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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见到的福尔摩斯，
精明强干，挑剔孤僻又冷漠，但
是当这个被搬上荧幕最多次、享
誉全球的私家侦探老了之后，又
是什么样子？本周高清畅享馆经
典电影频道为您推荐的这部电
影《福尔摩斯先生》，讲述的就是
垂垂老矣的福尔摩斯的故事，喜
欢他的观众不要错过。

亚瑟王：斗兽争霸
播出时间：3月16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500年前的朗迪尼亚姆，人
类和巫师之间巧妙维持了几个
世纪的和平陷入了困境，尤瑟王
被弟弟伏提庚背叛，唯一的儿子
也顺河漂走。15年后，那个被遗
弃的孩子被取名为亚瑟，生活在
社会底层。伏提庚独揽大权，借
助异世界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
治，还要建造一个强化统治的巨
塔，以致民不聊生。一个偶然的
机会，亚瑟拔出了只有王者后裔
才能拔出的王者之剑，但之后他
被抓捕并监禁。贝德维尔和一位
神秘魔法师将他救出，他才知
道了自己的身世和伏提庚杀死
他父母的事实，他的人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接
受他真正的使命，与辅助他
的法师和人民，推翻伏提庚
的暴政统治，争夺王位。

唐·海明威
播出时间：3月17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电脑黑客唐·海明威
为一名黑帮大佬服务，但
是12年前他东窗事发被捕
入狱。12年后，他与搭档迪
克出狱后决定拿回自己
当年所应得的酬劳，他们
与黑帮大佬的争端一触
即发。同时，海明威还希
望能够取得女儿伊芙琳
的谅解，在亲情和债务之
间，海明威陷入了危险
境地。

极品飞车
播出时间：3月20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纽约基斯科山，托比和伙伴
们共同经营一家改装车行，他也
是一名技术精湛的赛车高手。恰
在此时，曾抢过托比女朋友的迪
诺找上门来，给他带来了一单不
小的改装生意，托比和伙伴们成
功打造出一辆时速超过370公里
的福特野马，而迪诺为了最强赛
车手的名号向托比发起挑战。为
了丰厚的报酬，
托 比 和 好 友 利
托共同参赛。谁
知迪诺导致利
托死亡，事后
还嫁祸托比。
出狱后，托比
借来那辆福特
野马，发誓要
为 利 托 讨 回
公道……

福尔摩斯先生
播出时间：3月21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47年的英格兰，当年大名
鼎鼎的大侦探福尔摩斯隐居于
苏塞克斯郡的田园，他已93岁高
寿。每当他在电影院看到关于自
己的电影都会忍不住摇头。那些
关于他的英雄事迹多数是谣言，
比如他从未像人们所描述的那
样喜欢叼着烟斗，他爱的是烟。

归隐后的福尔摩斯当起了
养蜂人，他周边的人只有管
家芒罗夫人和她的业余侦探
儿子罗杰。不过偶尔，他还是
对那些陈年旧事耿耿于怀。
福尔摩斯决心在没有华生帮
助的情况下，侦破一起50年
前的悬案，而这也将成为他
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历险。

铁甲钢拳
播出时间：3月22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2020年，人类拳击
不再被允许，取而代之
的是各种机器人走上
了擂台。前拳击手查
理·肯顿很快适应了
时代的发展，带着经
过训练的机器人走上
拳台。但是倒霉事接
二连三，他先是意外
落败，债台高筑，继而
接到前女友突然过
世的消息，并见到了
从未谋过面的儿子，

11岁男孩麦克斯。
一次意外，让麦克

斯遇到了一台业已被淘
汰的陪练机器人Atom。在
麦克斯的坚持下，查理同
意让Atom参加比赛，却意
外发现这台“废物”不仅
抗打，而且拥有搏斗的潜
质与天赋。肯顿父子和
他们的机器人由此踏上
新的征途……

当福尔摩斯老了

这是一部关于台湾美食的
纪录片《台客狂飨曲》，以烟熏羊
肉、章鱼小丸子、仙草、披萨等食
物表现质朴真实的生活感。关于
当地人如何恪守地道食材，努力
实现心中的美妙滋味，全片没有
一句旁白，完全由料理人讲述自
己原汁原味的故事。宝岛怡家频
道本周为您推荐这部《台客狂飨
曲》。友情提示，节目应该要在吃
饱之后观看，不然看到吃不到，
实属煎熬。

热播美剧频道

《哥谭市 第一季》

每个人都知道警察局长高
登的名字。他是罪犯最惧怕的敌
人，他的名字就代表法律和秩
序。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早年的故
事——— 他如何从一个初出茅庐

的菜鸟侦探成长为哥谭市警察
局的局长？他要如何面对已经被
盘根错节的腐败网络悄悄占据
的哥谭市？他要如何面对一个多
层次的犯罪世界？他要如何在世
界上最可怕的邪恶之徒当中生
存下来？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
些邪恶之徒——— 带有传奇色彩
的猫女、企鹅、猜谜者、双面人和
小丑？

《哥谭市》描述了DC漫画中
超级英雄和超级恶棍的起源故

事，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新故
事，是他们人生中的全新篇章。

宝岛怡家频道

《台客狂飨曲》

美食，诉说了味道传递的故
事；味道，飘散出美食最迷人的
时刻。台湾版《舌尖上的中国》，
有一股对美味的坚持，在看的你
一定要坚持住。

还记得你家的年夜饭，是妈
妈亲自烹饪家宴，还是全家总动
员包饺子和汤圆？见证台湾百年
历史，传承四代的小丑饺子馆，
又有哪些普通食材做出超凡美
味？台湾最火牛肉面馆老板儿子
青出于蓝胜于蓝，自创《史记鸳
鸯锅》；一文一武，可炸可煮的

“搓汤圆滚元宵”在台湾人的手
里又会变出怎样的新花样？

肚子饿别看台湾版“舌尖上的中国”

3月16日至3月22日，下列
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老爸老妈浪漫史 第9季
摩登家庭 第4季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哥谭市 第1季
自然传奇频道
长大成人
黑帮风云
犯罪360
崔姬-60年代时尚面孔
理财公主
他们的秘密生活
机场动物秀
宝岛怡家频道
台客狂飨曲
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
有爱一家人
影像英伦频道
演戏船上的人们
巴比伦饭店 第2季
毛毛骑手的密西西比冒险之旅

疯城记 第2季
布朗神父
奇妙星球
环宇电影频道
寻找约翰列侬
宽恕与原谅
1法郎，14银元
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我们是冠军
美丽的凯特

影片讲述了安东尼奥，西
班牙学校里的一位英文老师
的故事，他利用披头士乐队的
歌曲来帮助孩子们学习英语。
1966年，当安东尼奥得知约翰·
列侬将为拍摄一部电影而来
到阿尔梅利亚时，他抑制不住
激动的心情，决心见上偶像一
面。在这次追星之旅中，安东
尼奥结识了16岁离家出走的胡
安乔，还有21岁的贝伦，这名年
轻的女孩似乎隐藏着不可告
人的秘密。列侬造访西班牙这
一事件在片中成为了人物生
活的大背景，通过三位主人公
的梦想、焦虑以及对现实的反
抗，影片反映了1960年代西班
牙社会的时代精神。

《寻找约翰列侬》是与约
翰列侬有关的影片，但是讲述
的并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三位
不同经历，不同出身的人想方
设法去接近和探访约翰列侬
的故事：一个狂热痴迷约翰列
侬的奔赴披头士乐队巡演地
的西班牙英语老师，一个年仅
十六岁离家出走的男孩，一个
怀有身孕同样也在逃避着什
么的年轻女孩……他们在一
起的旅途，会碰撞出什么样的
火花和故事？而这部影片与约
翰列侬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敬请观看3月21日10：00环
宇电影频道播出的电影《寻找
约翰列侬》。

追星从来不容易

周杰伦2010超时代巡回演
唱会，是继2002年“The One”、
2004年“无与伦比”及2007年的
世界巡回演唱会后，周杰伦个
人第四次大型世界巡演，演出
内容将涵盖他之前九张专辑作
品，及第十张专辑新歌。

睽违三年，周杰伦再次出
击，2010超时代世界巡回演唱
会揭开序幕，制作成本逼近台
币一亿元(约2000万人民币)。喜
欢给歌迷惊喜的周杰伦，这次
给歌迷们制造的最大惊喜，就
是在台北最终场上与蔡依林的
同台表演了，“双J”合唱《给我
一首歌的时间》，隔天就登上了
各大娱乐新闻的头条。

近年来，天王周杰伦全面
进入娱乐圈，电影、音乐、制作、
代言全面开花，而2010年他将
重心放在音乐上，一向高要求
的周杰伦表示：“这次演唱会将
会是一次顶级的超越以往的演
唱会，我将会设计很多你们意
想不到的场面，贯穿我10年的
音乐主题，让现场的歌迷全场
尖叫。”出道十年、十张专辑创
造出多首经典歌曲，曲目如何
安排？他坦言：“歌曲太多，在选
歌的时候确实蛮伤脑筋的，还
好现在都已经确定了，都是大
家喜欢的歌曲。”

敬请观看环球新艺频道3
月17日19：45播出的《周杰伦超
时代演唱会》实况。

活久见！
周杰伦蔡依林同台

3月16日
郎朗：2010维也纳音乐会
好莱坞速递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乘风破浪
安妮：蓝妮克丝
3月17日
肯尼·基浪漫韵律之夜
芭蕾舞：吉赛尔
周杰伦：超时代演唱会
3月18日
郎朗和休斯敦芭蕾舞团·巴黎
香榭丽舍
U2 Rose Bowl体育场演唱会
陈奕迅2013香港演唱会
3月19日
美丽大搜索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芭蕾舞：吉赛尔
好莱坞速递
3月20日
乘风破浪
陈奕迅2013香港演唱会
好莱坞速递
3月21日
周杰伦：超时代演唱会
好莱坞速递
芭蕾舞：吉赛尔
3月22日
陈奕迅2013香港演唱会
好莱坞速递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乘风破浪
U2 Rose Bowl体育场演唱会

《《福福尔尔摩摩斯斯先先生生》》

《《台台客客狂狂飨飨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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