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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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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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希思罗机场，是个神奇
的机场，除了每天接待着数不清
的乘客外，还有众多动物游客在
此入境。五花八门的动物，怎么
搞清楚每种有什么习性、应该怎
么照料的，都是复杂的事情，更
别提还有些是猛兽。敬请关注影
像英伦频道本周播出的《机场动
物秀》。

宝岛怡家频道

《听见幸福》

飞天谷中，陈禹希目送着登
上缆车前往峡谷的游客们，一边
用隐藏的迷你麦克风跟妈妈报
告刚从游客身上打探到的情报，
目的是为了打造“神迹”，吸引更
多慕名而来的信徒，为弟弟筹措
医疗费。方展丞与未婚妻梁洛涵

在前往拍婚纱的路途中不幸发
生意外，梁洛涵从此再也没醒
来，方展丞也因此失明……

两年后，为了辟清失明的传
言，方展丞第一次巡视柜位，无
意间听见“梁洛涵”的声音，他寻
着歌声找去，却意外遇见做美容
的陈禹希；百货集团合伙人沈威
廉担心陈禹希在记者面前乱爆
料，于是到陈家解释误会，并探
听这位和梁洛涵长相一模一样
的女孩，却意外发现陈禹希的护
理背景，决定高薪聘请她当方展
丞的私人看护。

陈禹希到新雇主家报到，准
备开始盲人看护工作，不料却发
现这个人竟然是曾被她当做偷
窥狂的方展丞！两人关系从一开
始的不对盘，到彼此渐渐互相了

解，互相扶持。阳光俏皮的禹希，
和干练沉稳的洛涵个性截然不
同，却在不知不觉中牵引了展丞
内心中的涟漪……

影像英伦频道

《机场动物秀》

英国希思罗机场是世界上
最繁忙的国际机场，除六千五百
万人类乘客外，每年还有四千万
动物乘客。

入境处有专门的动物检查
机构，简称 ARC ，通过 ARC 的
安检和进入的合法性才能准入，
这里不仅只有猫猫狗狗、达尔文
巨龟、小马驹、勺嘴鹮等温顺的
动物，甚至还有猎豹、异形球蟒、
古巴鳄鱼等凶猛危险的动物，它
们将被如何处置？

从机场托运古巴鳄鱼要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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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 1988 年的夏
天，埃尔文和兰斯两人既是同
事，亦是彼此唯一的陪伴。他们
的工作简单而又枯燥，那就是
替一条看上去永远都不会有尽
头的公路画路标。

兰斯习惯了灯红酒绿的热
闹生活，一下子置身于寂静的
荒野之中，他感到十分抓狂。但
埃尔文则恰恰相反，安静的环
境和专注的工作给他带来了不
少的灵感。每天，他都会给自己
远在天边的女友写上一封热情
洋溢的信，而他的女友恰恰正
是兰斯的姐姐。只要有空，埃尔
文就会走进树林、穿过蜿蜒的
小路，在树丛和一些废弃的小
木屋里待上一会儿。他和兰斯
一起生活，共用一辆汽车、争
论、打闹，重归于好，正是这些
矛盾给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和
工作带来了活力和动力。整个
夏天，他们只见到了一位陌生
人，那个人是一个神秘的卡车
司机，常常带着自己家里酿的
酒出现，随即又像他突然出现
那样消失不见。

敬请收看 10 月 17 日 12:28
高清影院播出的《雪崩王子》。

两个人一起也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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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好莱坞速递 682
好莱坞速递 683
好莱坞速递684
好莱坞速递685
品味空间（49）
品味空间（50）
品味空间（51）
乘风破浪
2008盛大周末音乐节
引擎
BBC2004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10月14日
引擎
2009盛大周末音乐节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碧昂斯：非你莫属拉斯维加斯
演唱会
乘风破浪
好莱坞速递
BBC2004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10月15日
引擎
阿瑟小子演唱会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巴黎激情双人芭蕾
好莱坞速递
乘风破浪

说到当今的女高音艺术
家，能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大概
有几十位，顶尖的约有十几位。
而“杰出”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就实在太多了，尽管她们都有
很好的舆论评价，但能达到安
娜·涅特里布科这样的显赫声
誉——— 每年应邀在世界各大歌
剧院和音乐节演唱主角，与名
指挥名乐团合作，由大唱片公
司出唱片，毕竟还是极少数。

俄罗斯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安娜·涅特里布科容貌美丽，嗓
音流畅圆润，音色浓郁而有光
泽，舞台形象楚楚动人，充满青
春活力，在欧美被誉为“歌剧世
界未来的黑眼睛女神”。

安娜·涅特里布科于1972
年生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
达。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
期间，她还在马林斯基剧院打
工，这使她有机会观看到剧院
的许多排练和演出。1993年，她
在莫斯科获得格林卡全国声乐
比赛首奖。这年她参加由格吉
耶夫亲自主考的马林斯基剧院
的试听，以一首《魔笛》中夜后
的咏叹调从众多应试者中脱颖
而出，当场就被录取。1994年她
首次登台，在马林斯基剧院饰
演《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苏珊
娜，而后随基洛夫（马林斯基）
剧院出访芬兰、德国和以色列。
她在马林斯基剧院饰演的其他
重要角色包括《霍夫曼的故事》
中的安东尼娅、《塞维利亚理发
师》中的罗西娜、《魔笛》中的帕
米娜、《卡门》中的米凯拉等。

当我们还是少年时，所认为
的世界只有我们的周边这一点
天地。15岁的奥利弗就像所有少
年一样，总有着各式各样的幻
想，有喜欢的女孩，与父母关系
紧张，接下来他将面临哪些考
验？本期高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
道为您推荐这部《爱情潜水》。

爱情潜水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0 月 13 日 9:55

十五岁的奥利弗坐在教室
里的时候脑中总是充满各种幻
想，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普
通中蕴含奇异的存在。在同学里
他总是显得不合群，他注意到同
学祖娜也是如此。祖娜在铁桥下
约见奥利弗并拍下两人亲吻的
照片以此来刺激前男友，奥利弗
为此付出了被祖娜前男友教训
的代价，而这却让两个人真正走
到了一起。

奥利弗的父母关系紧张，眼
下他又发现母亲和隔壁新搬来
的格雷厄姆走的很近，他开始试
图挽救自己的家庭。而祖娜的母
亲正患脑瘤，奥利弗想要解决问
题却分身乏术，和祖娜误会重
重，最终导致两人分手。最后他
的父母重归于好，祖娜的母亲也
病愈。而他和祖娜将走向什么结
局呢？

甜姐儿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0 月 14 日 18:37

美国女性时尚杂志的主编
玛姬崇尚完美多变，以引领美国
女性的流行为己任，但是杂志最

近却面临模特荒，因为他们缺乏
“有思想”的女主角。玛姬与摄影
师迪克携团队来到一家书店取
景，他们事后发现此行最大的收
获是宣扬移情主义的书店店员
乔·史托顿小姐。

乔对模特工作起初毫无兴
趣，但考虑到可以前往巴黎面见
移情哲学家弗拉斯教授，还是应
承了下来。迪克因为乔而创作欲
强烈，两人合作了一系列美轮美
奂的作品，同时他们的关系也有
了发展。不久，乔如愿见到了教
授，这使迪克颇为不安，两人大
吵一番后乔愤而离去，为了挽回
乔与展演，迪克和玛姬使出了浑
身解数……

危险情人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0 月 15 日 13:05

侯爵夫人梅特伊和恶名昭
彰的浮华浪子瓦尔蒙是两个在
情场可互相匹敌的朋友，利用性
当作武器，去诋毁对方的名誉与
地位。

一日，梅特伊提出让瓦尔蒙
去勾引 1 6 岁的贵族少女塞西
尔，使其失身从而身败名裂。而
瓦尔蒙却认为这样太缺乏挑战，
他非但引诱了纯洁的塞西尔，还
追加赌注勾引虔诚、美貌素以贞
节著称的杜维尔夫人。最终杜维
尔夫人投入了他的怀抱，而瓦尔
蒙也渐渐真心爱上了杜维尔。梅
特伊心生妒火，让自己的音乐教
师兼新情人唐斯尼替她报仇，结
果，瓦尔蒙在与唐斯尼决斗时死
于剑下，杜维尔伤心致死，而梅
特伊也因此名誉扫地。

梦想奔驰
播出频道：高清影院

播出时间：10 月 17 日 10:44

高超的技艺和天赋曾为骑
师本·科恩赢来无数奖杯和荣
耀，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他慢慢
地被层出不穷的新人抛在身后，
成了等待被“处理的垃圾”。与他
命运相同的还有老马桑娅，后者
曾作为一匹前途无量的种子选
手为主人赢得过无数场比赛，但
因运动强度过大在某次比赛中
折断后腿后，它在主人眼中也就
成了“废物”。后来，桑娅被主人
当作遣散费送给了本·科恩。

本·科恩的沮丧被他的女儿
凯尔尽收眼底，为了帮助爸爸和
桑娅重拾自信，她制定了详细的
计划，首先，她说服本·科恩同她
一起精心照料桑娅，桑娅一点点
恢复健康重新站立起来时，她又
想方设法使本·科恩接下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赢得“育马
者杯经典大赛”。

意外制造公司
播出频道：高清影院

播出时间：10 月 18 日 10:54

个性古怪的单身富豪一心
求死，多次自杀失败只好寻求专
业协助。他找专门安排制造死亡
方案的神秘公司极乐世界，合约
一旦签定，就不能反悔。富豪对
人世毫无眷恋，选择“意外”方
案，任由公司量身订作。随后，他
巧遇签了相同合约的年轻女子，
棺材还没选好却先对她一见钟
情。富豪这才真正意识到即将到
来的“意外”已经无法终止……

少年不识愁愁滋滋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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