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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立业是大多数人的愿
望，但是当二者冲突时，你会如
何选择？爱情和面包都很重要，
政客大卫和芭蕾舞演员爱丽丝
一见钟情，却被告知相爱后两人
将前途尽毁，他们会如何选择？
本周高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道
将为您推荐这部《命运规划局》。

独奏者
播出时间：12月15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史蒂夫·洛佩兹是洛杉矶时
报的记者，最近因为一次骑行意
外而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
经常听见附近传来优美的小提
琴声，从而结识了天才小提琴手
纳萨尼尔·埃尔斯，渐渐地他发
现，埃尔斯原来曾进修于声名显
赫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然而却因
精神分裂症而辍学，如今只能流
落街头卖艺为生。洛佩兹决意将
埃尔斯的故事写成专栏，为此他
开始留意埃尔斯的一举一动，在
相互了解的过程中，两人渐渐建
立了深厚友谊，洛佩兹为了帮助
埃尔斯完成音乐梦想甚至抛家
弃业，然而埃尔斯的精神疾病却
始终是两人之间的羁绊……

命运规划局
播出时间：12月16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天生就适合走上政治舞台
的大卫·诺里斯，是一名政坛的
明日之星，他在信心满满地参选
纽约州参议员期间，意外认识了
美丽的芭蕾女演员爱丽丝，两人
一见钟情，正当情意正浓时大卫
突然被一群穿黑西装、戴黑帽和
墨镜的神秘人士绑走。这群自称
是隶属于联邦人生命运规划局
的人，告诉大卫他命里该当总
统，爱丽丝也会成为世界著名的
编舞家，他们的相爱会使两人的
前途都成为泡影。规划局想尽一
切方式阻止两人再次相遇。知道
真相的大卫是会为追求自己的
梦想而放弃爱丽丝？还是为了真
爱，对抗命运规划局呢？

宿醉 3
播出时间：12 月 18 日 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Alan 已经 42 岁了，却还和
老爸老妈住，有一天他的老爸

“终于”被他气死了。Alan 的几
个死党 Phil 、Stu 和 Doug 决定
带着 Alan 去亚利桑那给他进行
心理治疗。四个人在路上意外被
一个叫 Marshall 的人给劫持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 Chow 惹的祸。
Chow 从曼谷的监狱里逃出，并
且劫走了 Marshall 的一半黄金。
Marshall 为了找出 Chow ，留下
了 Doug，让其余三人去把 Chow
带回来。Alan 一直和 Chow 有联
系，三人很快和 Chow 见了面，
为了救回 Doug，Chow 决定带他
们三人回原来自己的家中，取回
那两千一百万黄金。眼看四人历
经艰辛终于把黄金拿到了
手，Chow 却把他们三人
锁在地下室，自己一个
人带着黄金扬长而去。
他们是否能救回 Doug，
这四个人又将经历怎
样一段冒险旅程？

完美风暴
播出时间：12 月 20 日 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影片讲述五位船员在
茫茫大海中和狂风巨浪
搏斗的故事。其中，船长
是一个叫比利的男人。他
刚刚结识了新女友，急需
钱来开始新生活。然而附
近海域的捕鱼量却一直
不景气。除了船长，其余 4
名船员也都需要钱。于
是，他们决定开往一个
相距甚远的海域，就冲
着那里丰富的鱼资源。

富贵险中求，尽管
比利知道前方可能有
风暴，但他仍坚决往
前行驶。然而，真实
情况比他想象的还
要糟糕：风暴异常

狂暴，他们正在面临出海生涯以
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流言蜚语
播出时间：12 月 21 日 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莎拉是位专门撰写讣告的
女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
现自己的祖母很可能是经典电
影《毕业生》中“罗宾逊太太”的
原型，而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
亲是谁。于是，她决定回老家把
自己的身世查清楚。在此过程
中，她遇到了那位神秘而风流倜
傥的老帅哥巴勒斯先生，也不知
不觉被他吸引，还有了一夜风
流。莎拉的未婚夫无法接受莎拉
的出轨而与她发生争执。随着真
相浮出水面，似乎家中的老少三
代的女人竟然都和同一个男人

“有染”，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爱情与面包你选哪个？

对于侦探迷来说，除了福尔
摩斯和杜宾，最传奇的侦探人物
应该是看似其貌不扬的布朗神
父。但相对于福尔摩斯和杜宾，
他的形象却不是傲慢自负的，而
是毫无攻击性的，或许这才是对
于破案最好的伪装。本周影像英
伦频道将播出这部《布朗神父》，
敬请关注。

宝岛怡家频道

《莫非这就是爱情》

关晓彤在惨遭男友抛弃之
后痛定思痛，成立了“爱情诊疗
中心”，专门为为情所苦的男男
女女们提供“处方”。关晓彤认
为，没有走不到最后的爱情，所
有的感情只要用心经营，都能迎
来美满的结局。

纪家尉在上一段感情中也

是满身伤痕，然而，和关晓彤的
思路不同，渐渐走出情伤后的纪
家尉成立了“离婚后事务所”，帮
助那些失去伴侣的人们开始崭
新的生活。在纪家尉的眼里，强
求的感情是注定不会幸福的，学
会放手才是成长的第一步。就是
这样两个爱情观南辕北辙的人，
缘分让他们三番五次地凑到一
起，从刚开始的互相看不顺眼到
渐渐的彼此靠近，一段看似不可
能的恋情拉开了序幕。

影像英伦频道

《布朗神父》

布朗神父是切斯特顿笔下
的著名侦探，矮个子，圆脑袋，身
材胖而可爱。手边常有一把标志
性的大雨伞，他天性害羞，说话
有些结巴，看起来憨厚纯真，似
乎与探案不搭边，却大智若愚，
有着很锐利的直觉。

他常常将罪犯逼上绝路，并
不时地吐出辛辣的警句，令人捧
腹。他常说：“罪犯是具有创造性
的艺术家，而侦探只不过是评论
家罢了。”布朗神父能从看来无
关紧要的小事中嗅出难以察觉
的犯罪迹象，然后，以异想天开
又合乎情理的推理来解开谜底。
至今，布朗神父仍是英国家喻户
晓的传奇英雄人物之一。

平凡是破案最好的伪装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1 日，
下列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沉睡谷 第 1 季
破产姐妹 第 3 季
复仇 第 2 季
童话镇 第 1 季
初代吸血鬼 第 1 季
鬼楼契约 第 1 季
影像英伦频道
爱玛
呼叫助产士 第 2 季
真实的故事
布朗神父
与布鲁斯·帕里游北极
厨艺大师 第 8 季
宝岛怡家频道
莫非这就是爱情
型男大主厨
含笑食堂
我租了一个情人
探索纪实频道
犯罪 360
拯救骄傲的狮子
他们的秘密生活
博物馆的秘密
做自己的老板
疯狂的前任
高清电影频道
愤怒的小鸟
甜心伊人
海上焰火
意外制造公司
不一样的天空
浪漫天降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愤怒的小鸟》改编自同名
手游，讲述了一群不会飞的小
鸟挤在一座热带小岛上，生活
和睦宁静，但当神秘的绿色小
猪登陆岛屿时，小鸟们平静的
生活被打破的故事。

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
上，生活着种类繁多且快乐无
忧的小鸟。不过他们中间总有
异类存在，比如离群索居的胖
红，孤儿出身且有些另类的怪
异容貌让他成为其他鸟儿嘲笑
和奚落的对象。久而久之，胖红
也养成了促狭易怒的性格。在
被法官判处参加情绪管理课程
期间，他结识了速度极快的飞
镖黄和一不小心便会引起爆炸
的炸弹黑。三个怪胎由此闹出
不少的笑话。未过多久，神秘的
绿猪莱纳德带着手下来到小
岛，他们展现出友善的面孔，可
又仿佛在暗中策划着什么。

岛上只有胖红对绿猪的到
来充满戒备，而他的担忧也很
快得到了验证……

敬请收看 12 月 16 日晚 21:
43 高清电影频道播出的电影
《愤怒的小鸟》。

愤怒小鸟保卫小岛

卡拉扬：
永远的指挥帝王

赫伯特·冯·卡拉扬，出生
于萨尔斯堡，奥地利著名指挥
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卡
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 60 多
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
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
有过长达 34 年的合作关系。他
热衷于录音和导演，为后人留
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包括众
多的管弦乐，歌剧录音和歌剧
电影，包含从巴洛克到后浪漫
主义欧洲作曲家的作品。其中
一些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
还被多次录制。卡拉扬在音乐
界享有盛誉，甚至被人称为“指
挥帝王”。

微微低头，紧闭双眼，手执
指挥棒，抬起双手，屏住呼吸，
空气也在那一刻凝息……每一
次站在指挥台开始指挥前，总
会看到卡拉扬这副沉默的样
子。一刹那间，整部乐曲在脑海
形成，一切都掌握在卡拉扬手
中。卡拉扬像王者一样，驾驭了
整支管弦乐团，只等他挥动指
挥棒，乐声便随之奏起。

身为“指挥帝王”，卡拉扬
可谓是面临不少的压力，他生
前的录音数量，至今无人能比，
唱片的销量也是傲绝群雄的。
卡拉扬在艺术和商业中找到了
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观看卡拉
扬的指挥录像，在他每一个严
肃的表情背后，是对音乐的享
受。卡拉扬是极度热爱音乐的，
他的一生都在寻找最完美的音
乐，还未有人能像他一样 30 年
始终忠于同一支管弦乐团，他
空前绝后地与自己的乐团融为
一体，水乳交融。

12 月 15 日
永远的指挥帝王：卡拉扬
极限挑战
芭蕾舞：天鹅湖
12 月 16 日
罗比威廉姆斯威震八方演唱会
蔡琴演唱会
太阳马戏团：遥远的国度
12 月 17 日
芭蕾舞：吉赛尔
U2 Rose Bowl 体育场演唱会
陈奕迅 2013 香港演唱会
12 月 18 日
美国偶像 第12季
时尚新生活
蔡琴演唱会
12月19日
完美大变身
陈奕迅2013香港演唱会
U2 Rose Bowl体育场演唱会
12月20日
极限挑战
太阳马戏团：遥远的国度
时尚新生活
12月21日
完美大变身
美国偶像 第12季
时尚新生活

《《命命运运规规划划局局》》

《《布布朗朗神神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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