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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新艺频道推荐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
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活过，爱
过，写过。尽管简单，但却深刻诠
释了他的一生。凯伦是一个传奇
女子，她的一生也配得上这句
话，她在非洲大陆生活了17年时
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活过，
爱过，尽情书写过她的一生。敬
请收看本周高清畅享馆经典电
影频道播出的《走出非洲》。

侏罗纪公园1
播出时间：4月20日1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哈蒙德立志要建立一个非
同寻常的公园：恐龙将是这个公
园的主角。他把众多科学家收归
旗下，利用琥珀里面困住的远古
蚊子体内的血液，提取出恐龙的
基因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培育繁
殖恐龙，最终如愿以偿。他把怒
布拉岛建成了恐龙公园，坚信可
以从中赚取大钱。然而，科学家
们则忧心忡忡。

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虽
然公园有电脑系统管理，但却因
为被员工破坏而造成了无法挽
救的失控：所有恐龙逃出了控制
区，人们纷纷逃窜却逃不过恐龙
的魔爪。恐龙自相残杀，人类亦
死难无数，最后幸存者寥寥，只
有四人逃出生天。怒布拉岛上空
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海洋深处
播出时间：4月21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820年的寒冬，新英格兰捕
鲸船埃塞克斯号在南太平洋航
行时受到匪夷所思的攻击，一条
庞大、拥有复仇意志的鲸鱼，向
着鱼船猛烈进攻。当船长在大海
寻找归途，大副手仍然心系擒获
巨鲸。捕鲸船的生还者被逼到绝
境，船上所有幸存的海员挤在三
只救生船上，在大海上漂流了90
天。船员面临着风暴、饥饿、恐惧
和绝望交织的局面。

走出非洲
播出时间：4月22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凯伦为了得到男爵夫人的
称号，离开故土丹麦远嫁东非肯
尼亚，然而凯伦的婚姻生活并不
美满。幸运的是在那片广袤的土
地上，凯伦可以经常打猎、探险，
她渐渐爱上了这片土地。在一次
打猎遇险时，凯伦邂逅了年轻的
英国贵族邓尼斯。在遭遇婚姻的
破裂和丈夫出走之后，凯伦独立
承担起经营庄园的任务，而她与
邓尼斯的关系似乎也有了进展。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从此让凯
伦一帆风顺，一次大火让她不得
不变卖庄园缓解经济的拮据，后
来邓尼斯驾机意外身亡又给了
她沉重的打击。在经历了生命的
磨炼之后，凯伦最终告别了那片
她洒下青春和热情的土地……

大买卖
播出时间：4月25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偷窃老手尼克顺利完成了
委托人的任务返回住所，但是在
交接时委托人麦斯给他带来了
两个消息：坏消息是买主死掉
了，尼克无法出货；好消息则是
有一单四百万的大生意在等着

他——— 需要尼克从海关大楼的
地下室偷出国王的加冕权杖。预
备和女友结婚的尼克不想再涉
足偷窃，但是麦斯的合作者杰
克，对这单生意锲而不舍。二人
组成了联盟，杰克出色完成了准
备工作，尼克对这位年轻人要求
严格，但又不乏赞许。行动当夜，
两人潜入海关，但事情的发展却
出人意料……

巫山历险记
播出时间：4月26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许多年以来，美国的内华达
大沙漠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
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层出不穷。

杰克是拉斯维加斯一个普
通的出租车司机，一天他在车上
发现了一对神秘的兄妹。从伸出
援手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卷入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原
来，这对拥有异能的兄妹来自外
星，且还隐藏了足以使整个宇宙
毁灭的秘密。兄妹两人必须在现
有的时间内找到失踪的太空船
返回外星。这趟旅程是场生与死
的追逐，他们必须躲过来自各方
的追杀，包括黑道、美国政府以
及外星人。时间正式倒数，宇宙
毁灭在即。一个攸关全宇宙及人
类生死的冒险正在进行……

活过，爱过，写过

19世纪，人类发明了发电
机，由此进入了现代能源时代。
假如，“无电”时代再度来临，人
类该怎样面对？本周热播美剧频
道播出的《灭世》，就提出了一种

“无电”的假想，敬请收看。

热播美剧频道

《灭世 第2季》

故事讲述的是在不远的未
来发生的诡异怪事，全世界所有
形式的能量都神秘消失。这使得
世界大乱，人类回到“无电”时
代。所有的现代科技都成了摆
设，它们纷纷神秘地“罢工”。这
迫使一群幸存者不得不通过自
己的双手来谋求生存并四处寻
找他们的亲人和爱人。

失去了自己的共和国的门
罗，为自己的行为内疚不已的查
理正在各自颓废下去的时候，意
外相遇，两人反而又有了奋斗下

去的目标。为了共同对抗似乎知
道停电内情的自称是爱国者的
组织，他们一起来到了德克萨斯
州的小镇威洛比，和迈尔斯、瑞
秋汇合，准备为了自保对抗组
织。同时胖子科学家艾伦一步步
地接触到停电的真相。

影像英伦频道

《黄石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西
部北落基山和中落基山之间的
熔岩高原上。黄石河、黄石湖纵
贯其中，有峡谷、瀑布、温泉以及
间歇喷泉等，景色秀丽，引人入
胜。园内森林茂密，还牧养了一
些残存的野生动物如美洲野牛
等供人观赏。园内设有历史古
迹博物馆。

《黄石公园》是英国广播
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美国
黄石国家公园的纪录片。

该纪录片完美呈现了公园史诗
般的生态画卷，让公园寒冬、酷
夏、金秋季节的美丽景象都一一
呈现。泥火山、彩色峡谷、瀑布、
世界最大的碳酸盐沉积温泉、钻
石雪；人类深入险境在镜头之下
和野生动物一同挑战零下40度
的生存极
限 也 都
能 震 撼
人心。

“无电”时代来临怎么办？

4月20日至4月26日，下列
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哥谭市 第1季
灭世 第2季
生活大爆炸 第1季
初代吸血鬼 第4季
自然传奇频道
树冠上的生活
野生动物的秘密 第4季
疑犯追缉
堪萨斯特警
人类星球
维多利亚瀑布
宝岛怡家频道
爱情女仆
我的宝贝四千金
真爱趁现在
有爱一家人
影像英伦频道
地球脉动
黄石公园
超能少年 第1季
生命
队列之末
荒凉山庄
高清影院频道
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
沉睡魔咒
万万没想到
猫鼠游戏
古墓丽影
老无所依
大梦想家

弗兰克是FBI有史以来年
龄最小的通缉犯。他的犯罪手
段神通广大，伪装身份的能力
超乎常人，全美各地几乎都留
下他的犯罪足迹。乔装医生、
律师、飞行员，统统都是他曾
经的身份。当然，弗兰克凭着
这个“本领”，骗取了高达几百
万的金钱来挥霍。

活得逍遥快乐的弗兰克
这次又成功伪造了一份学历
证明，去医院做起了大夫。弗
兰克不但在这里认识了护士
布雷达，二人擦出爱的火花，
还通过布雷达的父亲得到了
一份检察官助理的优差。然
而，这只是暴风雨前夕——— 一
双眼睛已经盯住了弗兰克，誓
要把他绳之于法不可。这就是
FBI探员卡尔。

在研究追捕弗兰克的过
程中，卡尔领教到这个犯罪天
才的过人智商。他屡次被弗兰
克这个黄毛小子捉弄，心里又
恨又不得不佩服。每当弗兰克
有惊无险地从他的精心布局
中逃脱时，这个猫鼠游戏就显
得更加有趣起来……

敬请收看高清影院频道4
月21日19：51播出的电影《猫鼠
游戏》。

聪明的头脑
永远可以赚钱

作为华语乐坛难得的女中
音，从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到

《被遗忘的时光》《你的眼神》
《抉择》《全新飞翔》，蔡琴娓娓
道来她的情感，真挚动人。龙应
台说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
沉，黄昏的惆怅，宿醉难醒的缠
绵。正是这样，蔡琴的歌迷不仅
仅局限于六零后和七零后。

“上海人唱自己的老歌都
唱不过蔡琴。”这是《梁祝》作曲
人，华语老歌一代宗师陈歌辛
先生之子陈钢先生对蔡琴歌声
的评价。被誉为“华语经典歌曲
最佳代言人”的蔡琴，这十多年
来谢绝了无数综艺节目邀约，
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倾注给了
她四个主题的巡回演唱会。

我们庆幸这个年代有蔡
琴，这数十年来，她身体力行，
孜孜不倦地歌咏着经典；她的
歌声，让华语老歌擦去尘埃、绽
放光彩；她让长者安心，有她，
可以把他们心爱的歌曲传承下
去。她让世人欢欣，有她，能让
年轻一代或未曾了解老歌的人
接触并喜欢上华语老歌这宝贵
的文化宝藏。在蔡琴的歌声里，
华语老歌这份全球华人共同的
文化资产得到保护和传承。

蔡琴：
恰似你歌声的温柔

4月20日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美梦成真
边走边唱
冰路前行 第4季
时尚新生活
左麟右李2009演唱会
4月21日
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
2009盛大周末音乐节
英国怀特岛音乐节
4月22日
2011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碧昂斯：完美体验洛杉矶演唱会
蔡琴演唱会
4月23日
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
美梦成真
时尚新生活
冰路前行 第4季
2009盛大周末音乐节
4月24日
碧昂斯：完美体验洛杉矶演唱会
时尚新生活
极速探险
蔡琴演唱会
4月25日
2009盛大周末音乐节
极速探险
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
4月26日
美梦成真
时尚新生活
冰路前行 第4季
蔡琴演唱会
极速探险
碧昂斯：完美体验洛杉矶演唱会

《《猫猫鼠鼠游游戏戏》》

《《灭灭世世》》

《《走走出出非非洲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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