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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新艺频道推荐

智能时代，低头族越来越
多，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人抱着
手机不撒手。你想过被手机支配
的生活吗？本周经典电影频道就
为您推荐一部手机支配人生活
的动作片《夺命手机》，其他推荐
的几部电影也均为动作类型，让
您一次看个够！

夺命手机
播出时间：5月4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美国工程师彼德森意外得
到一部手机，他先是因为它躲过
了一次空难，后来，又在赌场里
利用手机赢得了不少的钱。他这
个举动不仅引起了赌场头目约
翰的注意，也引来了格兰特特
工。表面上格兰特用诈骗罪将彼
德森逮捕，实际上他知道凡是用
过这部手机的人最后都会死掉。

这是一部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手机，一部具有预测能力的万
能手机，所有按照短信指令去做
的人，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财
富。然而，这些短信也能让人深
陷阴谋当中。这部神奇的手机究
竟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

非法制裁
播出时间：5月5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约翰和海伦结婚多年婚姻
美满，两人共同将两个孩子布兰
登和卢卡斯养育成人。

某日，约翰载着布兰登开车
行驶在回家的道路上，两人将车
暂时停在了一间加油站处。在加
油站，布兰登遇见了乔，后者是
黑帮领袖比利的弟弟，拥有着和
哥哥一样凶残冷酷的个性，约翰
脑海中有关儿子最后的影像，是
他倒在血泊之中的模样。重重波
折之后，法院释放了乔，约翰决
心亲手替儿子报仇，他义无反顾
地踏上了一条充满了暴力和鲜
血的道路。

藏身之所
播出时间：5月7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传奇间谍托宾·福斯特曾经
是CIA训练出的最顶尖的谍报工
作者，也是最大的叛徒。他把很
多秘密情报卖给了外国的谍报
机构，给美国造成难以估计的损
失。而CIA也派出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来追踪他，却一无所获。十
几年之后，福斯特因为被追杀，
不得已回到了众人的视线里。

马特·威斯顿是开普敦“安
全屋负责人”的一名新人，福斯
特将要被送到他负责的安全屋。
但是刚刚到达安全屋，一群雇佣
兵就从天而降来追杀福斯特。在
护卫人员全部被杀之后，威斯顿
不得不带着福斯特逃走。在这过
程中，两人化敌为友，最后威斯
顿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吗？福斯
特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播出时间：5 月 9 日 14：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检察官哈维·登特死后的八
年间，哥谭市在戈登警长的努力
下有效遏制了犯罪活动。而蝙蝠
侠布鲁斯·韦恩因为背负谋杀登
特的罪名，被警方通缉，在哥谭
市销声匿迹。然而，这看似平静
的状态被恐怖分子贝恩的出现

打破，他利用猫女偷取布鲁斯的
指纹，致使韦恩集团面临破产，
布鲁斯被赶出董事会。为了保证
韦恩集团投资的能源项目不被
坏人利用制造核弹，布鲁斯帮助
米兰达成为董事会主席。贝恩接
下来一连串精密设计的计划将
哥谭市陷入毁灭之境。布鲁斯只
能再次肩负起拯救哥谭的重任，
然而管家阿福辞职离开、猫女的
背叛、贝恩的凶残手段和爱人米
兰达的真实面目露出，都让他拯
救哥谭的行动变得不可能……

绿色地带
播出时间：5月10日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萨达姆政府受到重创，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WMD）成为美国出兵
的有力借口。罗伊·米勒所率领
的小分队奉命在伊拉克境内寻
找WMD，然而多次搜寻皆无所
获，这令米勒对线报的来源心生
疑惑。某次行动中，他遇到当地
的独腿男子法哈迪，从对方口中
米勒得知一众伊拉克关键人物
正在某地集会，行动中他意外发
现扑克牌通缉令上的艾尔·拉威
也在其中，而艾尔·拉威似乎和
美国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米勒不顾劝阻展开独立调查，发
现所谓的WMD不过是包藏了无
数丑恶真相的谎言而已……

恐慌！人被手机支配了

人比人气死人，但是要比谁
更倒霉，可能没人能比得上林启
明。他从棒球选手沦落到过街老
鼠，再到误打误撞在服役期间变
成逃兵……一连串倒霉事阴差
阳错在他身上发生，最后他来到
了花莲，在这里又有怎样的事在
等着他？本周宝岛怡家频道播出
的《比赛开始》不要错过。

宝岛怡家频道

《比赛开始》

一向我行我素、没有团体观
念的青棒选手林启明，最后一场
争冠赛，又因为个人英雄主义作
祟，让球队输了冠军战。不但因
此被同侪排斥，回到家乡还成了
公敌。而他黯然去服役，当兵时
又为了救一个新兵而莫名其妙
跟着那个新兵成了逃兵。

一身狼狈的逃兵启明跳上
列车，遇见从台北下来衣着华丽
的公主小五，启明怕被认出，公

主第一次一个人旅行，两人紧张
兮兮，沿路上公主以为启明是坏
人，启明以为公主识破他，两人
想逃离彼此，却又不断遇见，闹
出不少既紧张又爆笑的误会。

最后启明受不了了，下车步
行逃到花莲深山里，很衰的他却
又目睹一男子跳海自杀，该男子
正是尚未赴任的新城国小少棒
队教练洪启胜，启明阴错阳差
下，顶替洪启胜的身份，成为新
城国小少棒队教练，他盘算等筹
足旅费便要继续逃亡，在热情的
山胞教师布瓦安排下，住进由古

怪阿公经营的照相馆。怎料隔壁
住的是今天一直遇见的小五。启
胜心想晚上逃掉，结果因为种种
事端心生不忍，就这样成了新城
国小棒球队的教练。

影像英伦频道

《大象的秘密生活》

以非洲最美丽的景色之
一——— 肯亚北部山布鲁国家保
育公园为背景，用镜头来捕捉野
生大象不可思议的故事。从一只
新生大象蹒跚不稳迈出第一步，
到带头老母象芭比伦的经历，探
索温驯又体贴的大象的行为和
各种关系。这是独一无二的机会
透过深知大象习性的专家之眼，
观察它们。像大卫戴巴伦只要看
一眼就能立即辨认500种不同大
象；父女双人组莎芭和蓝道格拉
斯汉米顿，以奇特精准度解读它
们神秘又迷人的世界。该片揭秘
了大象的隐秘生活背景，深度剖
析了它们的情感与不为人知的
智力水平，以及人类想不到的大
象家族之间复杂的关系网。

来比一比谁更倒霉

5 月 4 日至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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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世 第2季
生活大爆炸 第2季
美少女谎言 第1季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哥谭市 第1季
影像英伦频道
古老的世界
大象的秘密生活
爱玛
生命
队列之末
博物馆的秘密
楼上楼下 第2季
皇家律师 第1季
克兰福德记事
宝岛怡家频道
比赛开始
第二回合我爱你
真爱趁现在
我的宝贝四千金
自然传奇频道
完爆拉斯维加斯
大型建筑回收
疑犯追缉
人类星球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劫后逃生
院线电影频道
城市里的圣诞节
昨日的果实
绑架卡丽娜·怀特的故事
心甘情愿
乡下女孩
幸福的黄色手绢

花田钦也因为失恋辞了工
作，开着他新买的汽车去北海
道散心。途中，遇上姑娘小川搭
车，两人结伴同行。在海边，又
遇到刚刚出狱的岛勇作。勇作
临出发时，给他的前妻光枝寄
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出狱的
消息。他还约定，如果她还是孤
身一人等着他，就在他们家前
的旗杆上挂上一面黄手绢。如
果没有黄手绢，他将永远离开。
一路上，他忐忑不安地期盼着
却又担心看不到黄手绢。

当初，做矿工的勇作和光
枝组建了幸福的家，仅仅因为
光枝没有将她以前流产的事告
诉他，寻衅发泄的他失手杀了
人，被判刑6年。他逼着她离婚，
认为自己不配让光枝等他，从
此光枝就杳无音讯。在花田和
小川的鼓励和陪同下，他终于
回到自己的家。远远地，他看到
旗杆上挂满了迎风招展的黄手
绢。相爱的夫妻二人终于团圆。

敬请收看院线电影频道5
月6日12：00播出的电影《幸福
的黄色手绢》。

真爱必定等待

说到芭蕾舞，可能没有人
不知道柴可夫斯基 1876 年作
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柴
可夫斯基所作的第一部舞曲，
流传至今历久弥新。

为何一部芭蕾舞剧经过几
百年仍然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
生命力呢？首先，优美的旋律。
这部芭蕾舞曲中，有如泣如诉
的管乐呜咽，表达奥杰塔公主
纯洁的内心世界；也有华丽明
朗的舞曲，表现齐格费里德王
子的阳光和活力。其次，纯美无
比的童话。《天鹅湖》故事取材
于民间故事，即恶魔把美丽的
少女变作天鹅，但爱情和正义
的力量最终战胜邪恶。最后，芭
蕾舞者的舞姿。《天鹅湖》第三
幕著名的黑天鹅奥吉莉娅独舞
变奏中，黑天鹅要一口气做32
个被称作“挥鞭转”的单足立地
旋转。这一绝技由意大利芭蕾
演员皮瑞娜·莱格纳尼于1892
年独创，在圣彼得堡版演出中
出现。这一绝技至今保留在《天
鹅湖》中，成为衡量芭蕾演员和
舞团实力的试金石。

芭蕾舞天鹅湖：
童话故事永不休

5 月 4 日
陈慧琳演唱会
美声之夜：巴塞罗纳现场演唱会
极限挑战
魔术大师
5 月 5 日
瓦洛多斯维也纳音乐会
2008 盛大周末音乐节
芭蕾舞：天鹅湖
5 月 6 日
纵贯线 2010 台北演唱会
碧昂斯：非你莫属拉斯维加斯
演唱会
悲惨世界 25 周年演唱会
5 月 7 日
2008盛大周末音乐节
芭蕾舞：天鹅湖
极速探险
美梦成真
5月8日
悲惨世界25周年演唱会
魔术大师
时尚新生活
5月9日
芭蕾舞：天鹅湖
美梦成真
魔术大师
极限挑战
2008盛大周末音乐节
5月10日
悲惨世界25周年演唱会
美梦成真
魔术大师
极限挑战

《《比比赛赛开开始始》》

《《夺夺命命手手机机》》

《《幸幸福福的的黄黄色色手手帕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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