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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雯

新春佳节期间，省城市民家
里的有线电视能免费看很多收
费节目！2 月 15 日到 2 月 21 日
期间，山东有线济南分公司将免
费开放高清畅享馆和专业付费
频道共近百套收费节目。这意味
着高清畅想馆里的欧美电影、环
宇电影等高清专业频道以及专
业付费频道里的梨园频道、老故
事、国防军事等专业收费频道都
能免费收看了。

你家的有线电视里有一块
酣畅的高清地带，是不是还没有
体验过？春节期间免费开放的高
清畅享馆专区，点击遥控器上的

“高清畅享馆”按键就能够直接
进入。这里有欧美电影、环宇电
影、求索记录、英超直播、动漫世
界等 40 个专业高清频道，全家
每个成员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
的最爱，1080 i 高清画质、杜比
5 . 1 环绕音效，给市民畅爽的视
听体验。

最关键的是，很多高清畅享

馆里的节目是互联网上搜索不
到的优质节目，例如求索记录里
有 BBC、DISCOVERY 频道的大
量探索纪实节目，很多纪录片获
过国际奖项，是网上找不到的资
源。热播美剧、影像英伦等频道
里都是原声电影、电视剧，纯正
的欧美发音保证大片的原汁原
味，还能培养观众们的语感。此
外，高清畅享馆的节目没有广
告，收视体验更舒适。

济南地区春节期间免费开
放的直播频道中还有 50 个专业

付费频道。包括风云足球、快乐
垂钓、武术世界、梨园频道、老故
事、纪录片、国防军事、世界地理
等众多专业频道。这里有老年人
喜爱的健康知识、戏曲节目，例
如卫生健康频道是央视开办的
专业数字付费频道，为市民提供
权威实用的医疗医药知识；梨园
频道播出的剧种涵盖京剧、豫
剧、评剧、黄梅戏、河北梆子、晋
剧、秦腔等全国主要知名剧种以
及部分稀有剧种，满足各类“老
票友”们的需求。

此外，孩子们喜欢看的动漫
频道，妈妈们喜欢的女性时尚频
道，爸爸们喜欢的专业体育赛
事，以及适合家庭教育的英语教
学、中学教育等教育类频道，在
专业付费频道中也能找到。

除了济南地区外，其他地区
有线电视也有不同惠民政策推
出。春节期间，保障到期用户不
停机、困难用户能收看、部分增
值业务免费看……山东有线的
各项惠民福利层出不穷，用实际
行动向全省人民恭贺新春！

济南地区有线电视用户快收下这份红包

春节期间近百套收费节目免费看

点点看、电视院线、芒果TV、优酷TV……

山东有线点电视，想看啥自己选
□记者 郝小庆

山东有线的“点电视”专区
能满足观众看电视时想主动选
择的需求，拿起遥控器选择“点
电视”，电视就像电脑、手机一
样，可以点击收看点点看、电视
院线、芒果 TV、搜狐视频、优酷
TV 、央视专区、文广点播、华数
点播、院线首映、爱影专区、
PPTV、CNTV共12个点播平台
的海量视频，“聚搜”功能还能直
接“空降”到想看的节目。

值得注意的是，“点电视”版
块需要开通双向互动业务才能
看，这个业务的开通很简单，拨
打山东有线客服热线 96123 即可
开通，以济南高新区为例，市民
缴纳 50 元双向盒子的押金就能
开通。开通后，省内部分地区可
以免费收看“点点看”版块，其他
点播平台为付费平台。

5000小时好戏连台免费看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平常没
事就爱看个电视，家里的电视机
是他的“好伙伴”。不过有时电视
上没有老人爱看的节目，他又不
会用电脑、上网搜索，这让张先
生挺困扰。最近，孩子给家里安
上了广电宽带，开通了双向业
务，“点电视”变成了张先生最喜
欢的功能，海量节目只需要拿着

遥控器“点一点”就能打开，操作
简单，张先生这样的“电脑盲”也
会用。

“点点看”是他最喜欢的点
播版块。“点点看”是山东有线自
主开发建设的点播品牌，专门为
中老年人设计。该版块设计简洁
明了，点进“点点看”，欢乐童年、
戏曲大看台、探索发现、农科院、
文化馆、影迷不夜城 6 个栏目名
列在左侧，分别点进去就能看到
总计 5000 小时时长的节目，内容
包括电影、戏曲、农科、文化、综
艺等山东有线自主上传的节目，
其中戏曲大看台包含豫剧、茂
腔、柳琴戏、枣梆、山东梆子、花
鼓戏、吕剧、柳腔等多个戏种，约
3000分钟的戏曲节目让张先生这
样的中老年票友很满足。影迷不
夜城版块中，《赌神》系列、《英雄
本色》等十几部香港老电影也让
电影爱好者看得过瘾。

此外，与其他点电视收费版
块不同，点点看面向省内部分地
区的双向业务用户免费开放。

电视院线“装满”最新电影

5块钱看一部

对于不少年轻用户，尤其是
爱看电影的用户来说，“装满”了
电影的“电视院线”更受欢迎。电
视院线的电影资源覆盖 100% 国
内院线优质影片，以及 70% 北美

院线热映影片。而且更新及时，
和网络视频平台同步。也就是
说，院线电影下映后过不了多
久，电视上也就能看了。但是跟
在其他视频平台想看最新电影
要先充个几十元的会员相比，电
视院线中的最新电影只需要 5
块钱一部，而且能在72小时之内
不限次数反复观看。

此外，电视院线里还有限时
免费活动，每两周更新4部限免
电影，看这4部电影一分钱也不
用花。

与点电视内其他几个点播
平台不同，电视院线是唯一一个
支持单片订购的版块。也就是
说，即使没有在营业厅打包订购
这一版块，也可以以 5 元一部的
价格观看最新下映的电影。价格
实惠的同时，家中电视的高清大
屏看起大片来显然也比在网络
上看盗版资源的模糊画质更加
舒适。

除了“电视院线”，“院线首
映”也是电影爱好者看电影的好
地方。院线首映专区引进的电影
包括华纳、环球、福克斯、派拉
蒙、索尼、迪士尼 6 大好莱坞片
商全年的新片，华语电影则与华
谊兄弟、光线传媒、保利博纳等
国内多家片商战略合作。电影在
影院上映后，最快30天内就能在
电视上观看了。

直播节目能暂停和回看

666频道可看全省地市新闻

□记者 刘一梦

春节期间，各类电视节目
都进入了扎堆狂欢模式，而这
么多好看的电视节目难免同步
播放，选择哪个都挺纠结，错过
哪个都是遗憾，该怎么办？此时
山东有线的“时移回看”功能就
能派上用场了，再也不用担心
节目“被错过”，爱看的节目想
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

直播节目能暂停

忙完回来继续看

正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突
然电话响了，不得不接起电话
但又记挂着电视内容，这个时
候，对于右上角带有时移符号
的节目，我们可以通过遥控器
来改变它的播放进度，进行暂
停、快退、快进、播放的操作。

只要按下遥控器暂停键，
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就会立刻
被“冻结”。再按下遥控器上播
放按钮，电视画面就会从刚才
暂停时刻继续播放。

不仅如此，当按下暂停键
时，直播的节目就已经自动录
入机顶盒硬盘中了。对于这段
已经录好的节目，可以通过按

上页键和下页键进行快进快退
的操作。按遥控器上的退出键，
就可回到当前频道正在直播的
节目。

5 天节目随时回看

不用担心错过电视剧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的聚
会总是接连不断，开心聚会的
同时，又记挂着精彩的电视节
目，这个时候，“频道回看”就可
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

进入回看节目列表，选择
要回看的频道和节目，错过的
节目就可以立刻“重播”了。在
播放过程中，还可按遥控器快
进键，跳过那些磨人的广告。

目前，64套频道都支持5天
24 小时的回看功能，选择“选
时”，输入想看的节目和时间就
可以进行任意时间的点播。

如此一来，收看电视不再
受播出时间的限制，省去了等
待广告的时间，也方便居民多
次观看喜欢的节目。

现在山东有线具备回看功
能的频道数量仍然在不断新增
当中，只要开通双向业务就可
以使用电视时移和频道回看的
功能。

□记者 高雯

有线电视666频道是由山
东广电网络集团（简称“山东有
线”）筹建的全省新闻聚合平
台———《新闻汇播》，汇聚了山
东新闻联播和全省16地市（除
枣庄外）的晚间新闻，只需点
击有线电视6 6 6频道，就可以
点播收看当天各地市的新闻，
开通双向业务还能查看一年内
的往期新闻。

新闻汇播频道每天21点更
新各地市当日新闻联播节目，
收看操作很简便，市民可以在
山东有线电视主菜单上选择

《新闻汇播》板块，或者直接用
遥控器点击 666 频道。双向互
动业务用户还能查看一年内的
往期新闻内容，可快进和回看。
对第一次收看《新闻汇播》的市
民，如果无法正常收看可以先
重新搜索一遍全部节目，此后
便可直接点击 666 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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