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变成学习机，足不出户学知识

用电视唱歌跳舞，客厅变成KTV

2018年2月9日 星期五

编辑：郝小庆 美编：闫平

□记者 刘紫薇

最近，两个孩子的妈妈范女
士听朋友介绍，订购了山东有线
的文化教育栏目，栏目中的同步
课堂、快乐学堂、新东方 TV 学
堂等内容，适合多个年龄段的孩
子，可以让孩子看着电视学知
识。此外，里边还包含了中公教
育、中华会计网校等数十家在线

教育的课程，公务员课程也能在
电视上搞定。

有声绘本、益智动漫、故事书

装进电视里

范女士没时间照顾 3 岁的
小宝时，就打开电视机，播放童
话故事给孩子看。在有线电视的

“用电视”版块点进文化教育栏
目，玖扬童话、番茄乐园、绘本星

球是专为婴幼儿设计的，想看什
么童话、故事、动漫全都有。

玖扬童话版块内的有声绘
本超过1000本，益智动漫2000多
集，每一本书、每一部动漫的第
一集都可以免费试看。里边还有

《诗经》、《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内
容，看着电视就能学习传统文
化。番茄乐园包含了孩子爱看的
动画片，绘本星球则针对婴幼儿
时期的孩子，将一本本故事书放
在电视里，有声音、会翻页，有的
还制作成了一帧帧动画的形式。

上课听不懂

看直播课视频“请家教”

文化教育栏目中的快乐学
堂、同步课堂、新东方 TV 学堂
和通广教育等栏目面向各个年龄
段，上中学的大宝也能学知识。

同步课堂与教材同步更新，
以视频直播课的形式展示课本
内容。如果没有赶上同步课堂的
直播课也别着急，快乐学堂会轮

播同步课堂的课程，没听懂的内
容可以看视频反复学习。通广教
育是河北衡水中学与河北教育
局合作开办的教育培训业务，仅
针对中学生设置，就像把衡水中
学的老师请到家中教学。

此外，文化教育栏目中推出
的新东方 TV 学堂，是新东方教
育线上课堂的电视版内容，拥有
独家新东方名师课堂的授权。

公务员、事业编

不用报班也能学

文化教育栏目中聚好学是
以家庭为主的教育平台，目前已
经与贝瓦、学而思、培诺、中公教
育、中华会计网校等数十家国内
顶级在线教育内容商建立合作，
全平台共拥有 5000 多位名师，超
过 30 万小时的精品课程资源。

文化教育栏目内除同步课
堂外，其他项目均只面向双向业
务用户。另外，除了免费英语课
和可试听内容，其余均收费。

用电视还能买彩票
奖金通过电视转到银行账户

□记者 刘一梦

近期，济宁两位彩民通过山
东有线电视彩票的“群英会”彩
票游戏分别中得 6560 元和 4300
元的大奖。山东有线的电视彩票
业务是山东有线与省福彩的合
作项目，实现了山东省内首次福
利彩票电视销售，也是目前福彩
的线上唯一销售渠道。只要是山
东有线双向用户就能用电视买
彩票，操作很简单，用遥控器选
择“玩电视”中的“电视彩票”，点
击进入右上角的“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实名注册就可以购买了。

“电视彩票”界面一目了然，
有“投注”、“开奖公告”、“充值”、

“查询”四大版块，提供双色球、群
英会、七乐彩、3D 四种玩法。其
中，“群英会”是山东本地的彩票游
戏，也是电视彩票的一大特色，是
乐透与数字型结合快速开奖游

戏，每十分钟实时开奖让广大彩
民朋友可以边看边玩买彩票。

如果您想买一注双色球，进
入“双色球”模块后，可以选择自
选或者机选，确定投注号码后，
电视屏幕上将出现专属二维码，
用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扫描支付
即购买成功，单次投注单次付
款。也可以通过充值界面进行其
他额度充值。

对于上了年纪的彩民来说，
保管彩票和兑换奖金可能也是
个麻烦事儿。对于这点，电视彩
票有“小奖实时到账，中奖就通
知”的服务。电视买彩票后，无需
纸质凭证，除了可以在“中奖查
询”中查询结果外，如果中奖，信
息会在主菜单即时显示出来。更
方便的是，只要建立了账户，一
万元以下的小奖都会自动兑奖，
同时可以通过电视转到银行账
户上，方便提现。

山东有线高清电视美术馆

在家也能欣赏美术大作
□记者 高雯

电视应用里有一个艺术感
十足的应用，是山东有线打造的

“高清电视美术馆”，馆内用图片
和视频结合的方式收录了古今
中外美术名家的作品。只要家里
的有线电视开通了双向互动业
务，就能足不出户欣赏美术大家
之作。

操作很简单，点击进入山东
有线电视主页“玩电视”菜单中
的“电视应用”，就可以进入““高
清电视美术馆”。目前，“高清电
视美术馆”内设置了展厅、影像、
名家、欣赏、美院、画廊和资讯七
大版块，十一个子栏目，用图片
和视频方式推介了古今中外美
术名家作品。其中展厅、名家、欣
赏这三个版块，用不同的分类方
式为大家整合了古今中外各个
画派、流派不同画家的创作。

例如在“展厅”版块的“西
厅”中整合了油画、水彩等其他美
术作品。点进“光色印象印象派作
品展”，莫奈等印象派艺术大师
的作品就呈现出来了。观众可以
通过操作遥控器进行放大、移动
等操作，便于欣赏作品细节。

如果想更深入地走进艺术
殿堂，可以进入“影像”和“美院”
这两个版块。“影像”版块中呈现
了省内外著名画家的美术节目、

《百年巨匠》系列专题片，还特地
制作了“美术课堂”的栏目，让市
民在家看着电视也能学作画。

“美院”版块则呈现了重点画家
的书系，让观众对艺术有更深层
的了解。

“画廊”版块是艺术品及艺
术衍生品的线上销售，如果你相
中了哪幅作品，只需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
购买。

有线电视营业厅
实现线上交费

如果家里的有线电视已
经开通双向互动业务，市民就
能在电视上缴纳有线电视费，
不用再跑去营业厅。打开电视
机，点击屏幕右上角的“用电
视”，进入界面的第一项“电视
营业厅”，选择充值，微信扫码
支付即可。充值完成后，用电
视营业厅中的一键续费功能
就能直接缴纳电视费。如果居
民想订购付费节目，也可以先
充值，然后拨打 96123 订购，
费用会自动在账户中扣除，不
用出门就能开通业务。

在“用电视”的便民服务
专区还可以缴电费。便民服务
专区的电力专区是山东有线
和山东电力服务厅合作开发
的便民项目。点击“用电视”，
便民服务专区就在屏幕左下
角。进入电力专区，输入用户
编号和查询密码可以查电费
使用情况，输入缴纳金额，界
面上会弹出二维码，目前只支
持支付宝扫码付款。目前，全
省开通“双向”的居民均可通
过电视缴电费。记者 刘紫薇

0044 看电视

新东方 TV 学堂中的
酷艾英语系列视频是通过
点评每周实事来学习英语
的节目。其中，《艾力每日酷
学英语》栏目面向所有双向
业务居民免费开放。

从“用电视”的文化教育
版块进入新东方 TV 学堂，
菜单栏第一项就是标有“免
费”的《艾力每日酷学英语》，
点击进入，艾力老师拿着吉
他的炫酷图片就呈现出来，
屏幕右侧是已有的课程，例
如足球王国巴西、寒假必做
的 7 件事、看美剧学英语等。

另外，新东方 TV 学堂
中还会推出其他免费栏目，
栏目名称前标有红底白字的

“免费”图标。记者 刘紫薇

免费英语课怎么看？

电视游戏不用下载
开通业务就能玩

6 岁的乐乐是个小游戏
迷，爸爸在有线电视上开通了

“电视游戏”栏目，过滤过的视
频内容和不需下载的正版游
戏让大人和孩子都挺高兴。

“电视游戏”栏目包括“掌
世界”和“云游戏”两部分，云
游戏模块涵盖家用机平台、
PC 游戏、网游以及体感、VR
等几十款正版单机大作游戏，
如《实况足球》、《超级街霸》、

《刺客信条》等，无需下载和安
装，使用遥控器或者外接手柄
后就可以直接开玩，每个月还
会更新部分免费游戏。

“掌世界”模块可以看各
类游戏视频、游戏大神的录播
节目以及游戏教程，只要是山
东有线双向业务用户就可以
开通这些好玩的游戏栏目。

记者 刘一梦

□记者 刘一梦

如果说要选一款老少皆宜
的合家欢游戏，除了吃顿大餐之
外，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最合适
了，相比于外面 KTV 的喧闹氛
围、冬天广场的寒冷，在家唱
KTV、跳广场舞可谓是方便又舒
心。家住济南高新区的刘先生听
人介绍订购了山东有线“玩电
视”里的“电视音乐”栏目包，可
以唱卡拉 OK、跳广场舞，一家人
足不出户就能在家花样嗨玩儿。
只要是山东有线双向用户，就能
订购开通“玩电视”业务。

自打订购了有线电视的“电
视音乐”，刘先生的父母和 6 岁的
儿子乐乐就爱上了唱歌。打开有
线电视，在“玩电视”菜单中选择

“电视音乐”里的“卡拉 OK ”，可
以看到歌单、专辑、金曲榜、演唱
会和广场舞这五个子菜单。点击
中央的“点歌”，就可以看到热歌

榜、经典老歌、明星专辑等各类
曲目，陈奕迅、刘德华、韩红各年
代明星的代表作和《走四方》、

《鸿雁》、《夕阳红》等经典金曲应
有尽有。如果有特别喜欢的明星
或者歌曲，还可以在“点歌”模块
按照首字母进行检索。

电视音乐中的“乐享音乐”
是乐乐喜欢的版块，专门针对年
轻人和小朋友设计，设置了儿歌
专区、音乐 MV、音乐排行榜、滚
石音乐等版块，精细化的分类让
年轻人也能享受音乐大餐。

除了能唱的 KTV 功能，音
乐欣赏功能还能让人在家身临
其境地看演唱会，可以通过“专
辑”、“金曲榜”播放爱听的歌曲，
还可以在“演唱会”版块中酣畅
淋漓地欣赏一场明星演唱会。

除了“电视音乐”，“广场舞”
栏目让刘先生的母亲马女士学
跳广场舞更方便了。马女士退休
前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退休之

后就成了社区舞蹈队的队长，带
着小区里的中老年人一起学跳
广场舞。冬天太冷，马女士就在
自家的客厅学跳舞，比起在手
机、电脑上看，电视屏幕又大又
清楚，学起广场舞来很方便，偶
尔还会喊几个姐妹到家里一起
练习。

山东有线的“广场舞”是山
东有线专门为中老年打造的娱
乐版块。打开有线电视，进入“广
场舞”版块，缤纷的广场舞曲目
中不仅包含有各种各样的舞蹈
示范，还有分解教学的视频，让
老百姓随时随地想学就学、想跳
就跳。

市市民民刘刘先先生生在在家家里里客客厅厅用用““电电视视音音乐乐””唱唱 KK。。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快快乐乐学学堂堂””主主界界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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