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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新艺频道推荐

5月11日至5月17日，下列
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影像英伦频道
克兰福德记事
皇家律师 第2季
古老的世界
博物馆的秘密
爱玛
楼上楼下 第1季
飞天大盗 第6季
热播美剧频道
穹顶之下
妙女神探 第3季
美少女谎言 第1季
初代吸血鬼 第4季
灭世 第2季
生活大爆炸 第1季
自然传奇频道
地球脉动
劫后逃生
疑犯追缉
大型建筑回收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完爆拉斯维加斯
宝岛怡家频道
金大花的华丽冒险
比赛开始
我的宝贝四千金
真爱趁现在
高清影院频道
蛋炒饭
沉睡魔咒
幻影追凶
奶爸难当
霍比特人传奇

王大卫从小在北京胡同里
长大，他脑子慢，做事一根筋，
街坊四邻称他“王傻子”。“王傻
子”有一个简单的理想，就是要
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炒饭。

大卫的家是一个没落的御
厨世家，到了他这一辈，祖上的
饭馆早被收归国有。大卫喜欢
做菜，却没人教他，父亲只在生
命的最后时光为儿子做了一次
未完成的蛋炒饭。父亲走了，生
活仍继续，考上大学的好友李
红兵抢走了大卫的心上人苏茉
莉并始乱终弃。大卫为伤心的
茉莉做了一碗最好吃的蛋炒
饭，这碗饭温暖了茉莉的心却
未能留住她的身影。李红兵走
了，苏茉莉也走了，他们说要寻
找自己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大
卫承包了国营福瑞餐厅，他终
于有了能做饭的地方。李红兵
成了知名经济学家，苏茉莉如
愿当上了著名歌星，大卫还在
这家祖传的餐厅里品尝着各种
滋味。当社会的转速越来越快，
很多人开始掌控不了自己的生
活。苏茉莉退出娱乐圈，李红兵
负债被绑架。大卫重新拥有了
餐厅，他终于做出了世界上最
好吃的蛋炒饭……

敬请收看高清影院5月14
日12:00播出的电影《蛋炒饭》。

傻人有傻福

《悲惨世界》是由法国音乐
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
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一部音乐剧，改编自维克多·雨
果的同名小说。故事以法国大
革命为背景，讲述主人公冉阿
让在多年前遭判重刑，不断同
各种迫害以及自己的命运作斗
争以求生存的故事。冉阿让的
命运串起十九世纪法国数十年
的社会波澜和人间百态。该剧
于1980年在法国巴黎的体育宫
首次公演，大获成功。

而英文版本音乐剧自1985
年首演至今，已经演变成一个
经典文化符号，在世界各地的
演出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0年的25周年纪念版，由众
多音乐剧明星和其他明星倾情
加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演出
中，25年来曾在伦敦西区、百老
汇乃至全世界各个版本中担任
角色的老演员们，以及崭露头
角的学生新星将和当今的新星
们同台献艺，为您讲述音乐剧

《悲惨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悲惨世界》音乐剧：
史诗级传奇当之无愧

5月11日
时尚新生活
极限挑战
2008盛大周末音乐节
魔术大师
芭蕾舞：天鹅湖
5月12日
碧昂斯：非你莫属拉斯维加斯
演唱会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丝路
芭蕾舞：园丁的女儿
美梦成真
5月13日
悲惨世界25周年演唱会
芭蕾舞：天鹅湖
巴黎激情双人芭蕾
大河之舞
5月14日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丝路
芭蕾舞：园丁的女儿
魔术大师
美梦成真
5月15日
巴黎激情双人芭蕾
大河之舞
极限挑战
5月16日
为了你
芭蕾舞：园丁的女儿
魔术大师
5月17日
大河之舞
巴黎激情双人芭蕾
美梦成真

地下理想国
播出时间：5月11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并不遥远的2024年，人类
社会危机重重。地球能源日渐枯
竭，Trexx 集团将地铁连接成巨
大的网络，名为 Metro 。在这个
网络具象化的世界里，人们躲在
地下，如同工蚁一般奔忙劳碌，
无欲无求。罗格是一名电话接待
员，与其他人相比，他似乎显得
过于孤僻。在人们都习惯了地铁
生活时，只有罗格每天骑着单车
上下班，穿梭于城市街头。直到
某天早晨，罗格的自行车被人毁
坏，他不得不乘坐地铁上班。一
段奇妙的经历就此展开……

金刚狼3
播出时间：5月12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2029年，X战警早已经解散，
作为为数不多的变种人，金刚狼
罗根和卡利班照顾着年迈的X教

授，由于衰老，X教授已经丧失了
对于自己超能力的控制，如果不
依赖药物，他的超能力就会失控，
制造无法挽回的灾难。不仅如此，
金刚狼的自愈能力亦随着时间的
流逝逐渐减弱。

某日，一位陌生女子找到金
刚狼，将女孩劳拉托付给他，嘱
咐他将劳拉送往加拿大边境的

“伊甸园”。让罗根没有想到的
是，劳拉竟然是被植入了自己的
基因而培养出的人造变种人，而
在伊甸园里，有着一群和劳拉境
遇相似的孩子。邪恶的唐纳德紧
紧地追踪着罗根一行人的踪迹，
意图将人造变种人彻底毁灭。

逃离德黑兰
播出时间：5月14日16: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革命
军攻进了美国在伊朗德黑兰的
大使馆，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劫
为人质。有超过50名人员被关
押，但有6人逃脱，并躲在加拿大

驻伊朗大使肯·泰勒的家里。CIA
高层杰克·奥康纳找到专家托
尼·门德斯，让他协助将那六个
人带回美国。经过讨论后，CIA
决定以拍摄电影的名义，让托尼
到伊朗将六人带回。托尼联系了
他在好莱坞的朋友，选择了剧
本，他作为制片人带着剧本和各
种道具前往伊朗，开始了艰苦的
逃离德黑兰之路……

说来有点可笑
播出时间：5 月 15 日 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6岁的男孩克雷格经常会想
象自己的死亡，在尝试多种药物
皆没有效果后，自己来到精神病
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和一个
自杀了几次却没能死掉的鲍比
成了朋友，还认识了一个特别的
女孩诺艾尔以及许多“非正常
人”。他们在医院渐渐寻回了生
命的意义。最后，出院的克雷格
是否能让他原本阴霾密布的生
活重见阳光？

加油马歇尔
播出时间：5月17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弗吉利
亚的亨廷顿小镇上，那里有一支
令全镇人民骄傲不已的顶尖橄
榄球队——— 马歇尔大学橄榄球
队。长久以来，马歇尔大学橄榄
球队已经成为当地历史的一部
分，一代代队员们的运动精神在
时间和汗水中不断地被传承着。

1970 年，是大家不愿意记起
却又无法忘记的一年，参赛归来
的马歇尔大学橄榄球队乘坐飞
机途中，可怕的空难发生了，包
括队员、教练、后勤在内的75名
乘客全部丧生。人们被这一噩耗
惊呆了，悲伤和压抑的气氛迅速
席卷了整个小镇。这时，一个名
叫杰克的橄榄球教练站了出来，
他不忍看到居民们就此消沉，决
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延续马歇尔
大学橄榄球队的辉煌。

谁说女子不如男

热播美剧频道

《妙女神探 第三季》

身为重案组里唯一的女性
成员，简可一点也不输给她那些
精明强干的男同事们。对于简来
说，没有什么比时时保持警惕更
为重要的了，她的那股子劲头，
仿佛是在和整个世界作战。

毛拉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法
医，比起待在鲜活热闹的活人世
界，个性腼腆内向的她更乐意和
她那些“尸体伙伴”们一同享受
闲散的午后时光。但毛拉这个常
人眼中的“怪人”，和简竟然成为
了一见如故的好友和搭档，她们
一个“主外”，一个“安内”，联手

破获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案件，成
为了行业内的美谈，与此同时，
在职场之外，生活之中，亦有各
种各样棘手的难题等待着她们
两个人。本季中，简和毛拉将继
续接手一些古怪离奇的案子。例
如，一件谋杀案，一件发生在某
职业棒球队更衣室中的命案，以
及两件分别有关代孕母亲和女
巫审判的案子，简也将再次面对
重新出现的连环杀人案凶手查
理斯·霍伊特，
而 查 理 斯·霍
伊特则对折腾
简乐此不疲。

影像英伦频道

《博物馆的秘密》

该片将探访全球 14 座著名
博物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
探寻文物背后的秘密。而这些博
物馆中罕见的镇馆之宝将有史
以来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为什么
梵蒂冈的杰作被涂鸦覆盖？卢浮
宫如何保护名画《蒙娜丽莎》？为
什么拿破仑请人画了幅满是谎
言的画像？摄制组前往世界最著
名的博物馆寻找展品背后的故
事。从蒙娜丽莎、
图坦卡蒙国王的
黄金面具到英
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神秘的坦
克 室 ，片 中
充满了我们
已 知 或 未
知的惊人
真相。

通常被搬上荧幕的侦探
形象大多为男性，但在女性能
顶半边天的现代社会，破案什
么的女警员也不在话下。简和
毛拉是警局里的好搭档，两人
联手破了许多离奇的案子。本
周热播美剧频道为您推荐这
部《妙女神探》，不要错过。

电影被称为第七艺术，是大众日常娱乐的方式之一，谁能想
到，有时候拍电影还能救人呢？美国被劫持在伊朗的人质就被托尼
以拍电影的方式救出。本期高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道除了为您推荐
这部《逃离德黑兰》外，还有幻想未来世界的《地下理想国》《金刚狼
3》，治愈励志片《说来有点可笑》《加油马歇尔》，敬请关注。

拍电影能救人

《《妙妙女女神神探探》》

《《逃逃离离德德黑黑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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