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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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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不是不想面对就
不存在。真正内心强大的人，可
以直面人生的大起大落。本周高
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道为您推
荐的这部《好好先生》，就讲述了
一个爱逃避的人，当他敢于直面
人生时，就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好好先生
播出时间：11 月 24 日 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已过而立之年的卡尔·阿伦
虽然衣食无忧，但人生可谓失败
透顶。三年前和妻子离婚，过着
单身生活。他在银行工作，不过
基本混吃等死、升迁无望。生活
中他拒绝和他人交往，整个人生
仿佛被灰色的浓雾所笼罩。在朋
友的建议下，卡尔来到一家名为

“好好先生”的机构作咨询，在导
师泰伦斯的指引下，他尝试对生
活中每一个问题都以肯定的方
式回答。这小小的改变令卡尔的
人生天翻地覆，正当他信心满满
之时，却发现人生并非像他想得
如此简单……

情迷梦露七天
播出时间：11 月 25 日 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刚刚踏入社会的英国青年
科林·克拉克，将满腔热情投入
到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中。勤奋
的他得到的第一个跟组机会，竟
是担任他的偶像劳伦斯·奥利弗
导演并主演的新片《游龙戏凤》
剧组的第三助理导演。这部电影
邀请了当时红遍全球的玛丽莲·
梦露主演，而科林的工作便是统
筹剧组的各项杂务。开拍之后，
梦露与劳伦斯·奥利弗之间产生
了激烈冲突，致使剧组进度远远
落后。科林负责于当中调停，不
知不觉间，科林发现自己已为梦
露的魅力所深深吸引……

自豪与荣耀
播出时间：11月27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纽约警署，泰尔尼家族声
名赫赫。老弗朗西斯创下无数丰
功伟绩，他的儿子小弗朗西斯、
雷以及女婿吉米也同样在警察
岗位上兢兢业业。某晚，正在
参加橄榄球比赛的吉米突然
得知，他所负责的辖区发生枪
战，在父亲的鼓励下，雷加入特
别行动小组，开始追捕疑犯。在
调查过程中，雷察觉吉米、小弗
朗西斯甚至父亲可能都牵涉其
中。正义被染上污点，雷的调
查之路充满曲折和危险……

王牌双贼
播出时间：11 月 29 日 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经历了 28 年的牢狱
之灾后，沃尔终于重获自由，
老友道克前来迎接。之后，
老友赫希也加入了沃尔和
道克的狂欢之中，他们一
边回忆着旧日往事，一
边尽情享受着。道克其实
有个秘密。原来，道克受黑帮老
大所托，意图除掉刚刚出狱的沃
尔。在友情和道义之间，道克无
法做出选择，而他用来完成任务
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云图
播出时间：11 月 30 日 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850年，南太平洋，美国公
证人亚当·尤因在船上被不明寄
生虫病折磨，他用日记记录下自
己的所见所闻；1931年，苏格兰，
落魄青年罗伯特·弗罗比舍为音
乐大师记录曲谱，受到半本旅行
日记的启发创作出了恢宏壮阔
的《云图六重奏》；1975年，美国

加州，小报记者路易莎·雷冒着
生命危险调查一桩核电站丑闻，
在老唱片店她被不知名的乐章
打动；2012年，英国伦敦，被囚禁
在养老院的出版商蒂莫西·卡文
迪什揣着一叠由女记者写成的
纪实文学，打算将自己的“越狱
经历”拍成电影；乌托邦未来，首
尔，餐厅服务员克隆人星美-451
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反抗人类，
她在人类图书馆看了飞跃老人
院的电影；文明毁灭后的未来，
夏威夷，牧羊土著扎克里对高科
技文明先知心怀敌意，他部落唯
一相信的女神叫星美……

真正的勇士
敢直面人生惨淡淡

加文和奥利维亚这对纽约
权势夫妻名下有一栋古老房宅，
但实际上他是魔鬼的代言人，帮
助那些被欲望驱使的人签订死
亡契约。本周热播美剧频道为您
推荐这部《鬼楼契约》。

热播美剧频道

《鬼楼契约 第一季》

位于曼哈顿上东区派克大

街 666 号的德雷克大楼是一栋
豪华公寓楼。神秘的加文·多兰
先生和他美貌性感的妻子奥利
维亚是这里的主人。一对年轻的
情侣——— 亨利·马丁和简·万·薇
恩从遥远的中西部地区搬到曼
哈顿，住进了德雷克大楼。加文
雇佣他们担任大楼的管理员。楼
中住着许多住户，但他们谁也不
知道这栋大楼被黑暗的超自然

力量所包围。每当梦想成真的时
刻，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幸运儿，
殊不知他们已经与恶魔签下了
生死契约。亨利对此毫无察觉，
而敏感的简很快发现邪恶、困惑
和欺骗似乎与这个地方如影随
形。隐藏在恶魔背后的秘密和真
相究竟是什么呢？

影像英伦频道

《超能少年 第二季》

一场奇怪的风暴，使五个正
在做社区服务的不良少年拥有
了超能力。五人杀死了第一任缓
刑监督官，第二季中他们意外得
知第二任缓刑监督官也死在西
蒙手下，于是五人合力将尸体抛
进湖中。这一切被一个戴着面具
的神秘人看在眼中，他究竟是何
方神圣？这五个超能少年并没有
运用超能力去改变世界，反而遇
上更多奇怪的人和事，除了他
们，还有人拥有超能力，别人的
超能力使他们陷入困境……

和魔鬼签约，你怕了吗？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
下列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复仇 第 2 季
欢乐合唱团 第 4 季
鬼楼契约 第 1 季
初代吸血鬼 第 1 季
影像英伦频道
内鬼
玩转地球：减压之旅
荒凉山庄
超能少年 第 1 季
城市之巅
超能少年 第 2 季
奈杰尔·斯莱特的今日特色餐
巴比伦饭店 第 3 季
厨艺大师：专业人员 4 特别篇
宝岛怡家频道
孤恋花
型男大主厨
我们发财了
我租了一个情人
院线电影频道
神秘群岛
流行歌手的粉丝
药瘾之殇
谜情公寓
挽歌
妻子的噩梦
天才眼镜狗
地下理想国
火线干探之死亡天使
破碎之角
爱情碎片
油海先锋

《神秘群岛》讲述了惊悚小
说家雷切尔在儿子溺水身亡
后，接二连三遭遇离奇事件，然
而在这些离奇事件背后还隐藏
着一个更大阴谋的故事。

瑞秋是成功的神秘小说作
家，经常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但
当5岁的儿子在玩耍时溺水而
亡后，瑞秋无法再面对充斥了
各种回忆的旧居。她只身前去
某个渔村，在好朋友细致周到
的安排下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准备开始新的创作。

这个小渔村有通灵的神
婆，也有善良的酒吧老板，还有
远处小岛上的灯塔半明半灭。
她的生活看似渐渐归于平静。
一天在小岛上她认识了一个俊
朗不羁的男子，并迅速坠入热
恋。但在次日的相约中男子并
没有出现，无论她如何寻找也
不得其法。经过打听大家告诉
她一切都是她的幻觉，这里并
没有这样的男子存在。

超自然的力量真的存在
吗？还是原本就是一个精心策
划的骗局呢？

敬请收看 1 1 月 2 5 日晚
20：00 院线电影频道播出的电
影《神秘群岛》。

假亦真时真亦假

11月24日
好莱坞大变身 第1季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
郎朗：2010维也纳音乐会
11 月 25 日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飙新力艺巨星演唱会
乘风破浪
11 月 26 日
单项乐队
伦敦海德公园演唱会
郎朗：2010 维也纳音乐会
11 月 27 日
好莱坞大变身 第 1 季
飙新力艺巨星演唱会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11 月 28 日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
好莱坞大变身 第 2 季
11 月 29 日
极速探险
时尚新生活
飙新力艺巨星演唱会
11 月 30 日
伦敦海德公园演唱会
极速探险
好莱坞大变身 第2季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50 年魅力不减当年

1967年音乐节首次举办
时，它还是一个为期三天的活
动。如今，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已
经成为一个长达16天的盛典，
主题包含了爵士、蓝调、摇滚、
世界音乐、说唱、电子、流行音
乐等音乐形式。

音乐节的创始人克劳德·
诺布斯创办了这个活动，它也
成为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活动
之一，并在音乐方面享有着独
特且博采众长的盛誉。每一年，
多达22万名旅客为参加音乐节
来到蒙特勒，音乐节的音乐会
将分别在三个音乐厅举行。一
些音乐游轮和音乐火车也是音
乐节的一部分。旅客也可以欣
赏许多免费的演出：原声乐器
演奏会、声乐、吉他以及钢琴独
奏比赛、讨论会等等。更不要忘
记了天空下的蒙特勒爵士乐，
这个广泛流传于蒙特勒小镇的
活动。

对于喜欢夜间活动的人来
讲，他们可以选择去欣赏原声
乐器演奏会或是出人意料的即
兴演奏会，这些演奏会在蒙特
勒爵士俱乐部或是名为蒙特勒
爵士咖啡店的原创俱乐部中举
行，在这些俱乐部中，国际知名
的DJ将引爆全场情绪，带领人
群纵夜狂欢，直至天亮。

众多国际媒体的访问，使
得蒙特勒爵士音乐节也可在世
界各地上演。当然，作为这个独
特氛围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事
是过犹不及的。此外，蒙特勒也
有着迷人的、难以用语言来描
绘的景色。游客在食宿方面也
有着广泛的选择，从迷人山区
的便宜住宿到湖边的五星级饭
店都可供旅客选择。

《《好好好好先先生生》》

《《鬼鬼楼楼契契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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