起傳統文海外第二代承接起傳統文
化化，，在僑教中心預演感恩節遊行在僑教中心預演感恩節遊行。。

台灣傳奇隊隊長羅茜莉台灣傳奇隊隊長羅茜莉（（右右））
和夫婿吳而立和夫婿吳而立（（左左））與三太子與三太子
合影合影，，他們都是遊行中要角他們都是遊行中要角。。

(本報訊)教會於感恩節對附近社區民眾發放愛心禮物包
裹(罐頭，乾貨物品)。

11月28日上午十時有慶祝感恩節禮拜見證分享，有慕道
友願意信主耶穌基督，接受洗禮歸入主名下。會後共享感恩
節愛宴聯誼。

12月21日下午三點開始在中國城的四大華人超市(惠康
，黃金，大中華，百佳)報佳音，還會發放精美的聖誕禮物。

12 月 22 日上午 9:30 主日將有 “Sing Along” 中英文特
別聖誕主日崇拜，崇拜後教會招待午餐款待！

世界廣東同鄉會
(本報訊)定於十二月八日舉行聖誕關怀送暖活動，給予“Westchase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的長者贈送聖

誕禮物，歡度賀聖誕節，該次活動仍需要十個義工參與幫忙派發聖誕禮物，活動為一小時，有興趣參與者請與馬黛華副
會長聯絡，電話：713-302
2386

活動地點：Westchase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882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
日期時間：12月8日 下午二時至三時結束
義工們請當天下午一時半到達現場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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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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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辦慶典會
祝賀安·威廉姆斯再次當選Alief學區董事會主席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019年11
月23日星期六中午，休斯頓多元族群政治
行動委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 在
美南國際貿易中新舉行午餐慶典會，熱烈
祝賀安·威廉姆斯 ( Ann Williams) 再次當選
Alief 學區董事會（Alief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Board of Trustees） 主 席 （Board
President）。休斯頓國際區區長、多元族群
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李蔚華先生主持慶典
活動並致辭。

李主席指出，安·威廉姆斯是地地道道
的休斯頓人，是Alief社區的居民，在Alief
學區董事會任職12年，把Alief學區視為撫
養孩子的安全場所，並認為Alief獨立學區
是讓孩子接受教育的絕佳學校系統。她在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Alief社區有豐富的
經驗，於2017年11月當選為Alief學區董事

會主席，今年11月再次當選，我們對她的
再次當選表示熱烈地祝賀！希望她在Alief
學區再創輝煌！李主席也提到多元族群政
治行動委員會於2016年3月在德克薩斯州
成立。其宗旨有四大任務，首先是結合民
間社團做公益性活動，定期舉辦社區慈善
項目，籌措基金，藉由資源的整合，讓社
區更為團結。第二，製作政治電視脫口秀
節目，定期邀請專家學者針對不同政治性
議題，包括大選、時事和社區議題進行探
討。第三，召開群眾大會，藉由各族裔代
表的團結力量，集結群眾力量，為不同族
裔的群眾發聲，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大選
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保障選民權益。最後
，為政治團隊募款，透過籌款運動與自願
性捐款方式籌集資金，達到輔選目的。

Alief學區董事會主席安·威廉姆斯在致

辭中說到：“我要對在過去十二年中擔任
學區董事會成員的所有支持我的人表示由
衷的感謝。我再次當選董事會主席，讓我
們正在進入另一個教育的里程碑，我一直
感謝您信任我，我要服務並代表您的利益
，再次有機會繼續發揮作用，以解決社區
中所有學生、父母和合作夥伴的關注的問
題。 ” “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團隊合作者，
我努力保持董事會文化的專業性、熱情性
和創造性。在教師協會的支持下，我仍然
致力於確保教師像我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
所經歷的那樣得到其管理人員的支持。我
相信我們的學區資源豐富，可以被公認為
教育創新者。 ”

來自休斯頓文化教育界的代表分別向
安·威廉姆斯再次當選董事會主席表示熱烈
的祝賀！

南美國際電視台
精英琴童展風彩
三十琴童皆華裔
華夏兒孫優美帥

音樂傳遞無國界
琴動心聲報喜來
祖國人民齊祝賀
為國爭光好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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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華主席致辭李蔚華主席致辭李蔚華主席與董事會成員李蔚華主席與董事會成員李蔚華主席接見嘉賓李蔚華主席接見嘉賓



BB55

#4
秦鴻筠工商

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9年11月29日       Friday, November 29, 2019



BB66廣 告 BB66休城工商

#5
WINNIE工商

星期五       2019年11月29日       Friday, November 29, 2019



休城工商 BB77

#6
NANCY 工商

星期五       2019年11月29日       Friday, November 29, 2019



BB88綜合經濟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星期五       2019年11月29日       Friday, November 29, 2019

©2019 GoldenBank www.goldenbank-na.com ©2019 Focusing Design Studio 713-876-6666

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綜合報導 5G是否不安全？與3G、4G技術相

比，5G的確帶來更多安全挑戰。中國未雨綢繆，

提升網絡安全風險應對能力。

此前，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

長聞庫曾表示，5G的安全實際上和4G、3G、2G以

及固定網絡的安全有很多相同之處。中國對網絡安

全是非常重視的，並不是到5G才關註安全問題。

在22日閉幕的世界5G大會上，5G網絡的安全

問題格外受到重視。在展覽現場，觀眾可近距離觀

看工業機器人破解、NFC(近場通信)隱私信息竊取

、手機遠程竊聽偷拍、智能門鎖破解等場景，由此

意識到智能網絡風險的普遍存在。

為何5G會帶來安全挑戰？工信部網絡安全管

理局局長趙誌國在世界5G大會5G安全高峰論壇上

說，5G網絡使用的虛擬化技術，使得安全分析向

雲化的基礎設施轉移，網絡被攻擊的風險點明顯增

多。

奇安信集團戰略研究總監喬思遠向記者解釋說

，所謂虛擬化技術，是指5G網絡時代，信息通信

基礎設施都是由標準化的服務器構建的虛擬化雲環

境，而網絡功能是軟件定義的，替代了4G時代的

通信設備。因此，過去通用化的防火墻在5G時代

已不可行，需進行個性化的安全防護。

喬思遠還表示，4G以前的電信核心網是封閉

、隔離的，而5G核心網為了實現高速低延時，用

戶平面接入設備下沈到靠近用戶的邊緣側，離開了

封閉環境，用戶隱私信息泄露的風險增大，給網絡

安全監管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趙誌國說，5G應用進壹步打破了經濟社會各

領域的邊界。網絡安全與工業、能源、交流、醫療

等實體經濟安全問題交織，5G產業鏈引入了更多

參與主體，各類主體之間的安全界面和責任更為模

糊，對網絡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戰。

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副理事長杜躍進表示，

5G推動了智能化的全面深入發展，主要體現了三

個領域，壹是計算，包括數據本身、數據存儲、大

數據計算、邊緣計算等；二是感知領域，各式各樣

的傳感器用數字化的方式記錄這個世界；三是通信

領域，即大帶寬、移動、低延時的網絡。

“5G是萬物智聯，這樣的環境下安全被重新

定義”，杜躍進說，即使擁有更優秀的工程師，也

避免不了漏洞的出現。

5G網絡的安全風險已被全球通信產業界所高

度關註。華為無線網絡研究部北研分部部長胡華

東說，通信業的國際組織GSMA和 3GPP 都有相

應的漏洞收集機制，學術界或者工業界發現了

4G或5G的漏洞都可以進行相應的改進，5G或者

4G的安全是不斷疊代的演進過程，確保通信系

統是安全的。

在中國，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理事長王秀軍

說，全面開展了5G網絡安全核心制度，從政策管

理制度、技術保障能力、技術標準規範、產業研究

等方面，多角度、系統規劃了5G安全體系建設。

趙誌國表示，中國立足5G作為新興的關鍵信息

基礎設施，提升態勢感知和應急處置等機制和能力

建設，全面提升5G網絡自身安全的保障水平。

應對 5G 的安全挑戰，也需要各國攜手並

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表示，5G

網絡對工控系統、信息安全監測體系、信息安全

傳輸體系、跨境信息傳輸安全都造成挑戰，中國

會堅持推動開放、包容、多邊的討論，推動在國

家間達成共識。

中國版金融科技
“監管沙箱”全速推進
綜合報導 多地金融科技應用試點項

目獲批並啟動，中國版“監管沙箱”也

隨之全速推進。記者多方采訪獲悉，自

去年底央行等六部門決定在北京市、上海

市、福建省等十省市開展金融科技應用試

點之後，日前試點地區的具體試點方案正

式獲得六部委批復。據了解，多個試點地

區的獲批應用項目涉及分布式數據庫以及

人工智能等多項技術，包括推動金融與新

興技術融合應用、推動金融與民生服務系

統互聯互通應用、促進數據資源融合應用

、加強監管科技應用等。

業內人士表示，金融科技應用試點

將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來探索壹條

可復制推廣的中國金融科技應用創新之

路，與此同時，作為中國版的“監管沙

箱”，試點也將助力於建立適應中國金

融科技發展的體制機制。

當前，我國正迎來金融科技發展浪潮

，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已成為新趨勢。央

行日前印發《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

劃（2019-2021年）》，明確提出未來三年

金融科技工作的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提

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國金融科技發展

的“四梁八柱”，進壹步增強金融業科技

應用能力。記者此前從央行獲悉，下壹步

，央行還將持續健全金融科技監管體系，

加快出臺金融科技監管基本規則。

為了給金融科技應用及相關監管規

則制定探索經驗，我國金融科技創新將

試點先行。去年12月，央行等六部門決

定在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

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重慶市、四川

省、陜西省開展金融科技應用試點，之

後各試點地區從項目申報等方面入手，

穩步推動各項試點工作。

央行科技司司長李偉在今年7月的

“第四屆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會”上

表示，這個試點壹方面是在遵照現有的法

律法規和監管規則前提下，積極探索運用

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將優秀的

經驗和做法輻射到其他的地區、領域和行

業，發揮以點帶面的示範引領作用。另壹

方面，也希望通過這個試點建立壹個適應

金融科技發展的體制機制。他表示，這次

試點就叫做中國版的“監管沙箱”。

“監管沙箱”由英國率先提出，旨在為

新興的金融科技創新提供空間，其核心是試

點示範。作為壹種重要的監管模式創新，多

國金融監管部門已經出臺“監管沙箱”。

具體來看，在福建省被批復的試點

方案中，共有26項試點項目（含工商銀

行總行申報的8項），包含省地方金融

監管局牽頭申報的“福建省金融服務雲

平臺”項目、省衛健委牽頭申報的“福

建省‘三碼融合’創新應用”項目、省

科技廳牽頭申報的“福建省科技型中小

微企業金融服務”項目等。

央行福州中心支行相關負責人在接

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部分試點項

目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例如，“福

建省金融服務雲平臺”項目，作為福建

省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壹號工程”，

目前平臺的功能模塊已基本完善，與稅

務、電力等部門的數據對接也基本完成

，正在福州、泉州兩地先行先試。截至

11月初，平臺發布融資需求27.66億元，

線下實際解決融資需求6.27億元。

央行上海總部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

示，在上海被批復的試點方案中，具體

包含中國銀聯等多家單位的“人臉識別

線下支付安全應用”、交通銀行的“分

布式數據庫應用”、建行上海市分行和

上海市人社局的“移動終端的電子社會

保障卡應用”等具體項目。目前，這些

試點項目大部分都已完成方案制定、評

審、采購等前期準備工作。有些項目已

經完成研發，擬開展上線試運行或應用

推廣。據悉，四川省近日也正式啟動14

個試點應用項目，包含基於大數據的反

洗錢監測平臺等。

此外，記者了解到，除了央行等六部門

推動的全國層面的金融科技應用試點之外，

壹些地區也探索地方版“監管沙箱”。

河北雄安新區管委會改革發展局副

局長朱忠文日前表示，將在河北自貿區

雄安片區內打造金融科技創新中心，在

依法依規的前提下，探索“監管沙箱”

機制，支持股權眾籌試點在雄安股權交

易所先行先試。

今年5月底，北京市正式宣布啟動國

家級金融科技示範區建設，北京市地方金

融監管局局長霍學文日前表示，在推動金

融科技發展方面，北京打造了“八壹工

程”，其中包括壹個“監管沙箱”。

值得註意的是，“監管沙箱”雖

然為金融科技創新提供了壹定政策空

間，但是要遵守必要的規則底線。壹

位地方監管部門人士表示，“監管沙

箱”實際上是壹個創新測試機制，它

鼓勵的是在符合現有法律法規、部門

規章基礎上，但尚不具備管理細則領

域中的合規創新。無論如何，創新不

能突破監管紅線。

為此，試點地區在鼓勵金融科技創

新的同時，也采取多種措施保障金融市

場安全。央行福州中心支行相關負責人

表示，要求每個項目在申報時必須明確

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和應急退出機制，

確保在安全合規的前提下開展試點。

李偉此前也表示，“監管沙箱”很

重要的特征就是有推倒重來的空間，把

風險控制在重要領域。因此，壹開始就

設計了風險補償和退出機制，不成功的

話可以推倒重來。

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劉勇在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金融科技應用試點工

作的開展表明了我國發展金融科技的決心，

擬將我國打造成為金融科技創新高地，以金

融科技的發展引領我國金融行業的新壹輪變

革，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5G帶來安全挑戰 中國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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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璐：做《河山》不為賺錢
我老公挺寵我

歷經5年打磨、6個多月拍攝，動用群眾演員

近4萬人，還匯聚了王新軍、秦海璐[微博]、李雪

健、張嘉譯、辛柏青[微博]、尤勇等強大演員陣容

的戰爭題材大戲《河山》，目前正在北京衛視熱播

。日前，秦海璐在接受揚子晚報記者采訪時透露，

這部劇的特殊意義還在於，這是她與王新軍的“夫

妻檔”合力之作。秦海璐說，抗戰題材的作品已很

久沒人拍了，自己作為行業的中流砥柱，有責任用

壹種新的方法把這個題材撿起來。

和老公合作太難了
記者：《河山》中，妳演的姜雅真是壹名地下

黨，不久前的《老酒館》中，妳飾演的谷三妹也是

地下黨，兩個角色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秦海璐：這兩部戲是我同時拍的。《老酒館》

是壹個傳奇劇，講的是民間所謂江湖上的事情，谷

三妹身上也有這種江湖氣，她更多的是在民間搜集

情報。姜雅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工作人員，她

身上有非常強的職業特性，她面對的人也都是經過

專業的、高精尖培訓過的。

記者：這次“夫妻檔”合作的感覺如何？

秦海璐：最大的難處是我老公王新軍當導演

啊，太難啦！最大的樂趣是我老公當導演啊，好開

心啊！難是因為我對他非常了解，他對專業要

求非常嚴苛，也非常執著。但慶幸的是，他不

是壹個固執的人，是非常理性的、可溝通的導

演。第二，我非常清楚知道演員做導演的優勢

在哪兒，他會更註重於人物。我們這個戲很大

不同就是我們壹直在寫人。

記者：此前有抗戰劇被質疑為雷劇、神劇，

《河山》在制作中如何避免這樣的問題？

秦海璐：抗戰題材是有龐大的觀眾基礎的，但

是這種戲不是很少的投資就能夠做的，也不是花壹

兩個月就可以拍完。《河山》對細節要求非常高，

整個主創是壹個非常龐大的大電影制作團隊。我們

的爆破場面和戰爭場面非常專業，從頭到尾，從臺

詞到陣地布置等等都是有軍事指導跟在組裏面，也

有顧問團把關。

記者：這次邀請了李雪健、張嘉譯、辛柏青、

尤勇等資深的演員配戲，作為監制和這些演員合作

有什麼樣的感受？

秦海璐：跟這些老師合作讓我非常感動，他們

為這個戲都很拼。

按部就班地去做事情就好
記者：這次您自己的公司也有投資，為什麼

會投資這部作品，畢竟抗戰劇這幾年的市場並

不太好。

秦海璐：我真的是到了中年這樣的壹個年紀，

在這個行業裏算是中流砥柱，我們有我們的行業責

任和社會責任。當然如果妳要是想賺錢的話，我明

年就可以拍壹網劇或者是什麼，但是咱也不能只賺

錢啥事都不幹是不是，這不是中流砥柱該幹的事啊

。這壹類題材其實這幾年都沒有人拍過，我們很希

望能找到壹種新的方法把這個題材撿起來。

記者：現在很多人處於焦慮的狀態，大家會遇

到困難或者坎坷，您作為壹名演員，會比普通人感

受到的更多。您希望大家用怎樣的心態讓自己呈現

出更好的狀態？

秦海璐：其實按部就班地去做事情，這可能是

比較重要的壹件事情。《河山》從拍攝到後期，我

們有非常充分的準備，才可以應對所有的措手不及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放緩壹下自己的工作狀態，

要想好妳每壹項工作應該怎麼做？要怎麼做？妳的

生活要過成什麼樣子？想過成什麼樣子？之後按部

就班地去做，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壹個比較理想的

生活狀態。

不太喜歡用“堅強”來形容女性
記者：采訪中，王新軍導演誇您生活中安排的

井井有條，妳們相處是怎樣？

秦海璐：我老公寵我是真的，挺慣著我的。說

我生活中井井有條，那他真是撒謊呢，誇我呢，誇

的有點不太切實際。就是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是能

夠打理得非常好，我真的不是他說得那樣（笑）。

記者：王導說您在私下裏稱他為“傻直男”，

為何被他吸引？

秦海璐：他是壹個非常正直，心思也非常細膩

的人。現在我覺得他越來越成熟了，越來越冷靜

，也越來越沈著。很多時候他像壹個男人可以沖

在前面、擋在前面，我覺得這是壹個大男人會做

的事情，讓妳覺得說是被包圍著，被保護著的，

被寵溺的，這是我感到幸福的部分吧，也是應該知

足的部分。

記者：很多觀眾表示在真人秀中就能看出您很

能吃苦，內心的溫柔也展露無遺。您認為自己是壹

個堅強的女性嗎？

秦海璐：其實大家都挺能吃苦的，反而有很多福

可能是妳享不到的。我不太喜歡用“堅強”來形容女

性，對於女性來講，如果用“堅強”來形容的話，是

件蠻殘酷的事，我自己也沒說要用壹個堅強的樣子展

現給大家，可能什麼事情我都覺得我可以去試，給壹

些導演的印象，就是說無往不前，所以就讓我演了壹些

那樣的角色。我必須承認我骨子裏邊是壹定有不認輸

的這壹面的，但是也有很小女人或者是嫵媚的壹面，

當然那壹面妳們看不到，因為妳們也不是我老公。

《希望的大地》：
展現歷史轉折中奮鬥的身影

“沒有壹顆小小的新星，哪有滿天星燦

爛。”由李雪健、楊錚、印小天、姜妍等主

演的電視劇《希望的大地》正在央視綜合頻

道播出。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劇，

《希望的大地》以平民英雄的群像，展現出

改革開放過程中奮鬥者的風貌與擔當。

歷史轉折下中國百姓奮鬥的身影，成

就熒屏的真摯感動。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

名譽主席李準評價《希望的大地》是壹部

佳作，“生動詮釋了幸福是奮鬥出來的這

句話，也真實揭示，是改革開放解放了中

國人民的思想，讓如今的我們走在了實現

民族復興的夢想之路上”。

《希望的大地》也為青年壹代創造了

壹個了解父輩奮鬥歷程的機會。在中國電

視藝術家協會研究部主任趙彤看來，“電

視劇主要展現的形象是1977年、1978年的

大學生，但劇中所蘊含的對奮鬥情懷的贊

美也指向屏幕之外的80後、90後”。電視

劇以倒敘形式從新時代開篇，展現出年輕

壹代接過父輩社會建設接力棒的儀式感。

向“掌上有繭、鞋底有泥、心裏有光”

的父輩致敬

2012年，壹群年過半百的中年人，正從

各地趕赴壹場聚會。他們中有的正攜妻帶子

自駕穿梭在現代化的城市公路上，有的參加

完海外科研會議搭班機趕來。即便早已確認

好了行程，老夥伴們依舊按捺不住打開手機

，通過視頻互道壹聲問候，確認彼此的位置

——他們的目的地“月亮灣”正是年輕時壹

同生活的地方。轉眼來到故地，面貌壹新的

“月亮灣”，以及壹幅幅體現當年艱苦生活

的相片讓他們思緒萬千……《希望的大地》

以壹組倒敘開篇，今昔對比，直觀而真切地

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希望的大地》以馬、吳、柳、田四

個家庭為代表，選取了十幾位主人公，用

社會各領域的百姓奮鬥史，勾勒出改革開

放以來人民物質生活與精神風貌發生的變

化，也解答出這些發展背後的推動力。這

些時代奮鬥者中，有不服輸、不信命，努

力考取大學用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為國家

建設做出貢獻的下鄉青年；有以教書育人

為己任，哪怕遭遇誤解也要講科學的學者

；有視焦裕祿為偶像，全心守護村民致富

希望的創新型基層幹部；有出身貧寒卻心

頭火熱，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的生產大隊

長；有過家門而不入，為人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全力付出的戰士。正是這樣壹群主創

團隊口中“掌上有繭，鞋底有泥，心裏卻

始終有光”的奮鬥者，用壹往無前的勇氣

和堅定的改革決心，闖出城鄉、軍民、產

業、科研等領域壹片天地。

“劇中人三十多年走過的不平凡的改革

之路讓我們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改革開放的

擁護者、參與者，是改革開放的推動者。”

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王偉國看來，《希望的

大地》對“人民群眾是改革開放的主體”這

壹概念進行了生動且清晰地詮釋。可以說，

看懂了這壹個個生動個體的勇氣與奮鬥，就

能更深切體會這段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大時代為每個小人物提供了壹種精神

力量

《希望的大地》以小人物呼應大時代

來展現宏大主題。但在清華大學影視傳播

中心主任尹鴻看來，歷史轉折中並沒有

“小人物”——大時代沒有小人物，大時

代為每個小人物都提供了壹種精神力量。

改革開放奮鬥者身上體現出的那份真誠、

果敢與毅力，為不少享受著改革開放紅利

的青年人提供了鼓舞。

文藝評論家指出，《希望的大地》表

現了改革春風中蘊含的希望，也沒有回避

壹代人面對的艱辛。劇中那批推動歷史轉

折的青年人，都經受過資源匱乏的苦難，

甚至是身份認同的障礙，但他們始終沒有

丟掉骨子裏的善良與改變命運的渴望。

“他們都共同具備著壹種突破生存困境，

向著希望前進的人格力量。並且這種人格

力量在集體主義和求真向善之中升華了壹

種人格美感。我想可能正是這樣的人格之

美打動了熒屏前這壹代青年觀眾。”北京

大學藝術學院藝術學理論博士後蘇米爾，

說出了不少青年觀眾的心聲。

對於每壹代人都有需要面對的愛情、金

錢、夢想的選擇，劇中也給出了不少正向展

現。劇中有這樣壹幕，結婚在即，未婚妻看

出未婚夫創業的渴望，便拿出準備買新房的

錢，幫他當上國營店長。壹句“跟妳的夢想

比起來，它們都不值錢”是對愛人夢想與拼

搏精神的支持與呵護；還有壹幕，面對壹段

親人眼中“門不當戶不對”的情感，軍人毅

然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這些蘊藏在細節中

的質樸情懷，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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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在廈門

舉辦金雞百花特別放映活動，導演刁

亦男、主演胡歌[微博]亮相映後互動

，著名導演曹保平到場助力，與導演

刁亦男就犯罪類型片的創作展開對談

。此番放映也是該影片距戛納全球首

映半年之後首次與國內觀眾相見，胡

歌全程陪同觀眾觀影。

《南方車站的聚會》中，由胡

歌飾演的主人公周澤農所呈現的人

性與命運也引發觀眾熱議，而首度

挑戰這壹復雜邊緣人物的胡歌表示：

“最大難題是在氣質上接近這個人物，的

確經歷了壹些煎熬的過程。開機沒多久，

導演問我感覺，我說無論生理情緒精神

好或者不好，我都要把負面保留下來

。因為這種焦慮不安、沒有安全感的

狀態跟角色是吻合的。”對於這樣壹

個在逃亡中綻放生命亮色的悲劇性人

物，胡歌也給出了自己的理解：“這

個角色五年沒有回家，他覺得給不到

老婆孩子好的生活。我想象他是對人

生沒有希望的人，生活在邊緣底層，

直到他知道自己的命值三十萬的時候

，才給了他新的支撐。”

導演刁亦男也對影片主旨進行了解

讀：“希望大家達到壹種新體驗，壹個

男人在最後壹刻完成人生救贖，女性獲

得勝利，而男人也承擔起對生命的責任

、對家庭的責任。”

第二次與刁亦男導

演合作的桂綸鎂則表示

：“我覺得劉愛愛與周

澤農兩個角色是面向絕

境的人，又不太甘心，

所以在彼此的身上找壹

點新的、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壹點希望

，或者是壹點點愛意。影片裏為什麽

說壹直往南呢？因為南方潮濕、熱，

感覺很有生機，比較有希望的可能。

”在片中壹直“追捕周澤農”的廖凡

，談到片中最後壹場重場戲角色的舉

動時表示：“這部電影的結局是開放

式的，每個人理解的不壹樣。那壹刻

他沒去抓，不代表沒有去。電影只是

壹個出口，讓大家在壓抑之後，總有

釋放平靜的地方，找到壹個溫暖的地

方。”

有觀眾認為：影片故事的起因

是為三十萬的賞金，但最終的落點

其實是“情義無價”，看似不起眼

的小人物在黑暗中綻放出了頗具沖

擊力的光芒。對此桂綸鎂表示：

“演結局那壹場戲的時候我百感交

集，也許那是兩個女人的勝利，但

是我演的時候非常的困惑。我獲得

了現實中所謂的金錢利益，但可能

背棄了某壹部分的道德和道義。”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第435期：中國式標語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11/25/2019 -12/1/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5 26 27 28 29 30 1-Dec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21/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治安對談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21~25集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6~10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治安對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21~25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6~1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11月29日       Friday, November 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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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19年11月29日       Friday, November 29, 2019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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