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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 卷首语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

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圆、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

希望的佳节。据记载，中华民族过春节已有4000多

年的历史。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

相关来历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

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

历。公元前104年（元封六年），经司马迁等人提议，

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

公元前104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

了《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孟春正月

为岁首，后人在此基本上逐渐完善为我们当今使用

的阴历（即农历），落下闳也被称为“春节老人”。此

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

到清朝末年，长达2080年。春节不同时代有不同名

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改岁”、“献岁”

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朝”、“岁旦”、“正

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日”、

“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明，则称为“元旦”、

“元”、“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

“元旦”或“元日”。

现代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

年和春节的起源是很不相同的。

那么“年”究竟是怎么样来的呢？民间主要有

两种说法：一种说的是，古时候，有一种叫做“年”

的凶猛怪兽，每到腊月三十，便窜村挨户，觅食人肉，

残害生灵。有一个腊月三十晚上，“年”到了一个村

庄，适逢两个牧童在比赛牛鞭子。“年”忽闻半空中

响起了啪啪的鞭声，吓得望风而逃。它窜到另一个

村庄，又迎头望到了一家门口晒着件大红衣裳，它

不知其为何物，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后来它又来到

了一个村庄，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

煌，刺得它头昏眼花，只好又夹着尾巴溜了。人们由

此摸准了“年”有怕响，怕红、怕光的弱点，便想到

许多抵御它的方法，如放鞭炮，于是逐渐演化成今

天过年的风俗。

另一种说法是，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

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谷禾一般都是

一年一熟。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

春节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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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看大信
您身边无处不在的大信

视角·图说     全景看大信 全景看大信     视角·图说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对其更是有着舒适体验和

享受的期待。大信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让工作与生活两者之间得到绝妙的交融。

大信——城市生活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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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图说     全景看大信 全景看大信     视角·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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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图说     全景看大信 全景看大信     视角·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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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新春的喜悦,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大信控股2020年迎春晚宴于1月13日在——大信·

新都汇星汇店圆满落幕，大信员工齐聚一堂、总结过往、共商未来，欢歌载舞、共贺新春。

同心共信 迈进2020
         ——大信控股2020年迎春晚宴

      当天晚上，董事局秘书王秋女士应邀各董事、各中心事业部、各下属公司总经理上台祝酒，共话美好，与

上千员工共贺新春。

     由各产业提前拍摄的拜年视频，为2020年迎春晚宴拉开序幕，大信物业&净谊保洁公司带来一曲恢弘的

《厉害了我的国》，唱起心中的爱国情怀，舞台歌声飞扬、舞姿婀娜，才艺表演尽显大信员工风采。

2020为梦想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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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公司精心准备的迎春节目，更是百花齐放。有热情似火的歌曲舞蹈、跳脱传统

的粤曲、嗨到爆的DJ串烧，更有气势磅礴的跆拳道表演，让现场气氛一度高涨，赢得

全场的喝彩，拍案叫绝。

迎春节目 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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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中间还穿插了抽奖环节，不断掀起晚会的高潮。今年的奖品丰富多样，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华为MATE30 

PRO 5G手机，更有华为M6平板电脑、九阳免洗豆浆机等奖品。现场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也让同

事之间彼此的心更加贴近，呈现出大信这个大家庭的欢乐与和谐。

抽奖环节 高潮迭起

     歌声飞扬、舞姿婀娜，把我们内心的快乐肆意抒发，把青春的激情尽情的表达。回首2019，有太多的回忆和

珍惜，展望2020，有太多的憧憬和希望。新的一年，让我们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共同祝愿大信的明天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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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走进新时代

     走进新时代
说说您的新年愿望

走进新时代     专题

2020    以前读书时候贪玩，没有为自己将来好

好安排，现在生活总算安定，准备为自己下

半辈子好好筹谋，我的新年愿望就是中一

次彩票头奖，简简单单，平平淡淡，足矣。

    年轻的时候一直拼事业，忽略了感情生活。

虽然现在事业算是成功了，我的新年愿望是想

找一个对自己好的另一半，步入婚姻的殿堂，组

建一个温馨的家庭，相濡以沫地携手共度余生。

    当身边的朋友都走进了婚姻，每天为生

活而奋斗的时候，我还在原地踏步，找不

到自己幸福的方向。2020年，我希望父母

家人身体健康，自己能遇到对的人。

     待我最好的姐姐在2018

年这个时候病了，我的新年愿

望是希望我姐姐快点好起来，

身体健康。

    新的一年，我希望妈妈能

快乐健康，我的前半生有您的

照顾，而您的后半生有我的相

伴，我爱您妈妈！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儿子能健

康快乐成长，老公的事业能更上

一层楼，而自己的工作有所突破，

身边人都过的甜甜蜜蜜！

     2020年，努力做到以热情拥

抱生活，以阳光扫走灰霾，既然

选择，便只顾风雨兼程！

    2019-2020年，是结束，也是一个

新的开始，未来的精彩，可期可待！

    希望2019年所拥有的不是

一场梦，2020加油！

nana

周sir

冯小欣

林先生 茵茵

珊珊

兰小姐

刘小姐

张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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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过年习俗
     春节习俗，实际上是一种抹不去的民俗文化，它意味着家人团聚的温馨，辞旧迎新的轻

松和期盼。提起春节的过法，人们脑海中通常会想到年夜饭吃饺子、贴春联、挂年画、放鞭炮、

大拜年等习俗。但是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同样一个春节，在大江南北，过法

却不尽相同，许多地方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春节习俗，其中不少一直延续至今。

华北地区

     捏油灯：在山西晋西北的岢岚县民间，从正月初十至二月初二，人们在几

个晚上都要点油灯。岚县人捏灯盏，是用面捏，所用面，有荞面、糕面数种。

捏荞面灯盏，要捏成形后放在笼屉中蒸熟；糕面，即软黄米面灯盏，是在做

成蒸熟的素糕后才捏成灯形。有的人家也用玉米面、荞麦面做灯。用白面做

的叫“银灯”，用玉米面做的叫“金灯”，用养麦面做的叫“铁灯”。

　　剪春幡：在南阳镇平一带，农村妇女习于立春日用彩色绸布剪制“春鸡”、

“春燕”、“春花”、“春柳”等，缀于小儿臂上，男左女右，以为立春之标志。

　　跑竹马：这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流行于山西省内各地。这种活动内容，

通过有关资料的证实，至少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风行于山西农村、城

市一种民间活动形式，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闹“红火”时活动于广场

或街头巷尾。

第一篇章     各地习俗 各地习俗     第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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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

      陇县社火：陇县社火是节日迎神赛会扮演的杂戏杂耍。“ 社火 ”的渊源是在祭祀土神谷神的活

动中，逐渐加进了其它杂戏杂耍的 “ 百戏 ”广场娱乐活动。起初，是作为民间趋吉避凶的社祀方式

之一，以后逐渐演变成了迎春贺年的娱乐活动。

　　送孩儿灯：简称“送灯”，也称“送花灯”等，即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或一般

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这一习俗许多地方都有，陕西西安

一带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灯，头年送大宫灯一对、有彩画的玻璃灯一对，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

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破五：意思过了今天过年中所忌讳都破了，生产开始正常，清晨鸣炮庆祝，但这一天也是忌讳最

严的一天，呆家里不作事更不能出门。今天也是过年敬香供神最后一天，晨、午、晚每次都要鸣炮。

     沤柏枝：豫西一带，农历正月初一最早起床的人第一件事是将除夕堆放在院中配有麦糠或

谷草的柏枝点燃，俗称“沤柏枝”。沤柏枝时有的全家大人小孩要从柏枝火上跨过，称跨旺火。

有的还在当院中高挂一灯笼，称作。挂天灯。据说，挂天灯、沤柏枝、跨旺火可。镇妖除邪，尤其

可防止凶神。

　　冬舂米：汉族民间岁时风俗。流行于安徽和县、含山等地。每年冬至后第三个戊日，恰好是

农历腊月初六或初七，民间称作“腊米工日”。这天取水舂米，迈入仓中，故称。冬舂米是在黄

米的基础上再囤制一次。

　　放人丁炮：汉族岁时旧俗。流行于安徽歙县地区。农历正月初二，各宗族所有男子，在本

族祠堂内集合，由庭长或代表发给爆竹，一般每人三枚。凡有儿子的男子，每人加发小爆竹十挂，

一挂一百枚，取百子吉祥之意；无子的男子在祠堂祖宗牌位下烧香求子。民间认为，这天是求

子最好的日子。

华
中
地
区

第一篇章     各地习俗 各地习俗     第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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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

     点岁灯：汉族节日旧俗，流行于江南部分地区。

除夕或正月初一至初五举行。在此期间，夜间卧室

里通宵燃灯，称“岁灯”。一般在屋柱脚、床下、桌下、

灶下点灯。多用红萝卜切成段作盘，插上小蜡烛，也

有用陶器盛油点灯的，是除夕守岁的一种活动，还

要贴春联，放爆竹、唱辞岁歌、饮分岁酒、吃岁饭等。

　　接青龙：汉族民间岁时旧俗。流行于浙江杭州。

每年农历正月十二，各路龙灯集中到吴山龙王庙，挂

红点睛，称为“龙灯开光”。

江浙地区
     贺年酒：旧时瑶族节日风俗。流行于广西灌阳县。农历十二月，每户交两斤米给头人酿

酒。正月初一，再交猪肉半斤、豆腐两块，蒜苗一根，派一男子参加酒会，称为“吃贺年酒”。

由头人主持。旧年添了人口的人家，抱着孩子，带上一壶酒、两块豆腐、一块猪肉，来向大家

拜年。以后村里分东西就有小孩的一份。

　  吊缝猴：流行于台湾地区的汉族民间岁时风俗。用布扎成猴子模样或红布缝成猴形图

案并在四角缝上扫帚图形，春节期间，作为饰品挂在屋檐下。因“缝猴”与“封侯”谐音，以

图吉利。

华
南
地
区

除夕祭树：流传于四川省岳池县一带。每年除

夕之夜，各家饭菜端上桌后，首先敬神供祖，接着将

每样饭菜取一点出来，切细和匀后，由家长用盘子

或小簸箕端到最大最好的一棵树前祭树。据说，这

样来年果树能花繁果丰，带来滚滚财源。祭树后，全

家才围着桌子吃团年饭。

偷菜节：流行于贵州省黄平一带苗族的偷菜节

习俗，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举行。节日这天，

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去偷别人家的菜，严禁偷本家族

的，也不能偷异性朋友家的，因为偷菜与她们的婚

姻大事有关。所偷的菜仅限白菜，数量够大家吃一

顿即可。偷菜不怕被发现，被偷的人家并不责怪。大

家把偷来的菜集中在一起，做白菜宴。据说谁吃得

最多，谁能早得意中人，同时所养的蚕最壮，吐出的

丝也最好最多。

汲新水：又称挑伶俐水、挑新水、挑乖水。流传

于桂西一带。大年初一凌晨，各家各户的新媳妇或

大姑娘，担起水桶，手持三柱香火，唱着歌，到河边

或泉边，将香插上，用红纸包好的钱币作利市往水

里投放，挑回新年的头一担新水。

第一篇章     各地习俗 各地习俗     第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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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鸭是具有世界声誉的

北京著名菜式，由中国汉族

人研制于明朝，在当时是宫

廷食品。用料为优质肉食鸭

北京鸭，果木炭火烤制，色

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

脆里嫩。北京烤鸭被誉为

“天下美味”。

北京：北京烤鸭

     烤锅塌里脊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天津特色菜，由清乾隆时

期的宫廷菜“锅塌豆腐”改良而成。以猪里脊、鸡蛋、葱姜末、

料酒、盐、面粉、香油、小葱沫等为原料用“锅塌”法而成，两

面色泽金黄，鲜嫩清口，咸香四溢。

天津：锅塌里脊

     驴肉火烧是流行于华北地区的著名小吃，分

保定火烧和河间火烧两种。河间的火烧是长方形，

保定的火烧是园形。两地火烧外形的差异源于做

法不同，但都是把熟驴肉夹到火烧里食用，火烧

口感酥脆，驴肉浓香诱人，回味醇厚。

河北：驴肉火烧

各地区特色美食
     中国的饮食文化渊源流长，一个菜系的形成和它的悠久历史与独到的烹饪特色分不开的。

同时也受到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特产、饮食习惯等影响。有人把“八大菜系”

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为：苏、浙菜好比清秀素丽的江南美女；鲁、皖菜犹如古拙朴实的北方健

汉；粤、闽菜宛如风流典雅的公子；川、湘菜 就象内涵丰富充实、才艺满身的名士。

第二篇章     各地美食 各地美食     第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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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清蒸羊羔肉 内蒙古：手扒羊肉 黑龙江：锅包肉

     自古以来，松花江上的渔

户即以江水煮白鱼款待来访

的亲友。后来，经过烹饪高手

潜心制作，终于创出清蒸松花

江白鱼这道名菜，登上圣宴

之席。清朝，松花江白鱼曾被

列为贡品。

吉林：清蒸白鱼

     该菜为四川菜也是东北菜，发源于

四川，在唐朝期间，薛仁贵非常喜欢四

川菜，他被发配到东北后，也把四川菜

带来东北，并根据当地的风格将其发

展成了东北菜系。

辽宁：猪肉炖粉条

     红烧肉的原料选用的是猪

五花三层，经过制作之后，美

味不可用言语来形容，肥而

不腻，堪称中华美食中的一

道经典菜式。

上海：红烧肉

     红烧狮子头，是中国逢年过节常吃

的一道菜，由四个色、香、味俱佳的肉

丸组成，寓人生福、禄、寿、喜四大喜

事。有肥有瘦的肉红润油亮，配上翠绿

青菜掩映，醇香味浓。

江苏：红烧狮子头

浙江：西湖醋鱼 安徽：黄山臭桂鱼 江西：粉蒸肉

第二篇章     各地美食 各地美食     第二篇章



2928

福建：佛跳墙

     佛跳墙，又名“满坛香”、“福寿全”，是福州

的首席名菜，是用鱼翅、海参、鲍鱼、干贝、鸡脯、

鸭肉、猪蹄筋、羊肘、鸽蛋等十八种主料、十二种

辅料用酒坛煨制而成。

河南：烩面

    河南烩面已有四千年历史，它是一种荤、素、汤、菜、

饭聚而有之的传统风味小吃，以味道鲜美，经济实惠

享誉中原。汤用上等嫩羊肉、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

髓）一起煮五个小时以上犹如牛乳一样，所以又有人叫

白汤。

山东：九转大肠

     此菜是清朝光绪初年，济南九华林酒楼店主

首创，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食后，

感到此菜确实与众不同，别有滋味，为取悦店家

喜“九”之癖，并称赞厨师制作此菜像道家“九炼

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过油肉起源于明代，最初它是一个官府名菜，后来

传到了太原一带，并逐渐在山西传播开来。此菜以色泽

金黄鲜艳，味道咸鲜闻有醋意，质感外软里嫩，汁芡适

量透明，稍有明油为特色。

山西：过油肉

四川：毛血旺

想吃正宗的毛血旺，还是得前往蜀地一游啊！无辣

不欢的人也是蛮拼的，吃得汗流浃背、满嘴着火也

不管，吃完这一轮，歇一会再来！

湖南：剁椒鱼头 湖北：热干面 海南：文昌鸡

广西：螺蛳粉 重庆：辣子鸡 青海：羊肉炒面片

第二篇章     各地美食 各地美食     第二篇章



3130

云南：过桥米线陕西：羊肉泡馍

     到贵州，不能不吃酸汤鱼。

说到酸汤鱼，不能不提到酸

汤。酸汤的食用历史悠久，最

初的酸汤是用酿酒后的尾酒

调制的，后改用热米汤经自

然发酵及其他许多做法。

贵州：酸汤鱼
    白切鸡是广东地区非常出名的家常菜，除广东外，在广西全境各地都非常流行，更是农村

红白喜事中不可少的菜。白切鸡皮爽肉滑，清淡鲜美。著名的泮溪酒家白切鸡，曾获商业部优

质产品金鼎奖。湛江白切鸡更是驰名粤港澳。

广东：白切鸡

甘肃：河西羊羔肉 新疆: 烤全羊 西藏：炸灌肺

澳门：葡挞香港：濑尿牛肉丸

     三杯鸡发源于江西省，后来流传到台湾省，

成了台菜的代表性菜品。其中，江西省内以宁

都三杯鸡、南昌三杯鸡、万载三杯鸡最有名

和最具代表性。2018年9月，被评为"中国菜"之

江西十大经典名菜。

台湾：三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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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大多数地方为年初一吃素，年初二开荤，出嫁的女儿在

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主人家宴请拜年的宾客，欢乐团聚，共贺新春。

大信信轩联合大信食品商城推出好吃又便宜美食套餐：

      黑松露含有丰富的蛋白质、18种氨

基酸，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花胶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84.2％，

而脂肪的含量仅仅0.2％，是一种名副

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食物，无论是男女

老少均可食用，是+补而不燥的珍贵补

品；而花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食

用花胶能补充皮肤缺乏的胶原蛋白，对

皮肤补充营养成分，缓解皮肤的衰老而

出现的松弛，皱纹，干涩等现象。两者

相配相得益彰。

      藜麦其实是一种常见的食材，能保

护心血管，藜麦葱烧配搭海参，有不一

样的口感，但是工艺繁杂一般过程是

先将藜麦水浸泡2小时，海参（即食海

参）洗净内脏后 将藜麦酿入海参腹内，

用竹筒固定整形上笼屉大火蒸15分钟，

打开竹筒取出海参放入炒锅，加高汤，

葱油小火烧制入味，出锅装盘即可。从

整体形状看似葱烧海参，内含藜麦，香

而不腻，形态完整美观。

A:黑松露汁扣花胶2人套餐

B:藜麦葱烧海参4人套餐

     80年代初，香港股市兴旺，不少股

民在股市中获利成为暴发户后，到酒楼

吃饭，叫了红烧鱼翅搭配白饭进食，鱼

翅捞饭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但发展至

今，这已进入普通百姓家，特别新春享

用，更是有兴旺的寓意，套餐老少咸宜。

C:金牌鱼翅捞饭6人套餐

     鸽吞翅是广东潮汕一带的传统名

菜，属于粤菜系。把鱼翅用姜葱、上汤

煨透后，放入鸽膛里，倒入秘制高汤中

慢炖，虽耗时较长，但汤汁清甜、鸽肉

鲜炖，各自的鲜香相融，用于宴请贵宾

的名菜。

D:鸽吞翅8人套餐

     以上套餐除了主菜外，还配备不同的热菜、甜点糖水，适当年夜饭、

团圆饭、新春宴请宾客，现登陆大信食品商城还能以优惠价格享用。

扫一扫  坐享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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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历年兵家必争之地，每一年的贺岁档几乎都是赚足了观众期待和票房，即使在过去的2019

年春节档中，星爷的《新喜剧之王》折戟沉沙，成龙的《神探蒲松龄》更是亏到姥姥家了，但不妨也

有像斩获高达46亿元的《流浪地球》以及22亿元《疯狂的外星人》，其战况激烈之处看的一堆吃瓜

群众目瞪口呆。那接下来的2020年春节档，也就是鼠年贺岁片，电影早已经准备就绪，就看又有哪几

路诸侯带着电影粉墨登场，谁能笑傲群雄？

类型：剧情，喜剧；

剧情简介：《家有囍事2020》电影中主要讲述的是三个

兄弟，表面上他们是一个寻常普通人家，实际却是精通

赌术的一个侠义家庭，在各种巧合之下，遇见两个用千

术的姐妹，大家一起用魔术和千术等办法，将作恶多端

的反派绳之以法的故事。

类型：喜剧,动作,悬疑；

剧情简介：继曼谷、纽约之后，东京再出大案。唐

人街神探唐仁（王宝强饰）、秦风（刘昊然饰）

受侦探野田昊（妻夫木聪饰）的邀请前往破案。

“CRIMASTER世界侦探排行榜”中的侦探们闻讯后

也齐聚东京，加入挑战，而排名第一Q的现身，让这

个大案更加扑朔迷离，一场亚洲最强神探之间的较

量即将爆笑展开……

NO.1 家有囍事2020

NO.2 唐人街探案3

贺年电影大搜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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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动画，动作，冒险；

剧情简介：动画电影《姜子牙》的故事发生于封神

大战之后。昆仑弟子姜子牙，率领众神战胜狐妖，推

翻了残暴的商王朝，赢得封神大战的胜利，即将受

封为众神之长。在巅峰时刻，他却因一时之过被贬

下凡间。失去神力，被世人唾弃。为重回昆仑，姜子

牙踏上旅途。在战后的废墟之上，他重新找到了自

我，也发现了当年一切的真相。

NO.3 姜子牙

类型：剧情，喜剧；

剧情简介：小老板伊万缠身于商业纠纷，却意外同

母亲坐上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在旅途中，他和母

亲发生激烈冲突，同时还要和竞争对手斗智斗勇。

为了最终抵达莫斯科，他不得不和母亲共同克服难

关，并面对家庭生活中一直所逃避的问题 。

NO.4 囧妈

类型：剧情，运动；

剧情简介：2008年8月15日，北京奥运会女排比赛，中

国VS美国。戴着金丝框眼镜的郎平（巩俐 饰）坐在

美国队教练席上，大气沉稳，目光如电；中国队教练

陈忠和（黄渤 饰）站在场边，全神贯注，面带笑容。

陈忠和望向郎平，目光充满深意，不断经过的人影

遮蔽了他的视线，中国女排三十余年的沉浮图景被

缓缓打开……

NO.5 中国女排

类型：剧情，灾难，动作；

剧情简介：倾覆沉没的钻井平台，顺流直冲的运油

车头，直坠入海的满载客机。交通海上应急反应

特勤队队长高谦（彭于晏 饰）、机长方宇凌（辛芷

蕾 饰）和绞车手赵呈（王彦霖 饰）一次次带领队伍

第一时间抵达，站在水火咆哮的最前面，守在危急

撤离的最后面，用生命对抗天灾人祸。但在自然面

前，特勤员毕竟没有超能力，血肉之躯踩在死亡边

缘，真实的恐惧无数次让这些斗士颤抖、无助和气

馁。而海上救援的字典里没有“退缩”。当你听见旋

翼的轰鸣、洪亮的汽笛、马达的飞驰，那是他们无惧

艰难险阻，舍己为人，谱写的一曲英雄之歌。

NO.6 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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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动作，冒险；

剧情简介：中国商人秦国立在英国惨遭雇佣兵组织

“北极狼”绑架，秦的女儿Fareeda（徐若晗 饰）也

卷入其中，遭到追杀。千钧一发之际，急先锋国际安

保团队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由总指挥唐焕庭（成

龙饰）带领雷震宇（杨洋饰）、张凯旋（艾伦饰）、弥

雅（母其弥雅饰）、神雕（朱正廷饰）等组成的急先

锋行动小组，上天入地，辗转全球各地施展惊险营

救。解救人质的过程中，竟发现“北极狼”背后的犯

罪集团还策划了一场惊天密谋……

NO.7 急先锋

类型：动作，儿童，奇幻，冒险；

剧情简介：在奥克兰，三个孩子遭遇了奇异的彩虹，

通过彩虹的能量波动穿越到了中国。因为他们的莽

撞之举，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能量失衡。在中国获得

帮助的他们，最终克服了重重障碍让这个世界恢复

了原有的模样，同时也获得了成长与友谊。

NO.9 源·彩虹

类型：喜剧，科幻，动画；

剧情简介：狗熊岭附近新开业了一个神奇的“狂野

大陆”，在那里，通过基因技术人可以自由变身各

种动物，享受无比的自由和快乐。导游事业受挫的

光头强，阴差阳错与神秘人乐天和熊二组队，参加

乐园里奖金丰厚的比赛，却遭遇了队友乐天的背叛，

历尽艰险终于获得冠军之际，却意外发现狂野大陆

中出现了肆意袭击他人的混合变身怪兽，同时也明

白了队友乐天窃取基因手环的背后的真相。为了守

护基因变身技术所承载的美好初衷，光头强与乐天

冒险闯入总部，却再次发现在老板汤姆背后隐藏着

真正的幕后黑手，他们是否能够获取最终的胜利？

神秘人乐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NO.8 熊出没·狂野大陆
类型：喜剧，爱情；

剧情简介：男主陈重的前女友杜莹劈腿傍大款，两

人的分手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颜面扫地的陈重向

公司申请外调老家海南岛分公司再也不回来。临行

前，陈重发现自己工 作这八年为了发展业务社交广

泛，领导、同事、客户结婚、生孩子自己随礼送出的

红包就有30多万。陈重决定办一个假婚礼把这些年

送出的红包收回来再去海南。当他找到前女友杜莹

说明意图，希望杜莹能看在相爱一场的份上和自己

假结婚收红包时，被杜莹和新男友高俊一顿奚落和

嘲讽。陈重的好兄弟大瑞给受了刺激的陈重出了个

主意，俩人决定找一个演员Lily扮演陈重的新娘子，

办一场高大上的婚礼，即可收回红包，又可气一气杜

莹。由此，一场好戏一环套一环的上演！

NO.10 大红包

第三篇章     贺年电影 贺年电影     第三篇章



41

CHINA NEWS
中国大事件

40

保护环境 

共享文明 



42

     2019
CHINA NEWS

NEW
S

NEW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