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频道带您
体验流畅的高清互动点播。本期畅享
馆各个频道将有哪些精彩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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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家庭剧不能时髦

5 月 12 日
碧昂斯 2007 洛杉矶演唱会
美国纽约城现场音乐会 2-02
贝多芬钢琴协奏曲 5
5 月 13 日
珠儿：珍藏珠儿演唱会-1
迈克尔波顿经典演唱会
华沙肖邦音乐会
5 月 14 日
珠儿：珍藏珠儿演唱会-2
周杰伦 2010 超时代演唱会
莫利科奈：和平音乐会
5 月 15 日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歌剧：玫瑰骑士 01
塞西莉亚和布瑞恩演唱会
5 月 16 日
漂泊的荷兰人
歌剧：玫瑰骑士 02
安德烈波切利纽约中央公馆演
唱会
5 月 17 日
帕西法尔
歌剧：玫瑰骑士 03
悲惨世界 25 周年演唱会 1
5 月 18 日
东方女子乐坊：光芒
瓦格纳歌剧：唐豪瑟 01
joe bonamassa 现场演唱会

最经典歌剧
首演竟遭遇巨大失败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二
幕喜歌剧，以法国作家博马舍
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由罗
西尼以短短十三天一气呵成谱
曲。它的首演不尽人意，是西欧
歌剧史上十分著名的失败的首
演之一。在罗西尼之前，当时意
大利老资格的作曲家帕依谢洛
已将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利亚
的理发师》创作成歌剧。

1816 年，罗西尼受雇剧团
的经理要他创作一部新的《塞
维利亚的理发师》。帕依谢洛在
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罗西
尼事先写信给帕依谢洛，请求
他的准许。帕依谢洛回信时既
客气又挖苦，说由他来批准罗
马当局选定的脚本非常荣幸。
尽管如此，相当多的观众仍认
为罗西尼重新创作帕依谢洛已
经创作过的歌剧是胆大妄为，
甚至感到非常气愤。1816 年 2
月 5 日在罗马阿根廷剧院首次
公演。首演当天，口哨声、喝倒
彩声此起彼伏，观众几乎听不
见演员在唱什么。第二天情况
有所好转；一周以后，该剧的演
出才获得巨大的成功，并与莫
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并称为
喜剧的双绝。该剧很快成为世
界各地歌剧院最重要的演出戏
码之一，也成为歌剧史上永放
光芒的不朽名作。

5 月 12 日至 5 月 18 日，
下列频道播出的精彩内容有：
影像英伦频道
厨艺大师：专业人员 第四季
蛋糕艺术
呼叫助产士 第 1 季
毛毛骑手的密西西比冒险之旅
反击 第 2 季
喋血街头
热播美剧频道
人质
整容室 第 5 季
摩登家庭 第 5 季
宝岛怡家频道
台客狂飨曲
倪亚达
金大花的华丽冒险
探索纪实频道
现身说法
最危险的地方 第二季
艺术的天才
疑犯追缉
神奇动物园
马特华森极限钓鱼
塞伦盖提的猎手与猎物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在此
之前，人们从没有试图在现实
中寻找诗意，似乎此时此刻，
人们的灵魂才刚刚苏醒，这就
是文艺复兴。《艺术的天才》这
部纪录片着重讲述了文艺复
兴三巨匠和三个重要相关的
城市的建筑、纹饰、雕塑以及
城市历史的巨大演变。三巨匠
包括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
斐尔的生平和著名创作。在文
艺复兴的发源地——— 佛罗伦
萨，人们通过发现研究古代的
巅峰成就，为自己开创新的哲
学。这是个新发明，层出不穷，
最终为崭新时代的到来铺平
了道路。

在历史长河中，罗马从一
个由农民和战士组成的小城
变化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每征
服一块土地，罗马大军都会带
回一大批的艺术品，从意大利
南部、希腊和中东地区掠夺的
花瓶和雕塑在远征军的胜利
之师中比比皆是。当这些精美
的艺术品与罗马的城市建筑
融为一体时，他们掠夺更多稀
世珍宝的愿望也变得愈发强
烈，而整个罗马城的艺术气氛
也跟着空前高涨起来。而今，
一座座宏大精美的建筑仍然
是世界建筑的典范，体现着古
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也是罗
马这座艺术城市兴衰演变的
最好见证。

敬请收看探索纪实频道 5
月 16 日播出的《艺术的天才》。

他们
成就古罗马的伟大

《摩登家庭》是近年来美国
人最爱的喜剧之一，目前它已制
作播出了七季，获奖无数，已连
续蝉联五届艾美奖喜剧类最佳
剧集，深受美国人民喜爱。

故事主要围绕三个看似互
无关联的美国家庭展开，一个

“看不见”的摄像师扛着摄像机
记录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摩登家庭》采用“伪记录片”的
拍摄形式，大多数镜头都是手持
摄像机拍摄的。喜欢家庭喜剧的
观众们，不要错过本周热播美剧
频道播出的《摩登家庭》。

热播美剧频道

《摩登家庭 第五季》

故事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
极具代表性的三个典型的美国
家庭复杂而混乱的日常生活活和和
情感世界。今天的美国，“摩摩登登家家
庭”也有本家家都难念的经。

全职家庭主妇克莱尔与做
地产经纪的丈夫菲尔养育着两
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儿和一个
儿子。克莱尔年过六旬的老父杰
娶了年轻美貌的妻子格劳丽亚，

加上格劳丽亚和前夫所生的儿
子，而他们也收获了自己的孩
子，几个人组成了幸福的四口之
家。克莱尔的弟弟米切尔和他的
同性爱人卡梅隆则从越南领养
了一名女孩，兴致勃勃地想要当
一对好爸爸。

影像英伦频道

《反击 第二季》

该剧讲述了20号分部是负
责追捕高危恐怖份子、处理危机
的英国秘密军方机构，由格兰特
上校直接领导。波特受命卧底巴
基斯坦以追捕臭名昭著的恐怖
份子拉提夫，然而拉提夫却得知
了波特的卧底身份。20号分部精
英特工斯坦布奇率领特种小队
营救波特过程中，拉提夫却得到
消息而成功转移并处死波特。波
特的前队友斯科特破解了波特
死前留下的暗语，并与斯坦布奇
搭档化解了拉提夫的恐怖袭击。
斯科特开始怀疑分部有内奸。

人人人注注注定定定孤孤孤独独独
也也也要要要学学学会会会自自自娱娱娱自自自乐乐乐

艾米莉是一个孤独爱幻想
的姑娘，从小没有玩伴，长大没
有爱人，但她却保有一颗善良的
心，也习惯自娱自乐。其实每个
人生来孤独，当你孤独时，学会
接受它，享受它，才是人生的意
义。本期经典电影频道将为您推
荐这部孤独者的电影《天使爱美
丽》，希望你能在电影中找到孤
独的意义。

天使爱美丽
播出时间：5月12日14：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艾米莉有着别人看来不幸
的童年：父亲给她做健康检查
时，发现她心跳过快，便断定她
患上心脏病，从此艾米莉与学校
绝缘。随后因为意外，母亲在她
眼前突然死去。这一切都毫不影
响艾米莉对生活的豁达乐观。

1997 年，戴安娜王妃的去世
让她倍感人生的孤独脆弱，艾米
莉从此开始了一系列助人计划，
包括自闭忧郁的邻居老人、被老
板刻薄的菜摊伙计和爱情失意
的咖啡店同事。在帮助人的途
中，她爱上了同样有怪癖的成人
录像带商店店员尼诺，两人发展
出一段奇妙缘分。

云中漫步
播出时间：5月13日14：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二战结束后，思乡心切的保
罗·萨顿久等仍不见其妻子的踪

影，夕阳西沉时，他拖着孤单落
寞的身躯走回家中，发现妻子的
眼里只剩金钱不再有他。

眼看家中已毫无温情，保罗
选择再次离家工作。在火车上，
保罗结识美丽的姑娘维多利亚，
对她悉心照顾，而维多利亚感激
之余，向保罗倾诉了自己的不
幸，听后保罗决定陪她返回家
乡，尽其所能帮助她。

不明身份
播出时间：5月14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马丁·哈里斯博士到柏林参
加学术交流，却遭遇了一场车
祸，醒来后他发现，妻子伊丽莎
白不再认识他，而另一个人取代
他，成了哈里斯博士，光明正大
出现在学术会议里，似乎所有人
都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哈里斯博
士，令马丁十分迷惑。没有人相
信马丁的说辞，柏林当地警署对
他的申诉置若罔闻，又似乎有人
开始追杀他。异国他乡，举目无
亲，身陷险境，是人们的记忆被
偷走了？还是自己脑袋出了问
题？又或者背后有惊天阴谋？马
丁走投无路之时，一个神秘女人
吉娜出现了……

兵临城下
播出时间：5月16日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瓦西里
是一个威震部队的神枪手。为了

激励士气，树立榜样，瓦西里的
战友——— 苏军文宣部军官丹尼
洛夫在报纸上大量刊登瓦西里
的英雄事迹，令瓦西里的形象更
为高大。然而，坦妮娅的出现，让
瓦西里和丹尼洛夫都同时迷恋
上了她。但塔妮娅喜欢的是瓦西
里，这让丹尼洛夫大为妒忌。

另一方面，德军派出了他们
的狙击手康尼，让同是神枪手的
他抗衡瓦西里。战场上，瓦西里
和康尼开始了斗智斗勇的决斗。

电梯里的恶魔
播出时间：5月18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一天上午，有人坠楼摔死在
一辆货车上。负责调查的警探博
登来到现场后发现第一现场并
不在货车停靠处，而是在不远处
的一栋大厦。与此同时，这栋大
厦的一处电梯突然故障，悬停在
20层附近，电梯中的三男两女被
困。大厦保安派去的维修人员也
未能解决故障。封闭的电梯里，
五人因持续被困而情绪焦躁并
争执起来。就在此时，电梯内的
灯突然熄灭了十几秒钟，短暂的
黑暗过后，其中一名女郎的背部
受伤流血不止。保安决定报警。

博登接到大厦保安报案之
后赶赴监控室，正欲解救被困人
员时，电梯内的灯再次熄灭。灯
亮之后，人们发现其中一名男子
已被杀害，而凶手似乎只有可能
是剩下的四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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