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大与黑色弥赛亚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HBO（星和Ch601，
新电信Ch420）　晚上10.50
　　改编自真人真事，呈现美国
民间自卫组织“黑豹党”的故
事。讲述芝加哥警察局和联邦调
查局1969年对黑豹党的突袭行
动中，21岁的黑豹党领袖Fred 
Hamptom（Daniel Kaluuya饰）
被联邦调查局的卧底下药昏迷，
头部被射两枪后死亡。

星期二特写：守艺
8频道　晚上8.30
　　第三集：传统木偶戏。“新

和平”是本地最后一个兴化提线
木偶戏班，班主杨来好有意栽培
新秀，却面临年轻人不懂方言的
窘境。“双明凤闽剧团”是王初
桦一家经营的木偶戏班，疫情当
下，邀约大减，他们改打临时工
共渡难关。“新怡梨兴”是本地
仅存的潮州铁支木偶戏班，三姐
弟念完中学后，全情投入潮州木
偶戏的传承和守护。

风起洛阳（首播）

e乐（新电信Ch11/501）
晚上10.10
　　黄轩、王一博、宋茜主演的
古装悬疑剧 。讲述在盛唐时期

的神都洛阳，出身不同阶层的高
秉烛、百里弘毅、武思月因为共
同的目标而结盟，调查洛阳各种
悬案，最终粉碎春秋道的阴谋，
守护神都太平的故事。

看不见的爱　Your Eyes Tell

卫视电影台（星和Ch866）
晚上7.30
　　因车祸失去家人的盲女明
香里（吉高由里子饰）虽然看
不见，仍活泼开朗。她邂逅个
性封闭的前拳击手垒（横滨流星
饰），误认对方为管理员大叔。
垒被明香里的笑容吸引，两人之
间的距离渐渐拉近。
　　垒后来发现导致明香里失明
的事故，竟与自己所犯的过错有
关。为筹集明香里的眼部手术
费，垒决定再次参加非法搏击比
赛，却导致他们无法相见……

　　十多年前，刚进入《早安您
好》当主持人时，我正在新跃社
科大学修读翻译及传译课程。当
时我有一个“特权”，就是几乎
每堂课都早退十分钟，讲师和同
学们并不会介意，反而会祝福我
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德士站，在其
他人踏出课室，大批人龙出现
前，抢到德士。
　　当年晚上十点下课，而我第
二天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工作，我
和当时的课程主任许芸副教授聊
起这些往事，觉得温馨又好笑，
“当时若不是大家的鼓励，我应
该毕不了业。”
　　以前我每次上课到晚上八点
左右，就累到昏昏欲睡。不过只
要听到有趣的内容，例如白色在
东西方文化里代表的不同意义，
或是不同语言习惯如何影响个人
和集体主义思维，如何在翻译时
对调逻辑顺序等，我又变得精神
奕奕。

硬体成熟，交流仍有误区
　　最近我应新跃社科大学的邀

约，参与校方的播客录制，节目
由新加坡“TedX”的策展总监
林佩仪主持，和我一起上节目的
正是当年的课程主任许芸。
　　播客的内容围绕现今人与人
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通信科
技推动了跨地域、跨文化、甚至
跨语言的交流。无论是个人或是
品牌，我们现在随时都能触及广
大群体，硬体设施越发成熟，但
思维能跟上时代的需求吗？
　　如果通过翻译沟通，要完整
保留信息并不容易。例如，韩文
里的敬语难以反应在一般的英语
对话里，这可能会造成双方的困
扰。
　　就算说同样语言，也有可能
因为不同地域用字、语气，甚至
肢体语言的差异而产生隔阂。例
如有研究探讨在美国，大城市的
人说话语速较快，是否对其他乡
村居民来说会显得急躁？又例如
一样是华语，“计算机”和“电
脑”其实是指同一个东西。
　　记得有一次我在网上进行培
训课程，线上有来自七八个不同
国家的学员参与。作为讲者，当
一些学员热情地回应时，我觉

得像是打了一记
强心针，确认自
己准备的课程内
容符合需求。但
是，当时有几个
国家的学员特别
安静。如果没有
相关的认知，我
可能会因此感到
灰心，幸好事后
确 认 我 的 猜 测 没
错，这些学员只是比较内敛、含
蓄而已。

认识自己的“滤镜”
　 　 语 言 、 文 化 习 惯 、 个 性
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表达，
以及对信息的解读方式。我们
不妨想象当面簿的“元宇宙”
（Metaverse）更普及时，如果
我们随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共处一室”，我们将如何有效
的交流，甚至共事？
　　我想我们可以从认识自己的
“滤镜”开始。
　　我们对同样的文字产生的情
绪与感受，还有相关的想法、价
值观等，一般依据成长的环境、

过往经验等而定。这是否会在国
际化的环境里，造成自己做出错
误的判断呢？我们是否需要适时
提醒自己，从不同角度探讨各个
课题的重要性？
　　在播客的录制接近尾声时，
林总监问：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到
底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这种自
由发挥的问题还真是让人头痛。
既然没有标准答案，我也只能根
据自身的经验回答。
　　我想，这也就是交流的有趣
之处吧。同样的问题，放在每个
人身上，会因为大环境的变化，
每个人的视角，甚至时代的不
同，产生不一样的回应。话说，
再给我十年的历练，也许到时，
我又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每日生肖运程 4月5日（农历三月初五） 宜：事事皆宜
忌：余事皆可吉利指数：★★★★★（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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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从减少制造垃圾开始

观众大声说

　　日前看《前线追踪》谈环保，我非常赞同其中一名受访者
所说——先从减少垃圾开始，而不是制造出很多垃圾后才去再
循环，再升级改造等。如果是人少的家庭，一天的垃圾量装不
满超市的大塑料袋，就改用买炒米粉或饭盒给的小号塑料袋。
先减少垃圾量，自然能减塑。          ——观众SMS（XXX033）

　　很怀念郭亮主持的益智节目，他广读诗书，古今中外的知
识都难不倒他。如今主持机会不多，他只好靠精湛的演技转战
戏剧圈，虽然无可厚非，还是希望多看到他主持的节目。

——观众SMS（XXX178）

　　看重播的本地剧《操控》，除了女主角雅慧，觉得陈楚寰
的演技也是不可忽视的，看好她的发展。

——观众SMS（XXX754）

　　新传媒新闻的天气预报，出现的地图是色调混乱的深红色
或深蓝色，再加上几何图形和不规则的线条，令观众看了眼睛
很不舒服，这样的呈现方式不清楚，还是恢复到以前简洁的方
式吧。                                              ——观众SMS（XXX067）

运气：吉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不论意见好坏，都
要虚心接受，切勿
在众人面前强力驳
斥他人的看法。

运气：吉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待人处事随和些，
别过于自傲，给大
家留下好印象，你
的运势会更旺。

运气：凶
健康：中
事业：中
财运：中
冤家宜解不宜结，
尤其是同部门的同
事，别为了小误会
而撕破脸皮。

运气：中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功利主义有时会有
好的效果，但也可
能产生后遗症，你
必须小心处理。

运气：吉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别太执著，他人主
动伸出援手时，你
不要因为自尊而拒
绝，该欣然接受。

运气：中
健康：凶
事业：吉
财运：中
公司大小事务，你
总是亲力亲为，但
别忘了照顾身体健
康，多陪伴家人。

运气：凶
健康：凶
事业：中
财运：凶
别为了一些小争执
而把自己的心情搞
砸，你该以笑脸迎
接新一天的到来。

运气：凶
健康：凶
事业：中
财运：凶
没有战争就没有和
平 ， 若 能 跳 过 战
争，取得和平，不
是更理想吗？

运气：吉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不同的色彩能创造
不同的心情，做出
一些改变，能让你
变得更美丽。

运气：中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太 过 或 不 及 都 不
好，凡事要保持中
庸，才能得到他人
对你的支持。

运气：凶
健康：中
事业：中
财运：中
以宽容的心对待无
理 取 闹 的 人 。 记
住，给别人机会，
就是给自己机会。

运气：中
健康：中
事业：吉
财运：吉
以相同的方法对待
不同的人，会有不
同的反应，你要见
机行事。

林有懿

台前幕后
（每月轮值）

8频道         　　                                   Ch8

3.00pm 综艺节目：SPOP艺起唱(重)
4.00 资讯节目：世界多美丽S2(重)
4.30 资讯节目：这么远，那么近(重)
5.00 连续剧：
 没有名字的女人#63(重)
6.00 连续剧：巨力莱拉#25(重)
7.00 连续剧：坏爱情#77&78
9.00 资讯节目：当你老了

9.30 资讯节目：城事真相
10.00 连续剧：吉屋出售#3
11.00 晚间新闻
11.30 资讯节目：当你老了(重)
12.00am 资讯节目：城事真相(重)
12.30 连续剧：坏爱情#77&78(重)
2.30 收场

6.00am 我的莫格利男孩
7.00 优雅的朋友们
8.30 幸福来了
9.30 因为是朋友呀
10.45 江湖菜馆2
11.30 坏爱情
1.00pm 优雅的朋友们
2.30 爱玩客
3.30 别让身体不开心6
4.30 坏爱情

6.00 幸福来了
7.00 综艺大热门22
8.00 大湾仔的夜
10.00 暴风眼
11.00 综艺大热门22
12.00mn 我的莫格利男孩
1.00am 大湾仔的夜
3.00 暴风眼
4.00 爱玩客
5.00 别让身体不开心6

娱家戏剧         　                    StarHubCh855

都会台         　　                    StarHubCh825

U频道         　　                                 ChU

6.15am 黄金有罪
7.15 她们创业的那些鸟事
8.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8.30 换命真相
9.30 绝妙的遗产
10.45 星空下的仁医
11.45 雪中悍刀行
12.45pm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1.15 黄金有罪
2.45 壮志高飞
4.15 换命真相
5.00 使徒行者3
5.45 绝妙的遗产

7.00 换命真相
8.00 星空下的仁医
9.00 雪中悍刀行
10.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10.30 黄金有罪
12.15am 她们创业的那些鸟事
1.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1.30 换命真相
2.3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3.00 星空下的仁医
4.00 雪中悍刀行
5.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5.30 黄金有罪

6.00am 资讯节目：古早味侦探2(重)
7.00 晚间新闻包括国会摘要(重)
7.45 时事节目：狮城有约精华版
8.00 连续剧：
 你也可以是天使4#12(重)
9.00 新闻：晨光第一线(现场直播)
9.30 连续剧：陀枪师姐2021#11(重)
10.00 连续剧：亲本家人#5(重)
10.30 连续剧：
 春花望露#334&335(重)
12.30pm 商业资讯：好货驾到
1.00 一点新闻
1.30 连续剧：小人物向前冲#124(重)
2.00 儿童益智节目：
 我的网红汪星人(重)
2.30 综艺节目：小毛病大问题(重)
3.00 商业资讯：好货驾到

3.30 连续剧：大酱园#5(重)
4.30 连续剧：甘味人生#873
5.30 连续剧：操控#22(重)
6.30 时事节目：狮城有约(现场直播)
7.30 连续剧：陀枪师姐2021#12
8.00 连续剧：别来无恙#7
8.30 资讯节目：星期二特写：守艺
9.00 连续剧：你也可以是天使4#13
10.00 晚间新闻
10.30 资讯节目：健康2.0
11.00 连续剧：法证先锋IV#3(重)
12.00am 连续剧：虎妈来了#12(重)
1.00 综艺节目：家简尘除(重)
2.00 连续剧：妈姐情缘#3&4(重)
4.00 连续剧：甘味人生#873(重)
5.00 连续剧：烈火如歌#30(重)
6.00 参阅星期三节目表

佳乐台              　                SingTelTVCh502

6.00am 我只喜欢你
7.00 七公主
8.00 我是真的爱你
9.00 沉睡花园
10.00 天之娇女
12.10pm 七公主
1.00 大时代
2.00 天之娇女
4.10 我是真的爱你
5.00 七公主
6.00 大时代

7.00 天之娇女
9.10 七公主
10.00 我是真的爱你
11.00 沉睡花园
12.00mn 我只喜欢你
1.00am 我是真的爱你
2.00 七公主
3.00 我只喜欢你
4.00 我是真的爱你
5.00 沉睡花园

6.00am 白发
7.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7.30 秘密的男人
8.10 九州缥缈录
9.00 把关者们
10.00 白发
11.00 九州缥缈录
12.00nn 亲爱的，热爱的
1.00 爱上特种兵
2.00 忘不了餐厅
4.00 把关者们
5.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5.30 秘密的男人

6.10 亲爱的，热爱的
7.00 爱上特种兵
8.00 把关者们
9.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9.30 秘密的男人
10.10 风起洛阳
11.00 亲爱的，热爱的
12.00mn 把关者们
1.00am 九州缥缈录
2.00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2.30 秘密的男人
3.10 白发
4.00 忘不了餐厅

e乐                               SingTelTVCh11／501

SMS／WhatsApp：9017-1900     电话：1800-7419988         
IG：@zaobaosg.entertainment     留名发声，本报保留删改权

新电信电视 https://www.singtel.com/personal/
                    products-services/tv/tv-programme-guide
星和娱乐 https://www.starhubtvplus.com/guide

节目时间如有更改，以电视台当天预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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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科学还是艺术？

林佩仪（左起）、林有懿、许芸录制播客，谈信
息交流与传递。（作者提供）

小姐不熙娣
Hub都会台（星和Ch111/825）
每周三　晚上9.00

　　台湾综艺主持天后小S（徐
熙娣）主持的东森《小姐不熙
娣》开播后收视率节节高升，日
前在节目预告提到大S和具俊晔
重新搭上线，引来前姐夫汪小菲
在微博怒呛：“是吗？你早猜到
了？什么时候呢？是不是今天药
又吃多了？”又掀起轩然大波。
　　该集《爸妈不要看这集！我
们都需要大S闪婚的勇气！》上
周二（3月29日）已完整播出，
内容谈论一生中为爱做过的疯狂
事，小S分享知道大S有新恋情
时，自己激动落泪，“男生（具
俊晔）说此刻才发现，原来她
（大S）在他心里一直有个很深
的位置”，节目助理派翠克补充
这阵子重看当年21岁的小S在节
目上帮姐姐抱不平的视频，觉得
她很了不起，小S回应当年看大
S和具俊晔从相恋到被迫分手过
程，“我跟我姐都是那种就是喜
欢就会说‘帅！爱你！’，我姐
当时被很多人说倒贴，最后还被
经纪公司恶狠狠拆散。”

　　小S也说没想到具俊晔始终
未婚……接着发现自己说太多，
秒封口“不要说太多他们的私
事”，其他来宾笑着点醒小S：
“你刚刚讲的全是私事。”看了
此集的网友说：“好期待看到大
S和姐夫的专访。”也有网友趁
机酸汪小菲：“你和张颖颖都十
指相扣，全家同游了，你有资格
说别人吗？”

与赵正平爆笑抬杠
　　《小姐不熙娣》场景
设计很“工业风”，小S有
性感打扮，也有穿长裤的
帅气打扮，但语不惊人死
不休是她永远的风格。每
集长约45分钟，嘉宾有素
人，也有艺人，赵正平上
节目的那集，一定要看，
因为会捧腹大笑。

　　该集邀请上班族分享如何在
短短一小时午餐时间，吃到心仪
美食。小S开场花了大约9分钟
与赵正平抬杠，两人许久没见
面，小S从赵正平外貌的变化酸
到他离婚，赵正平也不是省油的
灯，反酸小S的婚姻也好不到那
里去。如果两人不熟，这样狠狠
的挖苦对方，肯定翻脸。两人你
一来我一往的斗嘴，让观众笑出
眼泪来。

许蓝方是生活白痴？
　　另一集邀请老板与员工上节
目，其中一名老板是“最美的性
学博士”许蓝方。许蓝方讲专业
内容头头是道，但她在员工眼中
竟是生活白痴。女员工调侃许蓝
方穿衣没品位，许蓝方也自曝现
在还会穿高中时妈妈买给她的卡
通T裇。不过女员工赞许蓝方是

好老板，送她很昂贵的子宫颈癌
疫苗配套，让员工很感动，因为
老板关心她的健康。
　　王少伟曾在《小姐不熙娣》
表明对许蓝方有好感，小S追问
许蓝方，如果王少伟展开追求，
她是否准备好了？许蓝方四两拨
千斤，笑说没去想这些，因为只
关心员工的私事。
　　《大》是自带女王气势的小
S的强势回归，以女性做为出发
点，讨论内容聚焦女性职场与生
活感受的节目。每集有大概十名
各行各业的女性为班底。除了让
来宾分享女性创业的甘苦，每集
也设不同主题，让上节目者表达
看法与建议。观众普遍对节目评
价不错，主要是小S很敢问也敢
讲，带来不少娱乐“笑”果。观
众也认为新人助手派翠克比当年
《康熙来了》的陈汉典表现好。

热播站
李亦筠
图片取自互联网

小S敢问敢讲
观众继续开心吃瓜

小S与助手派翠克（右）为节目高收视率庆功。 小S与老友赵正平（右）斗嘴，让观众笑出眼泪。

许蓝方在《小姐不熙娣》自曝生活糗
事。（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