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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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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一盘烹制完美的松露
酱嫩鹌鹑吗？工作狂主厨凯特一
定能令你心满意足。不过，千万
别跟她提起那个刚刚加盟的副
主厨尼克，也别跟她聊她父母双
亡的侄女祖。本期高清畅享馆经
典电影频道为您推荐这部爱情
美食电影《美味情缘》。

42 号传奇
播出时间：12 月 8 日 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著名棒球手 Jackie Robin-
son，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史上第
一位黑人球员。在 1947 年 4 月
15 日之前，黑人球员只允许在自
己的黑人联盟打球。虽然当时美
国奴隶制度废除已久，但仍有许
多地区依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无所不在的种族偏见仍强烈左
右着社会各个阶层，因此 Rob-
in son 踏上大联盟舞台的这一
天，被公认为美国近代民权运动
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美味情缘
播出时间：12 月 9 日 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凯特天生丽质，是一所餐厅
的主厨，她是个十足的工作狂，
对自己手艺非常自信的她常常
坚持己见，老板只好强迫她去看
心理医生。凯特的妹妹因车祸而
逝世了，留下年幼的女儿祖需要
凯特照顾。自妈妈离开后，祖变

得越来越封闭。
此时餐厅里请来了新的厨

师尼克，工作态度完全有别与凯
特，这使凯特无法接受，但他却
有能耐使不喜欢吃正餐的祖乖
乖吃饭。凯特不得不对尼克另眼
相看，此后因为祖的关系他们约
会渐多，凯特与尼克之间也产生
了微妙的情缘，就连凯特与祖之
间的关系也大大改进了。

五年之约
播出时间：12月12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众人眼里，汤姆和薇莱特
是天设地造的一对，他们都自认
为是世界上最了解对方的那个
人，两人闪电订婚。薇莱特渴望
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但同时也希
望能够有自己的事业，她收到了
密歇根大学的一个梦寐以求的
职位，但前提是汤姆必须放弃现
在的工作，两人一起迁往密歇
根。汤姆同意了，但在密歇根的
生活并不如他所想得那么美好，
一方面，专业技能很强的他居然
只能在小吃店找到一份仅够糊
口的工作，另一方面，薇莱特在
职场上屡屡获得成功，两人的距
离越来越远。

矛盾日益激化，两人的婚礼
年复一年的推迟着，而正当他们
两人下定决心要举行婚礼的时
候，一个第三者的吻却给两人的
感情制造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怦然心动
播出时间：12月13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布莱斯全家搬到小镇，邻家
女孩朱丽前来帮忙。她对他一见
钟情，心愿是获得他的吻。两人
是同班同学，她一直想方设法接
近他，但是他避之不及。她喜欢
爬在高高的梧桐树上看风景。但
因为施工，树要被砍掉，她誓死
捍卫，希望他并肩作战，但是他
退缩了。她的事迹上了报纸，布
莱斯的外公对她颇有好感，令他
十分困惑。她凭借鸡下蛋的项目
获得了科技展第一名，成了全场
焦点，令他黯然失色。她把自家
鸡蛋送给他，而他听家人怀疑她
家鸡蛋不卫生，便偷偷把鸡蛋丢
掉。她得知真相后很伤心，两人
关系跌入冰点。她的父亲一直攒
钱照顾傻弟弟，所以他们家生活
拮据。她理解父母，自己动手，还
得到了他外公的鼎力相助。他向
她道歉，但是并未解决问题。他
开始关注她。鸡蛋风波未平，家
庭晚宴与午餐男孩评选又把两
人扯在了一起……

曲线难题
播出时间：12 月 14 日 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加斯是亚特兰大勇士队的
资深球探，然而近来他可够呛。
上了年纪又有些视力衰退的他
因此被认为已经无法适应当今
变化的市场，并被分配了最后一
次招新任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加斯的老板兼好友彼特有些不
忍，便找来了加斯的女儿米琪帮
忙一起完成这段任务旅程。然而
这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自从米
琪六岁丧母后，父女俩的关系就
不见得多好，不巧还搭上了对手
球队的年轻球探约翰尼，一路上
的磕磕绊绊可不少。面对这堆难
题，三人最后能否顺利渡过？

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12 月 8 日至 12 月 14 日，
下列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复仇 第 2 季
童话镇 第 1 季
破产姐妹 第 3 季
沉睡谷 第 1 季
初代吸血鬼 第 1 季
影像英伦频道
爱玛
城市之巅
巴比伦饭店 第 4 季
呼叫助产士 第 1 季
呼叫助产士 第 2 季
真实的故事
厨艺大师 第 8 季
与布鲁斯·帕里游北极
宝岛怡家频道
我租了一个情人
型男大主厨
含笑食堂
探索纪实频道
做自己的老板
疯狂的前任
鳄鱼之王
超级猫
黑狼的崛起
他们的秘密生活
吉米和大型超市
超级狮群
拯救骄傲的狮子
院线电影频道
北方的金丝雀
宝贝交易
致命幻觉
越线
婴儿争夺战
求爱大作战

《北方的金丝雀》讲述发生
在女教师和六个学生之间的坠
落事件仍存有未解之谜，20 年
后师生重聚，令人震惊的真相
逐渐浮出水面。

二十年前，和蔼可亲的川
岛春与丈夫行夫来到位于北海
道的一座寒冷的孤岛。春成为
当地小学仅有的六名学生的老
师，并发掘了他们的歌唱才华。
然而一场意外夺去行夫的生
命，之后受到村民指责的春黯
然离开小岛。时间回到当下，刚
刚退休不久的春迎来两位刑警
的造访，进而得知当年的六名
少年中的一人——— 铃木信人卷
入一起杀人事件。抱持着心中
种种疑问，春返回阔别已久的
小岛，并先后走访户田真奈美、
生岛直树、安藤结花、藤本七
重、松田勇等学生。当年的事件
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
影，而此次重逢能否打开师生
各自的心结？

敬请收看 12 月 12 日 20:00
院线电影频道播出的《北方的
金丝雀》。

即使再艰难
也要活下去

美国偶像诞生记

《美国偶像》的原型是英国
电视节目《流行偶像》。2001 年
英国电视台推出选秀鼻祖节目

《流行偶像》，一时间“偶像旋
风”席卷全球。福克斯广播公司
慧眼识珠，以 7000 多万美元买
下节目版权并加以适当改编，
从 2002 年起每年主办一届，目
的是发掘新一代的美国歌手，
获得当季冠军的选手即为当年
度的“美国偶像”，获得一纸价
值百万美元的唱片合约。

多年来《美国偶像》一直是
福克斯春季档的收视利器，曾
因播出调整进驻过不同晚间黄
金时段播出，均能位列当日收
视榜首。更连续十一年高居季
度收视统计榜单前列，被誉为

“美国真人秀之王”。
《美国偶像》曾在 2007 年

首集创出了 3730 万的单集收
视峰值纪录，更在此集后半个
小时上创下超过 4100 万收视
人数。之后数年由于赛制陈旧，
加之其他新兴真人秀的冲击，
收视优势逐渐收窄，2012 年更
是数次被剧集《生活大爆炸》超
越，连带 2013 年的广告收益也
大幅跳水，但仍具较强统治力。

2016 年，福克斯电视宣布
播出的第 15 季《美国偶像》是
该节目的最终季，这档辉煌全
美 15 年的老牌选秀节目彻底
落下帷幕。

12 月 8 日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时尚新生活
12 月 9 日
美国偶像 第 12 季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
安妮：蓝妮克斯
12 月 10 日
周杰伦：超时代演唱会
郎朗和休斯敦芭蕾舞团·巴黎
香榭丽舍
罗比威廉姆斯威震八方演唱会
12 月 11 日
永远的指挥帝王：卡拉扬
芭蕾舞：天鹅湖
极速探险
12 月 12 日
美国偶像 第 12 季
芭蕾舞：吉赛尔
极限挑战
12 月 13 日
时尚新生活
芭蕾舞：天鹅湖
12 月 14 日
罗比威廉姆斯威震八方演唱会
美国偶像 第 12 季
时尚新生活

当当毒毒舌舌女女与与傻傻白白甜甜成成了了姐姐妹妹

《《美美味味情情缘缘》》

《《破破产产姐姐妹妹》》

闺蜜是会分享彼此喜怒哀
乐的亲密朋友，Max 和 Caroline
就是同住同工作的好闺蜜。Max
嘴毒心善会烤蛋糕，Caroline 傻
白甜却有商业头脑，两人在纽约
布鲁克林区经营着一间纸杯蛋
糕窗口，本周热播美剧频道将播
出《破产姐妹》，敬请期待。

热播美剧频道

《破产姐妹 第3季》

黑发泼辣的Max在纽约布
鲁克林区一家低档餐馆打工，餐
馆同事包括小个子亚裔老板
Han、爱讲荤段子的厨子 Oleg 和
高龄收银员 Earl。餐馆新来的女
招待 Caroline 金发高挑，名媛范
十足，与餐馆档次格格不入。
Max 和 Caroline 首次开店创业
宣告失利，两人并没有放弃，边
当着服务生边寻觅新时机。老板
Han 为了敷衍即将到来的清洁
员，要求店员们齐心协力将店面
清扫干净。Caroline 发现了一个

针对创业人士的品牌研讨会，邀
请 Max 一起参与。研讨会需要
六百美金的费用，为了筹到这笔
钱，两人决议帮 Han 清扫厨房后
边一个荒废已久的贮藏室。机缘
之窗就在不经意间逐步被她们
打开了，两人在清扫过程中发现
这个屋子里居然有一整扇面向
主路的窗台，由此她们想到了一
个本钱低价的商机——— 在这儿
开一家外卖纸杯蛋糕窗口。虽然
新店略显局促，但二人仍然为此
感到兴奋不已。老板 Han 嘴上说
要收取她们租金，内心还是很支
持她们的事业。另一方面，厨师
Oleg 对前女友苏菲念念不忘，想
与她重归于好。苏菲却似乎早已
放下他，重新过上了潇洒快活的
日子。

影像英伦频道

《呼叫助产士 第 2 季》

1958年的某天，当Jenny Lee
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 Nonnatus

House ，大家正齐聚 Nonnatus
House 帮她庆祝生日，之后她准
备和 Chunmmy、Trixie、Cynthia
她们一起去看电影。这是个充满
欢声笑语的生日宴，可仅仅是昙
花一现，第二天她便被派去给新
的产妇 Molly Bringnall 接生。由
于受到家庭暴力，Molly 又即将
临盆，Jenny 担心这会对 Molly
和她的孩子造成伤害。与此同
时，Trixie 和 Evangelina 修女发
现她们正处于非常时期——— 在
一艘瑞典货船上为船长即将首
次分娩的女儿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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