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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恩仇记》开播
国霖展反派魅力
嘉视新闻综合频道 １ 月 ２４ 日起播出
负。面对国仇家恨，随着时代的洪流，
他的人生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
喜，时代的跌宕起伏在他身上留下了
深刻的烙印。
曾在电视剧 《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
《孤胆英雄》
《红七军》 等革命题材
作品中有突出表现的郑国霖再度参演
红色革命题材却选择塑造了一个反派
《家 国 恩 仇 记》由 国 内 著 名“红

角色，对此郑国霖表示很重要的一个

视听导读
ＦＭ１０４．１ 嘉兴综合广播
好房好生活 周一至周六
１５院３０要要
要１６院３０
《好房好生活》 是一档针对有买
卖房产、装修需求的老百姓搭建的专
业平台。节目前半小时包含楼市动态
解读、房屋选择推荐、价格评估和解
决问题纠纷等内容；后半小时分析解
读家装公司选择、建材选择、家电、硬
装软装等装修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主
持人郝郝，带领嘉兴最专业权威的专
家团队走进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提供从选房到装修的一站式服务！
微信互动平台院ＸＷＧＢ１０４１
节目热线院８２０７３１１１

剧”导演王响伟执导，王新军、
李彩桦、

原因是“马皓天这个人物很有挑战

李依晓、郑国霖 、鲁轲轲共同加盟，演

性”。
“大部分的角色你都可以用正派

绎在家国动荡的大背景下，革命儿女

亦或是反派来衡量，但对于马皓天来

ＦＭ９２．２ 嘉兴交通广播

们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艰难

说，没有绝对的正或反，只是在一个岔

相约在路上 周一至周六

抉择。该剧将于 １ 月 ２４ 日在嘉视新闻

路口上，有的人选择了向左，有些人选

综合频道与观众见面。

择了向右而已。”

《家国恩仇记》中郑国霖饰演的

随着《家国恩仇记》的热播，相信

马皓天是剧中最大反派，马皓天这个

在《家国恩仇记》中，郑国霖展现的别

人物爱憎分明、层次丰富，诠释了反派

样魅力定会带给观众不同的体验。

的别样魅力。
《家国恩仇记》演绎了在家国动
荡，时局混乱的大背景下，革命儿女们
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之间的艰难抉

乘客、管理部门搭建起沟通交流的平
台。
节目热线院８２０７７１１１
微信公众账号院ＦＭ９２２９２２

音乐早上好 周一至周六

剧中，郑国霖塑造的马皓天是黄埔三

０７：００要０９：００
《音乐早上好》是一档音乐 ＋ 资讯

期毕业的资优生，聪明绝顶，又心狠手
辣。他很有想法，也有自己的梦想和抱

《我的冤家住对门》开播
张瑞涵陈赫包贝尔爆笑互怼
陈赫、王鸥、包贝尔主演的都市情感

９院００要１０院００
《相约在路上》 是一档关注出租
车、网约车和公交车司机群体，集资
讯、话题、
服务、
访谈、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性交通节目。节目将致力于为司机、

ＦＭ８８．２ 嘉兴音乐生活广播

择，跨度从 １９２４ 年一直到 １９４８ 年。在

由王骏晔执导，演员张瑞涵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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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的情节。
做起了生意，并且沉沦在爱情中

类节目，是一个以资讯服务为主的音
乐节目，由常悦和呼斯乐搭档主持。跟
以往的主持风格不同的是，这档节目
会突出不同人以不同视角来看同一件
事件，所以，
这档节目里不仅会有丰富
的新闻资讯，也会有丰富的观点提供
给听众。
节目直播热线院８２２０９６６６
微信公众号 ｓｈ８８２８８２

文化影视频道

轻喜剧《我的冤家住对门》近日开播。

不能自拔，让人又爱又恨又惋惜，这个

该剧讲述了一个令人捧腹大笑又温

人物刷新了观众对张瑞涵的一贯印

暖备至的倒追前夫的故事。剧中，张

象，
除了喜剧中的角色，他还可以是温

瑞涵饰演白志友，是一位精明又深情

柔体贴的居家男士，而且依旧充满魅

《科学近距离》是文化影视频道

的实业家，为了帮助好友罗洁（王鸥

力。
他对罗洁的感情很痴情，所做的一

与嘉兴市科协合办的科普节目，致力

饰演），不仅甘心成为
“第三者”，陪她

切事情都是为了她，最后的结局爱而

于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参

演戏欺骗她老公潘向东（陈赫饰演）；

不得，也失去了自己。除此之外，白志

与科普活动，弘扬科学精神。

而且在得知罗洁身患癌症之后，多次

友与情敌潘向东之间有误会、有争执、

苦苦相劝，不惜借钱为其看病，导致

有较量；与蔡郝贵（包贝尔饰演）一开

道《今朝多看点》的子栏目之一，与南

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公司陷入危机。

始矛盾就很激烈，甚至动起了手。四个

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合作，密切关注

他与罗洁、潘向东之间产生的感情纠

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错综复杂，是本剧

嘉兴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种衣食住行

葛贯穿在全部剧集中，引发了一系列

的一大看点。

问题。节目结合相关案例，及时发布

叶科学近距离曳叶每周市场报告曳
播出时间院周六晚 １８ 点

《每周市场报告》是文化影视频

食品、质量抽检报告、食品安全预警
信息等 ；同时，也经常教大家一些生
活小常识，让观众看了节目之后都渐
渐变成“生活小达人”。
少儿节目中心
叶动画猜猜猜曳
主打栏目，播放国内外最新动画
片，根据情节设置竞答题，小观众可
通过微信等答题，第二天公布获奖名
单。
叶阳光情报站曳
主打栏目，以少儿视角及时传递
我市和少儿相关的教育、学习、生活、
娱乐等方面的新闻资讯和服务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