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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
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总
会过去”，普希金在诗中这样写
道。这句话看似冠冕堂皇，但经
历过的人会懂，时间有治愈伤痛
的能力。失去妻子的痛苦打击着
高尔，他带女儿搬到了陌生的小
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适应
之后，一切都在转好。本周高清
畅享馆为您推荐的这部《航运新
闻》，敬请关注。

布偶大电影
播出时间：1月5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沃尔特和盖瑞是一对情深
意笃的兄弟，所不同的是沃尔特
是一个永远不会长高的布偶，而
盖瑞则是正常的人类。岁月流
逝，盖瑞渐渐长大，拥有自己的
工作和爱情，沃尔特则始终保持
孩童般的心，他最爱看的就是电
视上播放的布偶秀，即使这个节
目已经停播多年，但他还是布偶
秀的忠实粉丝。

某天，盖瑞和女友玛丽、沃
尔特前往洛杉矶旅行，顺便参观
布偶秀的剧院。沃尔特意外得
知，某黑心商人要收购这里的土
地挖掘石油。为了保护心中的圣
地，他必须找到散落在各个角落
的布偶家族成员……

航运新闻
播出时间：1月6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妻子的死让高尔一蹶不振，
没有妻子陪伴的生活高尔一分
钟都不想过下去。在姑妈艾格尼
丝的劝说下，失意的高尔带着女
儿邦妮回到了位于海边的老家。

在那里，高尔接受了一份
新闻记者的职业，专门报告船
只航海方面的新闻。和期望不
同的是，陌生的环境，阴森的老
宅，险恶的地势，这里的一切让
高尔更加的抑郁和消沉，但随
着时间的流逝，高尔竟然对这
曾经让他厌恶的一切渐渐产生
了感情。同时，漂亮女人薇韦的
出现让高尔的心中产生了久违
的柔情和爱意，世界上没有无
法治愈的伤痛，一切都在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着。

新年前夜
播出时间：1月7日1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随着璀璨的太阳落下，新年
前夜的幕布缓缓铺开，在这本该
充满着希望与温馨的一夜里，却
仍有一群人各自身陷烦恼。

时代广场表演秀主持人摩
根正在紧张地做最后排演；朵伊

正在与非要和男友过除夕的女
儿海莉闹别扭；漫画家兰迪还沉
浸在被前女友甩了的懊恼中，除
夕只会让他更烦躁；而可怜的哈
里斯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只希望
看最后一次时代广场的新年落
球仪式……

他们和众多被生活困扰的
纽约人一样，在自己的小位置上
忙碌，却来不及睁开眼睛看看，
新年的恩泽已悄悄降临……

代孕妈妈
播出时间：1 月 10 日 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凯特是个37岁的女强人，但
她除了一帆风顺的事业外几乎
一无所有，于是起了做单身妈妈
的念头。

可惜“不孕”的体检结果击
碎了她的梦想，她只好找到代孕
中心，选中了一个叫安吉的金发
女孩为她代孕。安吉受孕成功
了，本着迎接孩子的欣喜心情，
凯特做了大量物质准备，阅读大
量育儿书籍，也迎接安吉住进她
家，但是很快两人发现彼此格格
不入，安吉是贫民区女孩，有着
许多懒散放纵的坏习惯，而凯特
是上流社会女强人，非常注重教
养规矩。两人的相处从矛盾频发
开始，漫长的九个月孕期充满了
不平静……

尼基塔
播出时间：1月11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尼基塔与一群朋友抢劫一
家商店的药品，商店的主人与她
的朋友都在事件中身亡，尼基塔
则是因为杀了一位警察而被送
入狱。此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政府
组织，选上了尼基塔，并训练她
成为特务杀手，在经过数年的特
务训练之后，尼基塔以一个平凡
的护士身份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在此时她爱上了一个男人，他们
的关系在尼基塔接到一个特务
命令时，面临了紧张的局面……

时间可以治愈伤痛

在大城市打拼的人，总有一
刻会怀念自己的家乡，想念自己
的父母。杨晓晴从美国回到家
乡，发现父亲年事已高，被迫接
下了自家的民宿，却也爱上了这
种生活。本周宝岛怡家频道将要
播出的这部电视剧《爱回来》，喜
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宝岛怡家频道

《爱回来》

杨晓晴，一个带着 5 岁女孩
回到家乡花莲的女子。过去，她
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大城市读书，
大学毕业后又远离家乡远赴美
国。30 岁那年，她回到了家乡。
在无可奈何却也顺应形势的情
况下，她接下了父亲经营的民
宿……回到家乡她才发现，乡愁
一直都在，家乡才是她一直向往
的地方。

原本只是回家参加母亲离
世两周年祭日的晓晴，发现父亲
为了母亲心愿而经营的民宿，竟
然欠下银行不少贷款，面临被拍
卖的危机。为了父亲的身体健
康，晓晴力劝父亲卖掉民宿安心
养老，父亲却坚持不卖。就在两
人立场不同而争吵之后，父亲因
修理房子而摔断腿，晓晴意识到
父亲随时可能离去，自己不能再
丢下父亲一人在家乡，她辞去美
国的工作，决定留在台湾，帮助

父亲解决债务并继续经营民宿。
没想到，寄回来的，除了行李，还
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影像英伦频道

《辛巴达 第一季》

辛巴达的兄弟意外死亡，致
使辛巴达成了一名通缉犯。辛巴
达遭到家乡巴士拉的驱逐，被迫
乘坐普罗维登斯号出海流亡。在
此过程中，辛巴达被祖母莎菲亚
诅咒——— 除非他赎清罪孽，否则
不能在陆地上停留24个小时以
上。被困在大海上的辛巴达不得
不和其他船员一起踏上充满魔
力的旅程，面对难以想象的巨大
挑战。他的船员们包括：沉默寡
言的挪威水手古纳尔，身材矮小
的珠宝大盗里娜、目中无人的娜
拉、性格怪异的库克和随船医生
兼“军师”安华。

乡愁是一间小小的民宿

1 月 5 日至 1 月 11 日，下
列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影像英伦频道
世界上最坚强的卡车司机
疯城记 第 2 季
克兰福德记事特别篇
酒店巡查员 第 8 季
辛巴达 第 1 季
皇家律师 第 1 季
皇家律师 第 2 季
飞天大盗 第4季
热播美剧频道
童话镇 第1季
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 第2季
破产姐妹 第3季
丑女贝蒂 第4季
初代吸血鬼 第1季
宝岛怡家频道
莫非这就是爱情
型男大主厨
爱回来
含笑食堂
探索纪实频道
身边的恶魔
真实的故事
长大成人
罪案之最
未来的归宿
院线电影频道
最爱
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

《最爱》讲述了一个小村庄
的村民，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
恶疾而被打乱了平静的生活，
人们在恐慌中展现出人性百
态。身染绝症的男女主角从相
怜、相依到相爱，在这段不被祝
福的感情中两人用生命证明了
爱情的尊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一个
偏僻落后的山村。人血走私生
意泛滥，这是个无尽收入来源
的生意，在利益驱动下村民不
惜卖血赚钱，却也将世纪绝症
艾滋感染上身，生命以秒计算。
村里有个老师，大家都叫他“老
柱柱”，老柱柱的长子赵齐全天
良丧尽，他作为“血头”成为村
里最先富起来的人，为此牺牲
村民乃至家人也不悔改。心怀
愧疚的老柱柱将染病并受到歧
视的村民集中到废弃的小学统
一照顾，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
次子赵得意。无人垂怜的死亡
孤岛，病者在生命最后一刻还
在心中贪欲的驱使下勾心斗
角，令人全然看不到半点希望。
在此期间，得意和堂兄弟小海
的媳妇琴琴惺惺相惜，到互生
爱意。本就饱受歧视的二人，此
刻更成为背叛了全世界的恶
人。生命一点点流逝，他们依旧
全力奔跑，追逐渺小易逝的可
悲幸福……

敬请收看 1 月 9 日 16 :00
院线电影频道播出的《最爱》。

荒诞时代，爱是永恒

《大河之舞》是世界著名
的踢踏舞剧。目前《大河之舞》
有两部作品，分别命名为《大
河之舞》、《起舞狂澜》。

《大河之舞》是爱尔兰国
宝，世界顶级演出之一，百老
汇的常青藤，国家元首首选观
看经典演出，世界舞蹈的教科
书。《大河之舞》汇集了爱尔
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全球舞王舞后及顶级
舞者，全团演员获得超过 150
块世界各项比赛冠军奖牌，先
后有 1200 位舞者加入该舞团，
75% 都是世界舞蹈冠军，能够
加入《大河之舞》已经成为爱
尔兰人的荣耀，每一位“舞王”
的诞生更是残酷。

因此，看过《大河之舞》的
“河粉”都知道，现场最震撼、
难忘的场景之一，当属由舞王
带来的每秒 35 次“无影脚”击
打地面，以超快脚速与现场观
众鼓掌的手速互相应和。

《大河之舞》：
“无影脚”震撼人心

1 月 5 日
完美大变身
左麟右李 2009 演唱会
美国偶像 第 12 季
1 月 6 日
品味空间
2011 维也纳音乐会
BBC2004 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大河之舞
1 月 7 日
2009 盛大周末音乐节
肯尼·基浪漫韵律之夜
麦当娜：甜粘之旅演唱会
夏奇拉 激情巴黎现场演唱会
1月8日
极限挑战
品味空间
大河之舞
1月9日
麦当娜：甜粘之旅演唱会
美国偶像 第12季
冰路前行 第4季
1月10日
冰路前行 第4季
BBC2004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1月11日
极限挑战
夏奇拉 激情巴黎现场演唱会
美国偶像 第12季

《《航航运运新新闻闻》》

《《爱爱回回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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