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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海豚没了尾巴，如何在
浩瀚的大海中生存？温特就是一
头失去了尾巴的海豚。幸运的
是，它被人发现并得到了救助，
科学家们为它发明了人造尾鳍，
让它能够重新驰骋在海洋中。而
温特也成了全美国人心中勇气
和希望的象征。本周高清畅享馆
经典电影频道推荐的这部《海豚
的故事》，就讲述了海豚温特的
故事，不要错过。

坚强的心
播出时间：4月6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战地记者丹尼尔前往巴基
斯坦调查报道一桩恐怖分子的
新闻，却不幸遭到绑架，不久后
惨遭杀害。妻子玛琳娜却一直在
祈求丈夫能平安归来，寻找丈夫
的信念一直支撑着这个已经怀
孕的准妈妈。她坚毅地书写回忆
录，里面布满着和丹尼尔相识相
知的点滴，更令丹尼尔的新闻理
想和奔赴真相的勇气跃然纸上，
她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父亲，
曾经是一个称职的新闻人。玛琳
娜终于能够坚强而平静地接受
丈夫的遇害，同时，她不仅要让
孩子远离种族仇恨和战争烟尘，

还回到法国继续自己的事业，抚
养孩子长大成人。

海豚的故事
播出时间：4月7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一次意外中，一只年幼的海
豚误入了捕蟹陷阱，导致尾鳍严
重受伤，幸运的它被一名小男孩
发现之后来到了克里尔沃特海
洋医院，在那里，它拥有了一个
新的名字——— 温特，一段全新的
生活在温特面前展开。

对于在海洋里生活的哺乳
动物来说，尾鳍是何等的重要，
有了尾鳍，才能够拥有游泳的能
力，才能够在海水里下潜上浮，
呼吸新鲜的空气。尾鳍受损的温
特除非一辈子漂浮在海面上，否
则就会因为窒息而死亡。为了拯
救温特，一群技术高超的科学家
们聚集到了一起，利用他们的聪
明才智发明了人造尾鳍，装上了
人造尾鳍的温特也因此成为了
勇气与希望的化身。

另一个女人
播出时间：4月9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艾米莉亚·格林里夫的生活

正陷入一团乱麻：因失去了尚处
襁褓中的爱女伊莎贝尔而无比
悲痛，同时作为律师杰克·沃尔
夫的第二任妻子，过着郁闷的生
活；更因背负家庭破坏者的恶
名，还要应对杰克的前妻卡洛琳
的怨恨和攻击；而如何与继子威
廉姆相处不但考验着她为人处
世的能力，更让她再度陷入对失
去的孩子的悲伤回忆，她该如何
从生活的困境中走出？

生命树
播出时间：4月11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的美国中西部，通过讲述一个典
型的美国家庭故事表达了创作
者对生命的看法。主人公是一名
叫杰克的11岁男孩，他是家里三
兄弟中的一个，他的父亲严厉而
粗暴，母亲温柔却又无所作为，
哥哥的死令他的家庭发生了改
变。成年后的杰克生活得不顺
利，当他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时
重新面对了自己的记忆，开始站
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的父母、家
庭、童年，最后他终于原谅了父
亲，并且对生命和生活还有信仰
有了更深的理解。

向上
播出时间：4月12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风云多变的上个世纪，历
经30年代的出生与成长以及慈
母用心的培养和引导，灵魂乐的
教父级人物詹姆斯·布朗的一
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尽管
詹姆斯·布朗经历了大多数黑人
所遭遇的不幸，以及其年轻不羁
的个性所致的种种过分行为，但
终究，他还是凭借自己的天赋以
及家族所带给他的坚韧性格，最
终在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上奋
斗成功，取得了可谓影响几代人
的辉煌成就。但成功后的迷失，
以及各种所谓上层社会的奢靡
坏习，也让他的人生中有过不光
彩的一面……

游出新希望

缅因州的一个小镇突然被
一股无形的力量像苍穹一样笼
罩，里面的居民也陷入了媒体的
炒作中。很快小镇居民之间就开
始爆发冲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小镇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秘
密。本周热播美剧频道为您推荐
这部科幻剧《穹顶之下》，敬请到
时收看。

热播美剧频道

《穹顶之下》

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切斯
特磨坊的小镇上，一个从天而降
且不可摧毁的“穹顶”断绝了小
镇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也终
结了小镇维持多年的平静假象。
很快，小镇居民们便看清了他们
如今已成“瓮中之鳖”的现实，而
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混乱不可
避免的发生了。在老警长意外去
世后，维持小镇治安的重担落到
了年轻的副警长琳达肩上，而议

员大吉姆则从中看到了成为“统
治者”的大好机会。

一些奇怪的症状出现在了
磨坊镇四个孩子的身上，在树林
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穹顶
并且成为了它的保护者，因为穹
顶似乎在向他们传达某一些讯

息。当犯罪和危险的气息在小镇
上渐渐弥漫开来之时，越来越多
的迹象显示，穹顶选择磨坊镇，
并不是一个巧合。

宝岛怡家频道

《我的宝贝四千金》

凤仪张罗着家中的一切，忙
碌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丈夫
黎曙光却只会坐在沙发上喝着
老人茶，做他的春秋大梦。四个
女儿的名字，很符合黎曙光的随
兴，除了老大黎安晴，其他几个
女儿分别叫黎一弯、黎清清、黎
小溪。而女儿们的感情生活，也
总是让凤仪操心不已。

老大黎安晴，离了婚带着孩
子从美国回来；老二黎一弯，一
个幼儿园老师意外爱上黑二代
杜晓飞；老三黎清清，律师事务
所专员，爱上了有妇之夫徐季
宽；天真的老幺黎小溪却谈起了
师生恋，四千金让老妈凤仪整天
操心不己。

有天，凤仪突然不见了，四
千金要如何重新找回妈妈，也找
回自己人生的步调呢？

天降大锅不是偶然

4月6日至4月12日，下列频
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影像英伦频道
辛巴达 第1季
理查德·哈蒙德的速成班 第1季
喋血街头
玩转地球：迄今最好的公园
呼叫助产士 第1季
地球脉动
荒凉山庄
热播美剧频道
童话镇 第4季
哥谭市 第1季
穹顶之下
初代吸血鬼 第4季
海滨帝国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宝岛怡家频道
爱情女仆
我的宝贝四千金
有爱一家人
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
型男大主厨
自然传奇频道
野生动物的秘密 第3季
与布鲁斯·帕里游北极
我杀了最好的朋友
狼群谷
堪萨斯特警
高清影院频道
一代宗师
一个勺子
十二公民
不再沉默

暑期一所政法大学内，未
通过英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
学生迎来补考。他们模拟西方
法庭，分别担任法官、律师、检
察官等角色，审理的正是一桩
社会上饱受争议的“20岁富二
代弑父”案。

案件的嫌疑人是某房地
产商收养的富二代，其生父是
来自河南的务工人员。案发当
晚，有人听到富二代和其生父
发生激烈争吵，随后其生父被
人在家中杀害。学生们围绕嫌
疑人是否有罪展开激烈辩论，
而他们的父亲作为陪审团观
摩整个法庭的审判过程。休庭
期间，12名陪审员被带到另一
个房间展开讨论，他们必须在
一个小时内得出结论，而且需
要全票通过嫌疑人是否有罪。
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
同的背景。大家普遍希望尽快
敷衍了事，谁知第一轮投票过
后，只有8号陪审员认为嫌疑人
无罪。有的人暴跳如雷、有的
人奚落戏谑、有的人摇摆不
定、有的则固执己见。随着审
判的进行，疑点出现，每个人
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敬请收看高清影院频道4
月12日11:38播出的电影《十二
公民》。

他真的有罪吗？

在英国的现代音乐节中，
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当属每年夏
天举行的怀特岛摇滚音乐节。
英国的大型现代户外音乐节始
于上世纪60年代，而怀特岛音
乐节就是最早期的此类音乐节
之一。世界摇滚乐界许多教父
级人物都曾在这个摇滚音乐节
上亮相，更使怀特岛在世界摇
滚乐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怀
特岛音乐节也是每年英国夏天
最受欢迎的音乐节之一，而今
年更值得期待的就是怀特岛音
乐节将迎来它的50周年。

第一届怀特岛音乐节始创
于1968年，由弗尔克兄弟在怀
特岛的一个农庄上举办，当时
只有大约一万人参加。弗尔克
兄弟创办这个音乐节并没有什
么远大的规划，也根本没有预
料到音乐节后来的影响，兄弟
俩当时举办这个音乐节只是为
了筹集资金，为当地修建一个
公共游泳池。两年后，这个小小
的海岛音乐节竟被载入史册。
1970年，与美国伍德斯托克摇
滚音乐节遥相呼应，怀特岛音
乐节吸引了众多摇滚和爵士乐
明星登台演出，而最令人瞩目
的巨星是有摇滚乐鼻祖之誉的
鲍勃·迪伦。

这些摇滚重量级人物的亮
相，使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60多万的追随者汇聚怀特
岛。因此，这个海岛音乐节的规
模，也远远超过了美国伍德斯
托克音乐节。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传奇这样炼成

4月6日
美梦成真
冰路前行 第4季
边走边唱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好莱坞速递
4月7日
爵士乐传说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张学友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07
香港
4月8日
伦敦海德公园演唱会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永远的指挥帝王：卡拉扬
4月9日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美梦成真
边走边唱
冰路前行 第4季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4月10日
冰路前行 第4季
永远的指挥帝王：卡拉扬
4月11日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4月12日
冰路前行 第4季
永远的指挥帝王：卡拉扬
美梦成真
边走边唱《《穹穹顶顶之之下下》》

《《海海豚豚的的故故事事》》


	4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