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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还记得去年大火的BBC纪
录片《蓝色星球》吗？他们原班人
马打造的另一档超高水准纪录
片《地球脉动》也即将在影像英
伦频道播出。奔涌河流，雄壮山
脉，幽深洞穴，冰雪世界，蔚蓝海
洋，苍茫沙漠，奇幻丛林，浩瀚草

原……每一集都是一场绝美的
视觉盛宴，在地球的大美之间，
你会发现人类的渺小。喜欢自然
纪录片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部
高水平纪录片。

影像英伦频道

《地球脉动》

BBC曾经制作出《蓝色星
球》纪录片的摄影团队，再次集
结奉上了这部堪称难以超越的
经典纪录片《地球脉动》。从南极
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非洲
草原到热带雨林，再从荒凉峰顶
到深邃大海，难以数计的生物以
极其绝美的身姿呈现在世人面
前。我们看到了奥卡万戈洪水的
涨落及其周边赖以生存的动物
们的生存状态，看到了罕见的雪
豹在漫天大雪中猎食的珍贵画
面；看到了冰原上企鹅、北极熊、
海豹等生物相互依存的严苛情

景，也见识了生活在大洋深处火
山口高温环境下的惊奇生物。当
然还有地球各地的壮观美景与
奇特地貌，也被无私地将其最为
光艳的一面展现出来。

热播美剧频道

《初代吸血鬼 第4季》

海莉带着女儿霍普·迈克尔
森离开了新奥尔寻找解药，五年
后海莉成功地唤醒了迈克尔森
家族的兄弟姐妹。始祖一家苏醒
后便一起赶往新奥尔良营救霍
普的父亲克劳斯。久别重逢的海
莉和以利亚两人之间的感情也
成为剧情走向的轴心。

7岁的霍普拥有母亲的聪慧
和父亲的性格，并且愿意不惜一切
代价来保护她的家人。克劳斯被解
救之后与马塞尔又开始了新一轮
的对战。芙蕾雅经历了一系列的

“情感斗争”后找到了她的真爱。
瑞贝卡和科尔也有一段令人难以
置信的旅程。不过最终，他们所有
人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威胁。

地球，很高兴遇见你

4 月 13 日至 4 月 19 日，
下列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穹顶之下
初代吸血鬼 第 4 季
欢乐合唱团 第 5 季
哥谭市 第 1 季
童话镇 第 4 季
影像英伦频道
地球脉动
辛巴达 第 1 季
荒凉山庄
黄石公园
超能少年 第1季
理查德·哈蒙德的速成班 第1季
自然传奇频道
堪萨斯特警
野生动物的秘密 第4季
我杀了最好的朋友
疑犯追缉
维多利亚瀑布
宝岛怡家频道
爱情女仆
我的宝贝四千金
有爱一家人
高清影院频道
罗曼蒂克消亡史
文科恋曲
禁闭岛

很有书卷气但性格迂腐
乏味的杰西·费舍最近刚刚恢
复单身，如今已经 30 多岁的
他，在纽约的一所大学里担任
留学顾问，而他之所以返回位
于俄亥俄州的母校，主要是为
了参加受人尊敬的彼得·霍伯
格教授的退休晚宴——— 他上
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位文学
老师。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
校园里漫无目的闲逛的杰西
遇到了19岁的赞比，一个非常
早熟的大学肄业生。这场意外
的遭遇，也唤醒了杰西沉寂了
许久的感觉与激情，这对分隔
两地的男女开始了一场远距
离的恋情，通过传统的书信往
来的方式，来作为两个人之间
的爱情维系——— 特别是杰西，
他已经等不及要重返学校，期
待下一次的会面了。

即使赞比有着与她这个
年纪的女孩不符的成熟，但是
年龄上过于悬殊的差异，仍然
让杰西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
力，迫使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抉
择的两难境地——— 因为他一
直没搞清自己为什么会如此
沉迷于与赞比之间的激情，也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保持
不断前进的步伐，还是被困在
了对大学时代的回忆当中。这
不但让他纠结不已，而且无法
自拔。

敬请收看高清影院频道4
月16日16:00播出的电影《文科
恋曲》。

知音难觅须珍惜

46 岁歌神不老
还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随

着张国荣退出歌坛、谭咏麟宣
布不再领奖之后，香港涌现出
以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
城为首的“四大天王”吗？其中，
张学友是永远的“歌神”，细腻
低沉、极富表现力的嗓音让人
欲罢不能。张学友出道后开过
无数场演唱会，其中 2007 年的
光年世界演唱会更被奉为经典
中的经典。

演唱会由张学友亲自担当
艺术总监，以“有缘相聚”的光
年为主题。张学友以一曲劲歌
热舞《爱火花》揭开演唱会序
幕，整晚经典金曲一首接一首：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情已
逝》、《只想一生跟你走》、《吻
别》、《每天爱你多一些》、《夕阳
醉了》、《月半湾》等等，当中还
上演了半小时的《雪狼湖》及

《如果·爱》浓缩精华版歌舞剧；
学友以深情的对话，与歌迷分
享幸福的生活及创作的喜悦，
其中包括有为太太唱的情歌

《讲你知》、给女儿写的《摇摇》，
以及送给圈中已过世朋友的一
曲《给朋友》，情感真挚动人。除
了唱出自己的金曲外，学友亦
在演唱会上演绎了女歌手杨千
嬅的《小城大事》和孙燕姿的
《天黑黑》，全场报以热烈的掌
声，为持续三小时的音乐盛会
划下了句号。

4 月 13 日
美梦成真
边走边唱
冰路前行 第 4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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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边走边唱
左麟右李 2009 演唱会
冰路前行 第 4 季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4 月 15 日
冰路前行 第 4 季
张学友光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07 香港
永远的指挥帝王：卡拉扬
2011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4 月 16 日
美梦成真
时尚新生活
左麟右李 2009 音乐会
冰路前行 第 4 季
4 月 17 日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2011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边走边唱
4 月 18 日
时尚新生活
左麟右李 2009 演唱会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4 月 19 日
2011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边走边唱
时尚新生活
美梦成真

你说世上存在着一种友情
吗？比爱情更持久，比爱情更值
得依靠。爱情也许是成熟之后存
在的，但是友情是从小一起的成
长。你会知道她所有开心不开心
的点，你们一起欢笑、吵架再和
好，就跟杰西和米莉一样，是成
长的陪伴，一种延续，而不仅仅
是在一起走一小段路的人。本周
高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道为您
推荐关于友情的一部电影《已经
开始想你》，敬请收看。

已经开始想你
播出时间：4月13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杰西和米莉是从小玩到大
的亲密好友，两人有着共同的童
年回忆，彼此早已经成为了对方
的一部分，密不可分。长大后，两
人的友谊依然继续，米莉结了
婚，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生活
在幸福和美满之中，这令杰西十
分羡慕。

杰西也想和丈夫共同养育
他们的孩子，只是一直不能如
愿，在米莉的鼓励和陪伴之下，
勇敢的杰西终于在经历了多次
失败之后顺利怀孕，圆了自己做
母亲的心愿，然而这时，米莉却
被确诊患上了癌症。无法接受这
一事实的米莉陷入了绝望之中，
开始自暴自弃，杰西及时挺身而
出，成为了好友最坚实的后盾。

侠探杰克：永不回头
播出时间：4月14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杰克回到他熟悉的弗吉尼
亚军事基地，和指挥官苏珊·特
纳会面，要解决一些个人问题。
然而当他到达那里时，苏珊·特
纳却意外被捕。杰克同时也
陷入谜团，因为他被诬告犯
有重罪，而且牵涉到一个自
己完全不知道的小孩。遭人
陷害的杰克必须弄清楚事情
的真相以洗清自身的不白之
冤，他要克服重重困难，寻找

苏珊·特纳，解决最终问题。

攀登梅鲁峰
播出时间：4月15日1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本片主要记录了三位登山
家经历千难万险攀登梅鲁峰的
过程。三个精英登山者在他们经
历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抛下一切，
只带着友情，一同前往登山界的
鱼翅之地，从未有人成功登顶的
梅鲁峰。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
劣，他们要到达的是梅鲁峰西北
壁一个名为“鲨鱼鳍”的地方。攀
爬难度非常大，因为冰雪覆盖，
非常滑，需要放慢速度，但是如
果放慢速度食物的供给便跟不
上。他们携带笨重的拍摄装备，
在攀登的过程中随时迎接突如
其来的暴风雪以及山中变化莫
测的天气，他们熟练地运用装
备，团结一致，在攀爬的过程中
相互帮助，应对寒冷与突发状
况，挑战极限。最终他们克服了
自身和外界的障碍，成功登顶。

顽固分子
播出时间：4月18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杰克童年时遭受了极大不
幸。因为和好友偷看漂亮姑
娘，惹上了姑娘的哥哥———
当地小混混布鲁
诺，对方见到他们
就要追打欺负，终
于有一次下手太
狠，用石头生生将
小杰克的睾丸砸
碎。从此杰克的成
长都要和注射
激素为伴，
激素常

常来自黑市。成年后的他成了老
练、冷漠的农场工人，擅长养牛，
喂牛也用添加激素的饲料，这举
动引来了稽查员，随后他卷入了
稽查员被杀案件；心怀的旧恨无
法平复，终于让杰克走上报仇之
路，他重遇曾经偷看过和爱慕着
的露西亚，并通过她找到了她如
今已成为植物人的哥哥……

灵异第六感
播出时间：4月19日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麦克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
却也有始终未能治愈的患者，甚
至因此遭到枪击，这名少年随后
也饮枪自毙。这给麦克带来很
大的心理阴影，一年后他找到
另一个症状很像这名患者的男
孩柯尔，并耐心做起了他的医
生。柯尔并不容易接近，但麦克
还是慢慢赢得了他的信任，得
知了柯尔的秘密。原来柯尔有
着灵异的第六感，可以看到鬼
魂。虽然这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但麦克在证实了事情的真相后
还是帮助柯尔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是就在问题即将得到解
决的时候，麦克却
在 柯 尔 的 引 导
下，发现了一个
更令人震惊的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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