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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只遗失的手机，长相
平平的柯克认识了漂亮的莫莉，
不可思议的是，莫莉竟然主动向
柯克表白。本周高清畅享馆经典
电影频道为您推荐这部《我配不
上她》，观众们不要错过。

迷失东京
播出时间：1月12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一切源自于无处不在的寂
寞。过气电视明星鲍勃·哈里斯，

已为人妻的夏洛特，年轻貌美的
电影女演员凯莉，机缘巧合下在
东京相遇。在这个陌生城市里，
他们在豪华旅馆邂逅，不约而同
的失眠，互相陪伴，生活仿佛变
得缤纷起来。但过气明星和为人
妻的夏洛特，能迎接他们二人思
想和关系变化的挑战吗？

十月的天空
播出时间：1月13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成
功，美国民众萌发了危机意识。
一个矿井小镇的普通高中生霍
默此刻却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他
在球队选拔中落选，而他的哥哥
一直更受父亲约翰认可，不甘于
平庸的霍默萌生了制作火箭的
想法，在老师和朋友们的支持
下，霍默全身心投入了研究，老
师更带来了他可以通过火箭制
作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但身为
矿井负责人的约翰希望儿子继
承矿井，并对他的研究加以阻

扰，同时警方也
为山林失火事
件终止了霍默

的活动，霍默还能
获得自己想要的吗？

我配不上她
播出时间：1月14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身形矮小、其貌不扬的柯克
是供职于匹兹堡机场的一名普
通保安。女友玛妮弃之而去，他
一心想重修旧好而不能；他工作
枯燥乏味，平时最多和学生时代
的好友谈谈心，俨然一个废柴。

偶然机会，柯克邂逅了美丽
出众、光彩夺目的富家女莫莉，

对方热情主动，令柯克如坠梦
中。一段各个方面都极不相称的
恋情就此展开，不过诸多的麻烦
也随即涌现……

改朝换代
播出时间：1月17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导致上
百人死亡，甚至联邦特工也在混
乱中丧生。这一事件使原本矛盾
重重的国际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FBI派出探员罗纳德·弗鲁瑞及
其小队前往沙特，他们要在5天
之内找到幕后的指使者。然而调
查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沙特当局
似乎不愿美国插手“国家内务”，
FBI探员不仅要应付恐怖分子设
下的重重障碍，还要试图克服来
自沙特官方的阻挠与干扰。

为了达成共有的目标，两国
调查人员渐渐达成共识，而危险
正悄悄向他们逼近……

心中的杀手
播出时间：1月18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20世纪40年代，美国某个小
镇。当地最大富豪彻斯特·康维
的儿子艾尔姆即将成婚，然而他
却有些烦恼。原来艾尔姆此前和
妓女乔伊丝有染，为避免尴尬发
生，彻斯特暗中授意警方驱逐乔
伊丝，而小警察卢·福特成为了
此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卢表面
内向顺从，内心却隐藏着不为人
知的秘密。短短几周的相处，乔
伊丝已然对他深深迷恋，不可自
拔。谁知在最后关头，卢却对乔
伊丝和艾尔姆痛下杀手，从此跌
入万劫不复的黑色深渊中……

废柴男也有春天

30岁是而立之年，到了成家
立业的年纪，一种使命感油然而
生。但当看到婉婷、玟琪、之勤这
三个人积极努力地过着不一样
的生活时，就会发现30岁没有想
象的那么可怕，不必去做所谓的
到了年纪就要去做的事情，人生
在世，不亏待自己就已足够。本
周宝岛怡家频道播出的《女人三
十情定水舞间》，敬请关注。

宝岛怡家频道

《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

婉婷、玟琪、之勤是高中时
期的好友，可以用“孽缘”来形容
她们深厚的姐妹情谊，这份友情
有时候甚至超过亲情关系。稀里
糊涂地度过30岁大关的婉婷，在
闪电离婚的玟琪的邀请下，和宁
可提早迈入30岁也要出境玩的
之勤前往澳门，展开了一场不知
死活的疯狂旅行。

对工作狂江玟琪来说，这是
一趟难得的放松之旅，但对婉婷
而言，就没这么幸运了，一条筋
的迷糊蛋遇见不靠谱、到澳门打
工的书呆子林伟中，两人相遇连

连出事，迷信的婉婷相信这人是
她在澳门的扫把星。但也因为这
几次的意外倒霉事，她放下了藏
在心中连好友都不知道的秘密。

被好友拐来澳门打工的林
伟中也没想到自己的打工行意
外频发，还遇上那么个一条筋的
婉婷，更没想到，在这之后还会
有更多剪不清理还乱的交集，原
来，澳门只是一个开始。

30岁，对之勤来说，不过是
个数字。自告奋勇迈入30岁的她
好不容易摆脱两位姐妹的看管，
找到一处秘密圣地完成自己的
生日创举——— 裸泳。

短暂的旅行结束，三人各自
带着不同的心情面对留在家乡
的问题，与前夫共同抚养女儿的

玟琪选择隐藏离婚事实，全力冲
刺事业；享乐主义者的之勤依然
故我，每天自在又潇洒，半调子
的婉婷效仿玟琪放下前一段感
情，却又遇上澳门扫把星伟中，
牵扯出不得不同居的混乱局面。
只是随着相处日久，友情、爱情
的界线逐渐模糊。这三个女人该
何去何从？

影像英伦频道

《队列之末》

克里斯托弗是个信仰骑士
时代传统道德的贵族绅士，而西
尔维亚是个典型的交际花，然而
意外的怀孕让她不得不为了挽
救名声，嫁给了保守的克里斯托
弗。婚后枯燥无味的生活折磨着
两个人，西尔维亚与旧情人私奔
成了二人矛盾的开始，然而两人
的宗教信仰都不允许其离婚。意
外的机会克里斯托弗认识了思
想激进、学识深厚的现代女性瓦
伦仃，两个看似不同世界的人相
爱了，可世俗的羁绊却阻挠着两
人这段感情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西尔维亚也意识到了婚姻的危
机，主动向丈夫示好。一战的到
来，克里斯托弗参军让这段三角
关系爱情面临考验和抉择。

30岁哪有那么可怕

1月12日至1月18日，下列
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童话镇 第1季
破产姐妹 第3季
丑女贝蒂 第4季
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 第2季
宝岛怡家频道
爱回来
型男大主厨
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
莫非这就是爱情
影像英伦频道
动物打工记
队列之末
飞天大盗 第4季
飞天大盗 第6季
酒店巡查员 第8季
皇家律师 第1季
皇家律师 第2季
探索纪实频道
亲临古战场
身边的恶魔
长大成人
未来的归宿
院线电影频道
乐队车
好莱坞二傻
老爸
纯真已逝
钟楼精灵
宝米恰恰
大教堂谋杀案

当你千方百计想要成为
你自己的时候，偏偏就是有人
把你认错，这绝对是最惨的。
宝妮和米妮是一对像到不能
再像的双胞胎，差不多的身
高、差不多的体重、差不多的
课业与差不多的体能表现，让
大家差不多也都忘了，她们的
性格可以差很多，至少，这是
宝妮目前最大的期望。

宝妮心仪的男孩明明要
追她，却阴错阳差追成妹妹米
妮，而篮球队新来的教练，只
把她当双胞胎，不把她当独立
的球员看，妹妹的男朋友和妹
妹冲突不断，总来找她诉苦。
宝妮不懂，双胞胎不是什么神
奇的东西，也不过就是一般的
两个人，为什么要被看成一样
呢？两人明明条件差不多，为
什么际遇差那么多？她有自己
独立的存在与价值，为什么总
是不被看见？

一个误会可以困扰两人，
但一件心事却不能两人分担，
宝妮真是苦恼。高中的最后一
个球季即将来临，她要澄清误
会、摆脱妹妹、成就独一无二
的自己，球场上的宝妮奋力起
跳，她要为自己争取。

敬请收看1月18日院线电
影频道播出的《宝米恰恰》。

姐姐妹妹
傻傻分不清楚

钢琴奇才瓦洛多斯：
出场费最高的演奏家

钢琴奇才瓦洛多斯，1972
年生于彼得堡，自小在他的父
母影响下学习唱歌，后进入格
林卡和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
指挥。尽管他在8岁时就开始学
习钢琴，但当时他并没有把钢
琴当作专业去认真学习。一直
到16岁时，他的老师建议他放
弃指挥专业，认认真真地练习
钢琴。1987年，他进入了莫斯科
音乐学院。1993年，瓦洛多斯在
巴黎追随雅克·饶维尔学习了
一年。之后，他就来到西班牙马
德里，在著名的钢琴教授巴什
克耶夫班上继续深造。

1997年，瓦洛多斯的第一
张专集由索尼唱片公司发行
后，立即轰动全球音乐界。1998
年10月，他在卡内基音乐大厅
的演奏会大获成功。2000年的
冬天，瓦洛罗斯又一次来到卡
内基大厅举行音乐会，除了演
奏节目单上的乐曲外，在观众
的强烈要求下，他又加演了5首
改编曲，音乐厅的热烈场面如
同两年前一样。

瓦洛多斯是目前在西方最
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与他合
作的交响乐团也都是世界一流
的交响乐团。当然，他也是世界
上少数几个出场费最高的古典
音乐钢琴演奏家。

1月12日
大河之舞
BBC2004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冰路前行 第4季
1月13日
麦当娜：甜粘之旅演唱会
悲惨世界25周年演唱会
瓦洛多斯维也纳音乐会
1月14日
夏奇拉激情巴黎现场演唱会
碧昂斯：完美体验洛杉矶演唱会
美声之夜：巴塞罗纳现场演唱会
1月15日
品味空间
美国偶像 第12季
瓦洛多斯维也纳音乐会
1月16日
冰路前行 第4季
碧昂斯：完美体验洛杉矶演唱会
美声之夜：巴塞罗纳现场演唱会
1月17日
品味空间
美国偶像 第12季
1月18日
冰路前行 第4季
美国偶像 第1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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