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频道带您
体验流畅的高清互动点播。本期畅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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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
王子与公主，小红帽与大灰狼，
即使看过成千上万次，但是改编
的电影我们还是乐滋滋地期待
着。本周高清畅享馆经典电影频
道将为您推荐《小红帽》《巨人捕
手杰克》和《灰姑娘》三部童话电
影，不要错过。

新铁血战士
播出时间：5月18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一道极强的亮光，将分处五
大洲的8个人带到了一片未知所
在。他们身背降落伞从高空坠
落，继而落入一望无边的雨林。
这群人中有车臣部队战士、以色
列国防军、墨西哥特种部队成员、
FBI通缉的要犯、日本黑帮稻川会
头目以及一名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的医生。他们彼此互不相识，也
不知道为何被带到了这片陌生
丛林。在罗伊斯的带领下，众人
开始朝制高点进发，最终发现他
们竟然置身在一颗外星球中。与
此同时，凶猛邪恶的猛兽接连
向他们袭来，罗伊斯意识到，他
们不过是一群外星生物选出的
猎物，而这片雨林正是外星人
的狩猎场。危机四伏，这些无所
依靠的人类不得不去面对身形
巨大、嗜好杀戮的铁血战士……

小红帽
播出时间：5月19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静谧的黑暗森林边缘，有
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长久以来，
关于狼人的各种传闻广为流传。
美丽的少女瓦莱丽已到成婚之
年，家人把她许配给了村子里有
钱人家的儿子亨利，然而瓦莱丽
真心爱着的却是与自己青梅竹
马的樵夫彼得。为了追求真爱，
瓦莱丽和彼得决定私奔。然而正

当他们计划逃走之时，狼人杀死
了瓦莱丽的妹妹。村民们长久的
积怨终于爆发，他们决定要铲除
威胁村民的狼人。残酷的战斗之
后，村民们在一座山洞里杀死了
一只巨狼。然而山洞中的巨狼并
不是传说中的狼人，真正的狼人
其实一直隐藏在村民之中……

巨人捕手杰克
播出时间：5月20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曾几何时，云端的巨人依靠
通天豆荚来到大地，横行肆虐，
吞噬人类。多亏埃里克国王将巨
人赶回老家，巨人从此只是传
说。自幼深深为巨人故事所吸引
的穷人家青年杰克进城买马，偶
然遭遇一名被皇家卫队追捕的
僧侣，他更在慌乱中用马换了对
方手中的豆荚。夜幕降临，暴雨
突至，不愿将毕生幸福付与他人
的公主伊莎贝尔趁乱出走，辗转
来到杰克家中避雨。正当他们聊
天之际，被雨水浸透的豆荚突然
发芽，豆茎疯长，直达天际，将困
在屋中的公主带入云端。为了找
回公主，杰克自愿加入国王组建
的营救队伍，等待他们的却是耳
熟能详的传说里的巨人……

十二罗汉
播出时间：5月23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在赌城盗窃案三年之后，重
归于好的丹尼与泰丝二人的闲
适生活戛然而止，因为赌场大亨
班奈狄突然将丹尼和他的十名
同伙全部找到，并限定他们在两
周内筹钱，连本带利偿还他当年
被盗的一亿六千万。罗斯、莱纳
斯等人齐聚，他们因无力偿还只
得选择前往欧洲作案。然而丹尼
等人的欧洲之行困难重重，法国
神偷“夜狐”在暗中作梗，罗斯的

前任警探女友伊莎贝则率警方
严密盯防他们。这次，丹尼的团
伙还能顺利脱身么？

灰姑娘
播出时间：5月24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母亲去世后，瑞拉的父亲迎
娶了美丽的特曼妮夫人，特曼妮
夫人还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儿安
泰西亚和崔西里亚。瑞拉本着善
待他人的善良之心和继母与两
个姐姐和平共处，然而，这一切
却在父亲去世后发生了变化。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瑞拉彻
底沦为了特曼妮夫人的奴隶和
家中的女佣，可是，即使饱受压
迫与侮辱，瑞拉依然决定留下
来，守护这个家庭。一次偶然中，
瑞拉邂逅了名为基特的男子，然
而，她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充满了
魅力的年轻人贵为王子，还以为
他只是区区侍从。王子在王宫里
举办了大型的宴会，邀请全国上
下的少女们前往参加，瑞拉也想
去，但特曼妮夫人可不愿意。

绮梦一场是童话

她们的“夕阳红”有点不一样

5月18日至5月24日，下列
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热播美剧频道
美少女谎言 第1季
生活大爆炸 第1季
妙女神探 第3季
灭世 第2季
初代吸血鬼 第4季
影像英伦频道
飞天大盗 第4季
博物馆的秘密
呼叫助产士 第2季
克兰福德记事
克兰福德记事特别篇
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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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传奇频道
疑犯追缉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劫后逃生
地球脉动
高清影院频道
心灵捕手
星际迷航：暗黑无界
复仇
姐妹情深
青蜂侠
街头霸王：春丽传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蓝波，在他系上的公布栏写下
一道他觉得十分困难的题目，
希望他那些杰出的学生能解开
答案，可是却无人能解。结果一
个年轻的清洁工威尔在下课打
扫时，发现了这道数学题并轻
易地解开了这个难题。可是，威
尔是个问题少年，成天和好朋
友查克等人四处闲逛，打架滋
事。当蓝波找到这个天才的时
候，他正因为打架袭警被法庭
宣判而送进看守所。蓝波向法
官求情保释，才使他免于牢狱
之灾。

蓝波有心提拔这个个性不
羁的天才，要他定期研究数学
和接受心理辅导。数学难题难
不倒他，但对于心理辅导，威尔
却特别抗拒，专家们都束手无
策。无计可施之下，蓝波求助于
他大学时代的好友，一位事业
不太成功的心理辅导专家桑恩
教授，希望能够帮助威尔打开
心房。在桑恩的努力下，两人由
最初的对峙转化成互相启发的
友谊，而好友查克的一席话，更
是让他豁然开朗。威尔打开心
扉，走出了孤独的阴影，实现了
自我的价值。

敬请收看高清影院频道5
月19日00:07播出的电影《心灵
捕手》。

难题易破心结难解

《宝石》是美国现代芭蕾之
父巴兰钦的代表作，是一出融
合了法国、美国百老汇、俄罗斯
三种芭蕾风格的舞剧，伴之以
著名作曲家福莱、肖斯塔科维
奇、柴科夫斯基的名曲，制造出
绚丽辉煌的芭蕾盛景，剧中三
个部分的舞蹈分别被命名以

“绿宝石”、“红宝石”、“钻石”，
更加突出了奢华高贵的感觉。

此部芭蕾作品长90分钟，
第一部分“绿宝石”，表达的是
法国风格，这个浪漫主义舞蹈
的摇篮。女芭蕾舞者穿着翠绿
色的轻薄及膝丝裙，头戴绿宝
石皇冠。随着加布里埃尔·福
莱的管弦乐组曲《佩列阿斯与
梅丽桑德》翩翩起舞。舞蹈宁
静而欢悦，彷若绿宝石那平和
动人的光泽。第二部分“红宝
石”表达的是美国风格。在活
泼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
随想曲伴随下，另一队红色装
扮的舞者将我们带入一个热
情奔放的世界；女舞者的舞裙
也成了柔软贴身的红色“超短
裙”。舞蹈中融合了许多美国
爵士舞的动作，让人感到新鲜
与惊喜。第三部分“钻石”表达
的是豪华的圣彼得堡宫廷芭
蕾风格，这也是最为精彩的一
部分。

芭蕾舞：宝石
音乐舞蹈同样重要

5月18日
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丝路
为了你
魔术大师
极限挑战
芭蕾舞：园丁的女儿
美梦成真
5月19日
巴黎激情双人芭蕾
阿瑟小子演唱会
夏奇拉 激情巴黎现场演唱会
5月20日
芭蕾舞：园丁的女儿
芭蕾舞：宝石
大河之舞
泰勒斯威夫特 爱的告白世界
巡回演唱会
5月21日
阿瑟小子演唱会
夏奇拉 激情巴黎现场演唱会
极限挑战
魔石大师
5月22日
芭蕾舞：宝石
泰勒斯威夫特 爱的告白世界
巡回演唱会
美梦成真
5月23日
里克斯坦因的远东奇幻之旅
极限挑战
阿瑟小子演唱会
5月24日
为了你
魔术大师
里克斯坦因的远东奇幻之旅

《《克克兰兰福福德德记记事事》》

《《小小红红帽帽》》

《《心心灵灵捕捕手手》》

和以往我们见过的老太太
不一样，生活在村的那边，海的
那头有一群老太太，她们活泼又
八卦，善良又聒噪。她们居住的
克兰福德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
革命的洗礼，爱热闹的她们总能
找到新乐子。本周影像英伦频道
播出的《克兰福德记事》，就讲述
了一群不甘寂寞的老太太。

影像英伦频道

《克兰福德记事》

1842年，地处柴郡的小村庄
克兰福德正经历着大时代的巨
大变化，曼彻斯特通往克兰福德
的铁路开通。随着大量劳动力的
涌入，带来就业的压力，法律
和秩序被打破。有人找到自
己的爱情，有人找到发展的
良机，其他人则是害怕面对
社会秩序的崩溃。

杰奇小姐正在为了迎
接她的新住客——— 故友的
女儿玛丽而进行着紧张而
又精心的准备，对于这个墨
守成规的小镇来说，没有什

么消息能比一个陌生人即将到
来更能让人们兴奋的了，“万事
通”波洛小姐也是其中的一员。

布朗上校的大女儿杰西因
为不愿意丢下孤单的父亲而拒
绝了多桩婚事，热情的玛丽决定
帮一帮这位善良的姑娘。与此同
时，“大龄剩女”卡罗琳遇见了令
她心动的哈里森医生，主动出击
的她能够获得美满的爱情吗？

宝岛怡家频道

《金大花的华丽冒险》

在仑庄一带的兴隆市场有位
镇市之宝，金大花。她相当勤劳能
干，五官还算清秀，只可惜因为龅
牙和脸上的痣，让她饱受嘲笑。

大花一家在兴隆市场经营
一家南北杂货店，高中毕业后，
大花就选择留在家中的杂货店
帮忙，也好天天看着她的“白马
王子”林冠军。林冠军，七岁时独
立抚养他长大的母亲过世，自此
成为孤儿。当时，大花的妈妈夏
春娇，偶然发现冻得全身发紫的
冠军，便把他带回家照顾。

初中毕业后，冠军因为不
想再麻烦大花一家，而搬出
了金家。不过，每次真的惹
出了什么麻烦事，金家还
是他永远的避风港。长久
以来，怀报着感恩心的冠
军，都把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的大花当成妹妹。然而，在
大花心中，冠军哥就是守护
她的“白马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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