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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嘉丽与瑞德的爱情故事，
是很多人爱情片的启蒙。身处美
国 南 北 战 争 中 ，斯 嘉 丽 那 句

“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显
得振聋发聩。本周高清畅享馆经
典电影频道将为您推荐这部《乱
世佳人》。

激情意外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0 月 27 日 22：00

海伦和男友鲍勃相恋多年，
前者经营着一家美发店，后者是
电台的 DJ 。霍多是一个自幼便
失去了声音的哑巴男孩，他的姐
姐是夜总会的当红舞女司默奇。

霍多有一个小小的隐秘的
嗜好，那就是偷偷的录下周遭人
的对话。霍多一直默默的爱恋着
海伦，因此常常偷录海伦和鲍勃
之间的对话。某日，一个叫马丁
的男人出现在了海伦的身边，向
海伦倾诉了他那不可告人的过
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海伦和马
丁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乱世佳人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0 月 28 日 20：00

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农

场塔拉庄园的千金斯嘉丽爱上
了另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艾希礼，
遭到了拒绝，为了报复，她嫁给
了自己不爱的男人，艾希礼妻子
梅兰的弟弟查尔斯。

战争期间，斯嘉丽成为寡
妇，失去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
不再是当初的千金小姐；战争结
束后，她又二度为人妻，嫁给了
爱她多年的投机商人瑞德。

然而，纵使经历生活艰苦，
斯嘉丽对艾希礼的感情仍未改
变。艾希礼妻子梅兰的去世，给
了斯嘉丽一个机会，一边是深爱
自己的丈夫瑞德，一边是心心念
念多年的艾希礼，斯嘉丽会给自
己一个怎样不一样的明天？

被解救的姜戈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0 月 29 日 22：00

1858 年，美国南北战争前两
年。德国赏金猎人金·舒尔茨从
贩奴商人手中买下黑奴姜戈，让
其重获自由。舒尔茨实则是要把
姜戈培养成赏金猎人，为其缉拿
各种通缉犯以换取报酬。姜戈的
唯一条件是：从暴虐的糖果庄园
主卡尔文·坎迪手中解救出自己
的妻子布鲁姆希尔达。

情挑六月花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1 月 1 日 22：00

二十七岁的马克斯是一位
事业有成的广告人，不久前，他
的妻子不幸去世，至今，马克斯
都未能走出丧妻的悲痛阴影中，
个性也因此而变得封闭和阴沉。

某日，他来到了一间小酒吧
喝酒解闷，在这里，马克斯遇见
了名为诺拉的四十三岁女招待。
命运让这两个身份地位和年龄
都悬殊巨大的人相互吸引，诺拉
让马克斯暂时淡忘了痛苦，马克
斯亦教会了诺拉什么是尊重，随
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坠入了爱
河。然而，这段世人眼中并不匹
配的恋情注定要遭到诸多的考
验，最终，他们的真爱能否战胜
世俗的非议和彼此之间巨大的
鸿沟呢？

求婚脑震荡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播出时间：11 月 2 日 12：00

米歇尔·法尔盖特经营一间
拍卖行，他是个温和的英国人，
拍卖行的生意一向很好。他感觉
成家的时候到了，便向他最爱的
女友吉娜求婚。可是吉娜对结婚
一词十分抗拒，她不愿意跟米歇
尔结婚。这样使米歇尔疑惑极
了，他认为女友是十分爱自己
的，为何不能从此一同生活呢？

直到后来，他才明白了吉娜
的苦心。原来吉娜的父亲是一名
黑帮老大，深爱着米歇尔的吉娜
不愿自己的丈夫被卷进复杂的
黑帮环境中。就算米歇尔向吉娜
保证自己不会牵涉进去那些麻
烦当中。

可是事情并不如人意，他还
是因为这个黑帮岳父惹来了很
多麻烦，甚至被警察调查。从此，
米歇尔也莫名其妙的成为了黑
道中人……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8 世纪 40 年代，第一次工
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对于
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铁路更是
新鲜事物，当铁路要穿镇而过，
小镇上的人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呢？敬请关注本周影像英伦频道
播出的《克兰福德记事特别篇》。

热播美剧频道

《复仇 第二季》

经过九死一生的锤炼，为了
揪出杀害父亲的真正凶手，艾米
丽·索恩在诺兰的陪同下，再次
返回了没有社交女王维多利亚·
格雷森，却仍危机四伏的海滨小
镇汉普顿。此时此刻，夏洛特涉
嫌吸毒被带走询问，返回的维多
利亚和白头人似乎正策划新的
阴谋，阿曼达腹中那个身份未决
的婴孩。乱云怒海之下，是艾米
丽追查真相从未停止的决心，和
蓄势待发、随时随地展开无情复
仇的獠牙。深仇大恨与贪欲私

心，裹挟着所有的相关人落入无
法抽身的漩涡……

影像英伦频道

《克兰福德记事特别篇》

时值1844年盛夏，黛博拉小
姐去世两年有余。女仆玛莎和木
匠杰姆新添的小女儿蒂莉，令马
蒂小姐倍感活力，逐渐走出往日
阴影。铁路施工有条不紊，却因
勒德洛勋爵夫人阻挠只能修到
克兰弗德镇外五英里。查理斯爵
士和布朗上尉仍千方百计促使
铁路穿镇而过。

新近丧偶的巴克斯顿先生，

时隔多年携独子威廉和外甥女
埃尔米尼娅重返故乡克兰弗德。
他希望儿子从政，可威廉一心想
当铁路工程师，父子多有不和。
已故教区助理牧师的女儿佩吉，
碍于母亲和兄长的管束，几乎足
不出户。马蒂小姐则从中介入，
想让几个年轻人多些交往。

勒德洛夫人的儿子旅居国
外多年归来，却引发一系列意
外，牵动整个克兰弗德的命运。
与此同时，马蒂小姐的家再度被
阴霾笼罩，使她不得不重审自己
对铁路的态度。可一旦大胆抉
择，她是否会开启潘多拉之盒？

铁路开进小镇，哪有那么容易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 日，
下列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复仇 第 1 季
复仇 第 2 季
欢乐合唱团 第 4 季
影像英伦频道
克兰福德记事
克兰福德记事特别篇
辛巴达 第 1 季
英国囤积王
唐顿庄园 第 5 季
厨艺大师：专业人员 第 4 季
毛毛骑手的密西西比冒险之旅
宝岛怡家频道
孤恋花
听见幸福
我们发财了
探索纪实频道
埃塞俄比亚捕鼠的草原狼
萨凡纳的野生动物：草原大猫
杀手独白
传奇航母
紧急 911
动物孤儿
蛇蝎毒女
院线电影频道
卡车浪漫旅
孔舞者
高举爱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达格南制造
一切尽失
等爱的女人
爱情盛宴
记录伍迪·艾伦（上）

1968 年，英国达格南。福特
汽车制造厂无疑是英国私营企
业里的龙头翘楚。然而在以男
性为主导的汽车行业里，女性
的地位却显得尤为低下。187 位
缝纫女工在条件极为恶劣的工
厂车间里，汗流浃背地埋头缝
纫汽车座椅衬垫。肮脏闷热的
工作环境，漫长无比的工作时
间，而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工资
却因为性别原因而被压榨到异
常低廉。然而为了维持生活最
基本的开销花费，这些女工们
一直隐忍着这些不公平对待。
终于，她们决定高举标语走上
街头，罢工抗议在工作中受到
的性别歧视，要求同工同酬。

丽塔·奥格兰迪无疑是这
场女性权益斗争中的领军人
物。凭借着非凡的勇气和不断
的尝试，丽塔带领了众多女工
踏上了维权之路。很快，这次罢
工席卷全英国，成为了颁布反
性别歧视的“公平工资法案”的
导火索。

敬请收看院线电影频道 11
月 1 日 20 ：00 播出的电影《达
格南制造》。

千万别惹女人

维也纳童声合唱团：
奥地利国宝名不虚传

10 月 27 日
乘风破浪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纵贯线 2009 台北演唱会
10 月 28 日
建造巨型艺术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丝路
艾尔顿·约翰 60 庆生：麦迪逊
广场演唱会
10 月 29 日
芭蕾舞：宝石
林子祥演唱会
魔术大师
10月30日
好莱坞速递
边走边唱
10月31日
林子祥演唱会
芭蕾舞：园丁的女儿
建造巨型艺术
11月1日
zippo音乐之旅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丝路
乘风破浪
11月2日
魔术大师
边走边唱
zippo音乐之旅

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来自
奥地利维也纳，成立于 1 4 9 8
年，原为奥地利维也纳宫廷教
堂圣歌队，是世界上最古老、
最优秀的合唱团之一，由一群
身穿蓝色水手服的男孩所组
成的，这项特殊的打扮也成为
了他们的标记。该团中的男童
女高音和男童女中音以优雅
而又轻盈无比的男童声高音
与男童声中音，演唱着各式各
样的圣歌、圆舞曲、艺术歌曲、
民歌与弥撒。

作为世界最杰出的音乐
团体之一，维也纳童声合唱团
多年来执着于其辉煌的传统
和历史。这些身着海军服的小
天使，每周都在维也纳皇家大
教堂中演唱，他们还接受邀
请，每年到欧美和亚洲国家进
行巡演。

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虽然
是一个儿童合唱团，却是一个
有着上百年悠久历史的优秀
合唱团体，正是因为其良好的
传统，才使得它经久不衰地延
续下来。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专
场节目，还经常和一些世界著
名的歌唱大师合作，可见其水
准的不凡。

《《乱乱世世佳佳人人》》

《《克克兰兰福福德德记记事事特特别别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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