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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做到完全不说谎，
无论是善意的谎言还是为达某
种目的而说谎，谎言或许也是我
们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如果人类开始不说谎，一定是好
事儿吗？本周高清畅享馆经典电
影频道播出的《谎言的诞生》，就
想为谎言正名。

兔子洞
播出时间：4月27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霍维和贝卡原本是对幸福
的夫妻，儿子丹尼乖巧伶俐，但
是一场车祸夺去丹尼的性命，也
彻底摧毁霍维夫妇的生活。贝卡
从此将自己禁锢在家中，她久久
无法将儿子的身影从记忆中抹
去；霍维试图装作一切从未发
生，结果反与妻子的关系日益紧
张。贝卡偶然遇见那个导致儿子
死亡的男孩，她开始有意识地去
接近他。烦躁孤独的霍维，则似
乎正寻找一个心灵的港湾……

奇异博士
播出时间：4月28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斯特兰奇博士是一名高超
的外科手术医生，是医院乃至整
个医学界的传奇人物。某一日，
斯特兰奇博士遭遇了一场可怕
的车祸，尽管保住了双手，但他

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了。
斯特兰奇博士的生活就此

陷入了绝望之中，他决定寻找能
够治愈他双手的神秘力量。在尼
泊尔，风尘仆仆的他拜入神秘的
古一法师门下，成为其弟子，与
此同时，古一法师曾经的弟子卡
西利亚斯亦在虎视眈眈，企图完
成他获得永生的大业。

谎言的诞生
播出时间：5月1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这是一个根本不知谎言为
何物的世界，人们正常工作生
活，只是所有人讲的都是真话。
一个刚经历失业、失恋、穷困潦
倒的年轻人马克有一天参透了
这个秘密——— 他用一个谎言，让
自己账户上的钱增加了，但是没
见过谎言的人们完全相信他。尝
到甜头的马克开始利用这个秘
密不停说谎，用来谋取任何他想
要的东西。随着马克的谎言越编
越离谱，相信他的人们越来越
多，让事情愈发不可收拾。而马
克也渐渐发现，面对自己心爱的
女人珍妮弗，用“世界末日要来

了”将她骗上床并不是自己想要
的，能获得爱情的唯一手段仍旧
是真实……

电梯里的恶魔
播出时间：5月2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一天上午，有人坠楼摔死在
一辆货车上。负责调查的警探博
登来到现场后发现第一现场并
不在货车停靠的位置，而是在

不远处的一栋大厦。与此
同时，这栋大厦的一处
电梯突然故障，悬停
在20层附近，电梯中
的三男两女被困。大
厦保安派去的维修人
员也未能解决故障。

封闭的电梯里，五人因
持续被困而情绪焦躁并争

执起来。就在此时，电梯内的灯
突然熄灭了十几秒钟，黑暗过
后，其中一名女郎的背部受伤流
血不止。保安决定报警。

博登接到大厦保安报案后
赶赴监控室，正欲调动警力解救
被困人员时，电梯内的灯再次熄
灭。灯亮之后，人们发现其中一
名男子已被杀害，而凶手似乎只
有可能是剩下的四人之一……

歪小子斯科特
播出时间：5月3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梦想成为歌手的摇滚青年
斯科特有一支乐队、几个死党和
一段不堪回首的恋情，他深爱的
前女友安维·亚当斯被自己崇拜
的同行横刀夺爱。正当悲观的他
陷入了深深的感情阴影中无法
自拔时，高中生少女奈福斯·周
和梦中情人拉蒙娜·花同时出现
在他的眼前。斯科特对花一见钟
情，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必
须先打败她的7个邪恶前男友，
才能得到花的芳心。而此时，安
维·亚当斯的归来和奈福斯·周
的乱入又为这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增加了难度。

如果人类不说谎

每次看自然纪录片都让人
感慨生命的美好和大自然的美
轮美奂。BBC的自然纪录片值得
一看，镜头前的景色从春天进入
夏天，然后到秋天，花儿从盛开
到枯萎，青苔从绿色到披上霜
冻，蜘蛛在树杈之间一圈一圈快
速地织着蛛网……这只是影像
英伦频道本周播出的《生命》其
中一集的片段，喜欢自然纪录片
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宝岛怡家频道

《真爱趁现在》

奕茹一心扑在事业之上，因
此而忽略了个人的感情生活，某
日，她意外地被医生告知患上了
不治之症，只剩下半年的寿命，精
彩的人生还未真正开始，便即将
走向终结。震惊和绝望之中，奕茹
踏上了前往异国的旅途。

途中，奕茹结识了名为蓝仕
德的男子，然而，这却并非两人
的第一次见面。原来，早在大学
时期，蓝仕德便被奕茹的善良和
坚强所吸引，这次重逢让这份纯
洁美好的感情迅速升温，没过多
久，两人便坠入了爱河。尽管得
知了奕茹的病情，但蓝仕德却并
没有退缩，在海边，两人举行了
一场浪漫至极的婚礼，然而在此
之后，奕茹不辞而别。

影像英伦频道

《生命》

《生命》是由BBC共耗时四
年制作的纪录片，2009年是达尔
文诞辰二百周年，也是《物种起
源》发表150周年。为了纪念，本
片力图展现自然界缤纷物种的
多样性，和它们为适应环境而进
化出的各种神奇生存本领。

该系列纪录片主要讲述了
大自然中130个令人难以置信的
故事。前沿摄影技术捕捉到了前
所未有的惊人美景——— 求偶的
小鸟在水面上跳着让人眼花缭
乱的复杂舞步，表示忠诚；鱼使
用鱼鳍飞翔，摆脱猎食者的追
捕……这是正在发生的进化过
程：在极端压力下，生物体战胜
来自敌方和环境的挑战，不断拓
展行为极限。

还有什么能如生命般美丽

4月27日至5月3日，下列频
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影像英伦频道
生命
队列之末
黄石公园
皇家律师 第1季
超能少年 第2季
大象的秘密生活
爱玛
古老的世界
热播美剧频道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灭世 第2季
生活大爆炸 第2季
哥谭市 第1季
宝岛怡家频道
我的宝贝四千金
真爱趁现在
爱情女仆
自然传奇频道
树冠上的生活
疑犯追缉
人类星球
完爆拉斯维加斯
大型建筑回收
环宇电影频道
这就是英国
爱上足球的我们
迟来一步
美丽新世界
青春老男孩
红唇
哈里的女儿

英国本土导演西恩·迈德
斯的《这就是英国》是一部以
其亲身经历为原型的半自传
体作品，故事围绕一群生活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光头仔”
而展开。“光头仔”这一群体可
谓是英伦街头文化的典型代
表，其外表通常是光头，穿小
马褂和大马靴。他们喜欢足
球，音乐，喝酒，聊天。“光头
仔”有自己的音乐和乐队，身
上刻有黑色的十字架纹身，以
直率，真性情为行为准则。不
同于朋克的愤世嫉俗和冷漠，

“光头仔”们通常都很活泼和
理性。

1983年的英国，日不落帝
国已经尽显疲态。12岁的叛逆
少年沙恩的生活因为两件事
而改变：他的父亲在英阿战争
中阵亡，而他自己则在放学回
家路上与一群“光头仔”们不
打不相识，并成为他们中最小
的一员。影片起始就是一长串
1983年的英国新闻画面，与阿
根廷开战，戴安娜结婚，铁娘
子撒切尔铁腕镇压罢工等等。
除了这些重大事件，还穿插了
许多轻松却意义深刻的镜头，
如英国举国穿健美裤健身的
风潮，喇叭裤……简直可以让
亲身经历过这一时代的观众
产生一种“昨日重现”的错觉。

敬请收看环宇电影频道4
月28日22:00播出的电影《这就
是英国》。

谁的青春不迷茫

四个国度、四种人生、四
个男人、四段音阶，赢得500万
人的掌声。融合流行、古典曲
风，美声与通俗的歌唱技巧，
温柔细腻的情感渗透在英语、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
拉丁文的歌声之中——— 美国
男高音戴维、瑞士男高音厄
斯、西班牙男中音卡洛斯以及
法国歌手塞巴斯蒂安组成的

“美声男伶”，以其国际化、跨
领域、多元文化的杀伤力，首
张专辑就获得500万的销量。

英国乐坛巨匠西蒙·考威
尔组建的这个组合，永远只挑
选老情歌来翻唱；而几位迷人
的歌手，永远只以成功人士的
打扮出现，眼神总是深邃、歌
声总是深情、笑容总是迷人。

四个男人的外形与气质，
囊括了大部分女性喜欢的四
大类型：阳光、俊朗、忧郁、诗
意。四个人往台上一站，就能
轻易抓住女性观众的心。一旦
引吭高歌，这些非情歌不唱、
非慢歌不取的歌手，就成为浪
漫情歌的全新定义。

美声男伶：
美声版F4唱情歌

4月27日
美梦成真
时尚新生活
极速探险
4月28日
陈慧琳演唱会
美声男伶之夜：巴塞罗那现场
演唱会
冰路前行 第4季
4月29日
纵贯线2010台北演唱会
瓦洛多斯维也纳音乐会
时尚新生活
4月30日
陈慧琳演唱会
冰路前行 第4季
美声男伶之夜：巴塞罗那现场
演唱会
极限挑战
极速探险
5月1日
纵贯线2010台北演唱会
瓦洛多斯维也纳音乐会
美梦成真
5月2日
美声男伶之夜：巴塞罗那现场
演唱会
时尚新生活
极限挑战
5月3日
极速探险
瓦洛多斯维也纳音乐会
纵贯线2010台北演唱会

《《谎谎言言的的诞诞生生》》

《《生生命命》》

《《这这就就是是英英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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