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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关注
女性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多，但是
你见过全片一个男性角色都没
有的电影吗？《女人们》做到了。
尽管这部“纯女性”电影仍离不
开对男性的讨论，但是包括路人
甲在内，全片都见不到一个男
性。本周高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
道推荐的《女人们》，不要错过。

模仿游戏
播出时间：3月30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二战期间，盟军苦于德国的
秘密系统“英格玛”无法破译，政
府召集了一批民间数学家、逻辑
学家进行秘密破解工作，图灵就
是其中之一。

计划刚开始，图灵就遭到了
以休为首的组员和领导的排斥，
幸好军情处部长孟席斯帮助他
立项研究破译密码的机器，而图
灵则变成了负责人，招收了新的
成员琼开始了艰难的工作。琼很
快就迷上了图灵，由于她的帮助
所有组员空前的团结，并于两年
后成功破解德军的密码。图灵一
度与琼订婚，但实际上他隐瞒了

一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他也遭
受了非人的待遇。

特种部队 2：全面反击
播出时间：3 月 31 日 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公爵的率领下，特种部队
给恐怖组织“眼镜蛇”以沉重的
打击。虽然眼镜蛇指挥官等中心
人物落网，但白幽灵等组织骨干
依然逍遥法外，时刻准备向特种
部队和全世界展开反扑。在干净
利落解决某中东国家的核危机
后，特种部队突然遭到来自美国
政府的惨烈打击，公爵等队员英
勇殉职，只有拦路虎、杰伊小姐
和弗林三人侥幸逃生。原来眼镜
蛇早已渗透到美国高层，他们借
此抹黑特种部队，栽赃重要成员
之一的蛇眼，其目的是为了找出
并解救被囚禁的指挥官。

圣安娜奇迹
播出时间：4 月 1 日 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83年，纽约曼哈顿。退伍
士兵赫克特·耐隆在一家邮局工
作。某日他突然掏枪击杀了一名

陌生的顾客，随后警方在他家中
发现了一尊桃花女神的雕塑头
像。1944 年寒冬，意大利托斯卡
纳地区，四名来自美国第 92 师
的黑人士兵，奥布里·斯坦普斯、
坡仕普·康明斯、山姆·崔恩和赫
克特，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男孩
安吉洛，不幸与大部队失散，被
包围在当地一个名为圣安娜的
村子里。在这个语言不通的意大
利村庄里，当地村民起初对他们
防备敌视。可随着战斗进程推
进，他们逐渐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和尊敬。他们跨越种族、阶级和
国别，用勇敢和信仰创造了一个
被世人所赞颂的伟大奇迹。

布鲁克斯先生
播出时间：4 月 4 日 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布鲁克斯先生是个成功的
上流社会人士，热衷慈善，德高
望重，家庭美满。这样一个满分
男人，人格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
一面：另一个他自称马歇尔，不
断诱使布鲁克斯以杀人为乐。他
陶醉于连环杀人的乐趣中，就如
染上毒瘾，却不料在杀害一对夫
妇的时候，被一名摄影师拍下全
过程。摄影师以此来要挟布鲁克
斯，怎料却被布鲁克斯反攻一
着。因为事情蹊跷，引来了女警
探特蕾西的怀疑。于是布鲁克斯
先生开始了他下一步的计划。

女人们
播出时间：4 月 5 日 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玛丽·海恩斯住在纽约曼哈
顿区，是小有成就的服装设计
师，她还有英俊且事业有成的老
公，乖巧可爱的女儿，一家人住
在豪华别墅，在任何人眼中，她
都是令人艳羡的对象。在玛丽身
边，围绕着一群多年死党，包括
独立的时尚杂志撰稿人西尔维
娅·福勒、有点唠叨的艾迪·科恩
和性感的散文家亚历克斯·费舍
尔。但是看似完美的生活被一个
意外发现打破，玛丽老公出轨
了，对象是外形完美的香水专柜
小姐克瑞斯托·艾伦，玛丽寻求
好友们帮助，没想到却遭到西尔
维娅的背叛……

女人我最大

我们平时所见的动物，大多
数都生活在动物园中，野生动物
很少见，更别说珍稀动物了。你
听说过野生兔子吗？奄美黑兔就
是唯一生存在野外的兔子，它们
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又有哪些
秘密？本周自然传奇频道《野生
动物的秘密》为您揭晓。

自然传奇频道

《野生动物的秘密 第三季》

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
快的哺乳动物。虽然这种能力是
与生俱来的，但真正达到这一
步，它们必须进行磨练才可拥有
捕猎所需要的力量、技巧和经
验。到那时，它们便可独立生活，
奔驰一生。

在日本的北部，针叶树和阔
叶树郁郁葱葱，树上却有许多

洞，其罪魁祸首就是黑啄木鸟。
这个小破坏分子其实是个模范
父亲，在保护孩子的时候，它会
毫不犹豫地使用坚硬的长喙啄
出树洞供孩子休息。虽然它破坏
了树木，却在森林中为自己创造
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如果你和黑
啄木鸟共处一年，就会了解树洞
背后的故事。

奄美黑兔（琉球兔）是世界
上唯一生存在森林中的兔子，它
们仅现存于德之岛和奄美大岛。
因为依然保留着现代兔子祖先
的外形，它们也被称为活化石。
然而，它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却不得而知。通过最敏感、
清晰度最高的摄影设备，你将看
到奄美黑兔在洞穴中生活，在开
阔地进食，还有它们在洞中抚养
后代的情景。这些珍贵非凡的画

面是你从未见过的，甚至观察它
们的研究人员也是首次见到这
些场景。

宝岛怡家频道

《爱情女仆》

一个是英俊潇洒、充满魅力
的花心男高孝介，一个是内心柔
软、感情丰富的温柔女刘舒琪。
孝介换女朋友如换衣服，却从不
把舒琪当女人；而舒琪却将孝介
当成生命中的王子，甘愿为他牺
牲奉献。在刘舒琪人生最走投无
路的时候，高孝介不但给了她一
个遮风避雨的家，也是第一个把
肩膀借给她的人。孝介教会舒琪
怎么忘记难过，从此舒琪视他为
救命恩人，心甘情愿地为他收拾
风流帐。

直到某天，一个名叫“球球”
的小孩，自称是孝介的孩子，改
变了他们的世界。不同世界的两
个人，能一起共筑幸福吗？

野生兔子有秘密

3月30日至4月5日，下列频
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童话镇 第4季
海滨帝国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哥谭市 第1季
摩登家庭 第4季
自然神奇频道
防弹狙击手
神奇动物的秘密 第3季
与布鲁斯·帕里游北极
我杀了最好的朋友
终极蝰蛇
狼群谷
机场动物秀
宝岛怡家频道
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
有爱一家人
爱情女仆
型男大主厨
我的宝贝四千金
影像英伦频道
辛巴达 第1季
呼叫助产士 第1季
玩转地球：迄今最好的公园
理查德·哈蒙德的速成班 第一季
喋血街头
巴比伦饭店 第3季

深夜的香港街头，一名穿
着暴露又醉意十足的性感美
女被一群混混围住，貌似想侵
犯她。危机时刻，一位中年大
叔身手不凡以一敌十出手相
救，他就是单身老爸——— 林国
权。在同事眼中，他只是警局
车队的平常司机。但十年前，
他却是凭借出神枪法和格斗
术屡破大案的超级警探。隐藏
十年，原为何故？昔日冲锋战
警，重现江湖。

任达华饰演的临近退休
年龄的警署运输车辆警长林
国权，负责管理警队车辆、司
机日常出勤及维修事务，他与
好朋友、刑事侦缉督察骆华威

（肥威），好徒弟警员司机吕侨
美，平日生活中经常遭遇诡异
的街头罪案，厕所追杀案、黑
道假钞纠纷、蛋挞店冷血杀父
案都让他们一一成功攻破，立
下奇功。因对儿子的爱使热爱
刑侦工作的林国权选择放弃
隐退幕后，当他放下一切顾忌
后雄心再起，选择重回行动
组，在他的影响下，吕侨美也
突破心魔、实现理想，在一起
抢劫银行枪战案中表现出色，
并下定决心向着飞虎队员的
方向前进。

敬请收看3月31日14:00院
线电影频道播出的电影《冲锋
战警》。

警察大叔退居二线
抓贼永远冲锋在前

喷火战斗机乐队：
如何做到年赚 2.4 亿

2015年底，某自媒体公布
了福布斯2015年度最会赚钱的
摇滚艺人，喷火战斗机乐队以
3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 . 4亿
元）的年收入排名第5，而排在
它前面的是老鹰乐队、佛利伍
麦克合唱团、滚石乐队和保罗·
麦卡特尼。他们四位均是在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便火遍全球的
乐队或艺人，说他们是摇滚的
活化石一点不过分。而作为一
支相对年轻的乐队，喷火战斗
机乐队到底厉害在哪？

喷火战斗机乐队是一支美
国的摇滚乐队，由涅磐乐队前
鼓手戴夫·格罗尔创建。1995年
7月4日，乐队发行了同名专辑，
音乐风格像极了涅磐乐队，但
仍然在美国大获成功。而在
1997年的第二张专辑中，专辑
完全摆脱了涅磐乐队的影响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充满了
野兽般的能量与朋克少有的自
省，受到了乐评界的一致好评。
2012 年 2 月 13 日，在第 54 届格
莱美颁奖礼上，喷火战斗机乐
队击败酷玩乐队和电台司令乐
队，横扫摇滚类奖项。而在 2016
年格莱美提名名单中，乐队仍
有一席之地。很少有人像戴夫·
格罗尔一样经历过一次乐队的
辉煌与重创后还能再次创造一
支伟大的乐队。

3月30日
久石让在武道馆：与宫崎骏动
画一起走过的25年音乐会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乘风破浪
轻松高尔夫
罗比威廉姆斯威震八方演唱会
3月31日
太阳马戏团：遥远的国度
喷火战斗机演唱会：温布利体
育场
好莱坞速递
4月1日
华格纳：无言的尼贝龙指环
爵士乐传说
伦敦海德公园演唱会
4月2日
美梦成真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冰路前行 第4季
4月3日
爵士乐传说
好莱坞速递
美梦成真
乘风破浪
冰路前行 第4季
4月4日
美梦成真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4月5日
伦敦海德公园演唱会
美梦成真
边走边唱
冰路前行 第4季
爵士乐传说
好莱坞速递

《《女女人人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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