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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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各个频道将有哪些精彩内容呢？

一周热荐

关
注
高
清
畅
享
馆
微
信

获
取
更
多
节
目
信
息

环球新艺频道

42 畅畅享享 22001188年55月2255日 星期五 编辑：权权震震乾乾 美编：顾顾佳佳泉泉HDTV

★环球新艺频道推荐

青梅竹马的爱情，总让人会
心一笑，童子军山姆带着自己一
见钟情的姑娘苏西一起出逃，他
们沿途看过了未曾见过的美景，
即使这趟旅程有尽头，但那份美
好仍然深埋心底。本周高清畅享
馆经典电影频道为您推荐这部

《小学鸡私奔记》，请不要错过。

小学鸡私奔记
播出时间：5月25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65年，在一个叫新彭赞斯
的小岛上，一队童子军驻扎在艾
凡赫营地里。学童山姆留信出
走，于是童子军教官华德和一众
童子军开始寻找山姆，小岛警察
夏普也展开了环岛搜寻。原来山
姆的出逃是计划已久的，他和

“问题”女孩苏西一起出走，而苏
西是岛上一对律师夫妻的女儿。

这支由童子军、童子军教
官、警察、律师父母组成的搜查
小队，终于找到了出逃的二人。
由于山姆是孤儿，这次事件后他
必须被送去未成年人收容所。当
晚，童子军队伍决定帮山姆和苏
西二人再次出逃。一场大风暴将
要从东部向小岛袭来，一行人将
会遇到什么……

危机大逆袭
播出时间：5月26日18: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简是一位业务能力十分了

得的法律顾问，她千里迢迢赶赴
玻利维亚，只为了完成一项十分
重要的任务——— 帮助陷入困境
的前总统佩德罗打败他的对手
维克多，在选举中扳回一城。

让简感到十分头痛的是，佩
德罗对于这场选举显然已经绝
望透顶，根本没有任何斗志和野
心，甚至对人民的诉求毫不关
心。与此同时，对方的选举顾问
派特亦是难缠的角色，两三次交
锋过后简显然处于劣势无路可
走。就在此时，一场意外的发生
让简看到了反败为胜的希望。

了不起的盖茨比
播出时间：5月27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22年的春天，作家尼克离
开家乡，随淘金热潮来到纽约。
虽然这里贫富两极分化，但尼克
为了追寻美国梦，放弃写作而进
入证券市场，并搬入纽约附近的
海湾居住，成为了神秘富豪盖茨
比的邻居。而海湾的对岸住着尼
克的表妹黛西和她的贵族丈夫
汤姆，尼克不仅被邀请去赴宴，
之后汤姆还带着他去找情妇寻
欢，尼克渐渐迷失在这个充满爱
与谎言的世界中。

盖茨比是唯一让尼克感到
充满希望的人。尼克被邀请参加
了盖茨比豪宅中的盛宴，他发现
盖茨比原来一直深爱着黛西，即
使她没等到他战后归来，转而嫁

给富豪汤姆，盖茨比一直深信他
们的爱情矢志不渝。尼克在盖茨
比被谋杀后，终于看清了这个上
流社会的虚情寡义，决心远离喧
嚣冷漠的大都市回到故乡……

血钻
播出时间：5月30日20: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九十年代非洲塞拉利昂，连
连战火使这片土地饱受摧残，非
法钻石贸易日益猖獗。阿彻是一
个地道的战争贩子，靠倒卖战区
钻石为生，他在监狱中无意得知
渔夫所罗门手里有极品粉钻。意
识到这是自己离开非洲的机会，
出狱后，他找到所罗门，准备和
他一起找出钻石，离开非洲。

所罗门是普通的渔民，因为
内战和家人分离，被叛军强制开
采钻石，他发现了一颗极品粉钻
并藏了起来；战乱来临，所罗门
进了监狱，后被阿彻救出，并在
战地记者麦迪·鲍文的帮助下，
找到了失散的家人，此时，他的
儿子迪亚却被叛军带走，生死未
卜。悲愤的所罗门答应和阿彻合
作，在叛军的控制范围内寻找钻
石，并寻找儿子。两个截然不同
的人，因为一颗血钻将命运联系
在了一起。

让爱自由
播出时间：5月31日22:00

播出频道：经典电影频道

1973年的马萨诸塞州，乔·
那斯特徘徊在一个名为凯普安
的小镇里，这是他已故的未婚妻
黛安娜·佛罗斯的家乡……

在小镇的咖啡馆里，一个丧
失理智的男人冲自己的妻子开
了枪，却误射中了女服务生黛安
娜。乔一下子陷入了无限的悲痛
之中，他的生活乱了计划，不知
如何是好。葬礼后，乔留在了未
婚妻家中，与她的父母本和周周
生活在一起。失去了女儿的本莫
名地希望乔能像儿子一样一直
与他们保持这种关系，他和周周
把乔当成了他们与女儿接触的
另一种方式。本邀请乔合伙开发
小镇的房地产生意，乔于是拼命
工作，想借助事业的成功来摆脱
佛罗斯一家而又不伤他们的心。

两小无猜，怦然心动

美国的超级英雄漫画及电
影层出不穷，除了正在热映的

《复仇者联盟3》外，地狱神探也
是深受观众热爱的角色，《帝国
杂志》更将其列位于50位最伟大
漫画人物中的第三名。但作为超
级英雄，地狱神探却区别于其他
角色，他又有哪些魅力呢？

热播美剧频道

《地狱神探 第一季》

康斯坦丁是一个神秘莫测、
身怀超能力的骗子。他不情愿地
成为地狱神探，与来自未来的邪
恶势力对抗，拯救人类。他有着
英俊潇洒的外表，乱糟糟的金

发，穿一件标志性的风衣，从少
年时期开始学习黑魔法。

他厌恶那些穿着紧身衣的
英雄，同样那些英雄们也厌恶着
他。但他总是有一种领导力，领
导那些英雄们无法判断的难题。
他欺骗魔鬼，欺骗上帝，他只为
了自己，但是他有底线和原则，
他自己衡量邪恶与正义。他总是
不由自主地去调戏盟友们，总会
有人死心塌地地中招，然后被他
伤透心。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有很
强的控制欲，当盟友不再信任他
时，他会使用自己的小手段去控
制住他们。总而言之，他是一个
欺诈师、心理学家、侦探、魔法

师、音乐家，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宝岛怡家频道

《美味的想念》

夏青柚是寄人离下的炒饭
工，她不怕苦、不怕难，拥有乌龟
般的超强耐力，却偏偏老是阴差
阳错，把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料理
王子傅在宇完美优雅的生活搞
得天翻地覆。原本毫无交集的两
个人，却在凌晨四点的港口渔市
相遇，为了竞标一只龙虾抢破了
头，就这样，两个不打不相识的
人，因为一只龙虾，结下了不解
之缘。晶莹剔透的黄金炒饭、香
甜酥绵的牛奶糖蛋卷和活蹦乱
跳会比赛的龙虾，一道道美味的
食物里，隐藏着通往记忆的钥匙
与生离死别的两代秘密。

这个超级英雄不一样

5月25日至5月31日，下列
频道播出的精彩节目有：
宝岛怡家频道
美味的想念
金大花的华丽冒险
真爱趁现在
比赛开始
影像英伦频道
医学新疆界
德国海岸线
飞天大盗 第6季
内鬼
真实的故事
呼叫助产士 第2季
博物馆的秘密
布朗神父
热播美剧频道
美少女谎言 第2季
生活大爆炸 第2季
灭世 第2季
地狱神探 第1季
妙女神探 第3季
欢乐合唱团 第5季
自然传奇频道
地球脉动
劫后逃生
疑犯追缉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杀手档案
高清影院频道
地球之夜
罗拉快跑
精武战士
街头霸王：春丽传

罗拉和曼尼是一对年轻的
恋人，曼尼是一个不务正业的
小混混，而20岁的罗拉则是相
信“天大的事情有爱情顶着”的
爱情至上主义者。

一天，曼尼为老大完成一
项钻石交易，带着装有10万马
克的钱袋等候罗拉的接应，然
而罗拉的自行车被人抢走，耽
误了约定的接应时间，曼尼只
好乘地铁回去。在地铁车厢里，
曼尼扶起身边的乞丐，同时，看
见两名警察向他走来。慌乱中，
曼尼下了车，竟然把钱袋忘在
了车厢里。显然，钱袋被乞丐拿
走了。此时距离曼尼和老大约
定见面交钱的时间只剩下20分
钟，如果20分钟之内筹集不到
10万马克，曼尼就会被老大杀
死。走投无路的曼尼打电话向
罗拉求救，如果罗拉20分钟之
内不能赶到，曼尼只能铤而走
险抢劫电话亭对面的超市。

考验罗拉爱情的时候到
了，为了在20分钟内筹到10万
马克，救出曼尼，她狂奔在向银
行家父亲求助的路上。

敬请收看高清电影频道5
月31日上午7:00播出的电影《罗
拉快跑》。

20岁，为爱奋不顾身

BBC逍遥音乐节：
已成为伦敦文化

创立于十九世纪的“逍遥
音乐节”，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
悠久的艺术节。作为一个致力
于吸引音乐入门爱好者的艺术
节，它的历史与成就，不仅已经
化为了伦敦文化的一部分，同
时也是许多英国人记忆当中的
一部分。

逍遥音乐节在夏天里的八
个星期举行，它是世界上最大
型的古典音乐节，如今每届音
乐节都会在艾尔伯特大厅进行
超过70场的音乐会。“逍遥音乐
节”这一名字的由来是一开始
参加音乐节的观众可以在音乐
会期间在会场内随意走动散
步，如无意外，每场音乐会的站
票只能在音乐会当天购买。这
个规定往往会使狂热的听众排
起长龙购买拥有著名音乐家或
音乐作品场次的门票。

逍遥音乐节一如既往地欢
迎世界各地的知名演奏家前来
献艺，同时也向世界展示英国
音乐界的风采，包括BBC自己
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1996年，
逍遥音乐节又进行了创新，推
出了“公园音乐节”、“逍遥音乐
节室内乐”和“逍遥音乐节讲
座”。1997年，逍遥音乐节首次
举办了独奏音乐会。

5月25日
为了你
魔术大师
极限挑战
阿瑟小子演唱会
里克斯坦因的远东奇幻之旅
5月26日
阿瑟小子演唱会
芭蕾舞：宝石
BBC2004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麦当娜：甜粘之旅演唱会
5月27日
夏奇拉：激情巴黎现场演唱会
为了你
泰勒斯威夫特 爱的告白世界
巡回演唱会
林子祥演唱会
魔术大师
里克斯坦因的远东奇幻之旅
极限挑战
5月28日
BBC2004年逍遥音乐节：安娜·
涅特里布科
5月29日
林子祥演唱会
极限挑战
夏奇拉：爱的原罪现场演唱会
魔术大师
5月30日
里克斯坦因的远东奇幻之旅
麦当娜：甜粘之旅演唱会
5月31日
极限挑战
为了你
理查德·哈蒙德的速成班 第
一季

《《小小学学鸡鸡私私奔奔记记》》

《《罗罗拉拉快快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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