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清畅享馆”节目预告 （1月11日-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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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有奖竞答活动：
虎鲸属于什么类动物？
A.鱼类 B.哺乳类 C.两栖类
二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高清畅享馆”全
包一年使用权
二等奖(一名)：“高清畅享馆”全
包半年使用权
三等奖(一名)：“高清畅享馆”全
包三个月使用权
参与奖(四名)：传统付费频道全
包一个月体验
三 .本期有奖竞答投票方式：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1)扫描“高清畅享馆”新浪官方
微博二维码关注并参与投票。

（2)扫描“高清畅享馆”微信公众
平台二维码关注并参与投票。

（3 )发送有奖竞答结果至邮箱：
2898749906@qq.com

（4)有奖竞答结果以短信发送至
号码：18853196123

四 .投票时间：
1月11日0:00至1月13日23:00

如果您对“高清畅享馆”或
“畅享家”有何意见或建议，可通
过以上方式反馈给我们，我们将
努力改进，感谢您的支持。

一等奖：13553141845(手机短信)

二等奖：13863711256(手机短信)

三等奖:晓琳(微信平台)

参与奖：(排名不分先后)

（1)恰同学少年(微信平台)

（2)13553141845(手机短信)

（3)15854851889(手机短信)

（4)公主病(微信平台)

请中奖读者通过山东有线
官方投票平台于2015年01月17

日前与我们联系，凭投票平台发
送的中奖通知截图申领奖品，逾
期将视为自动放弃。

上期有奖竞答

中奖读者 ID公示
●人类的朋友——— 狗

狗是常见的家庭宠物，科学家认为狗是由早期人类从狼
驯化而来，在人类的训练下，狗变得越来越适合人类的生活。
纪录片《狗狗秘闻》将带我们探索关于狗的世界。我们为什么
会喜欢这种曾经凶猛的肉食动物呢？狗看到的世界和人类看
到的有什么区别呢？狗不同的叫声之间传递着什么信息呢？狗
身体语言，如尾巴、耳朵等，也是狗表达情绪的方式吗？科学家
通过很多有趣的实验，发现狗具有很好的社会性，经过训练后
更能懂得人类的手势、眼神，甚至是声音。狗不仅可以作为宠
物给我们带来欢乐，也能担任导盲、搜救、狩猎等职责，这都得
益于狗能够更好地懂得人类的语言信号。山东有线高清畅享
馆探索发现频道1月15日将为您播出纪录片《狗狗秘闻》，向您
展示狗的各种有趣研究，让您更加了解狗的世界。

●海洋中的杀手——— 虎鲸

虎鲸是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型齿鲸，身体有黑色或者
白色。他们牙齿锋利，性情凶猛，属于食肉动物，善于进攻猎
物，是企鹅、海豹等动物的天敌，有时它们还袭击其它鲸类，甚
至是大白鲨，可称得上是海上杀手。虎鲸分布于几乎所有的海
洋区域，从赤道到极地水域。水温或深度没有限制其范围。而
且虎鲸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一些群体组成的家族是
动物界中最稳定的家族。虎鲸的一些复杂社会行为，捕猎技巧
和声音交流，被认为是虎鲸拥有自己的文化的证据。山东有线
高清畅享馆探索发现频道1月13日14:42将为您播出纪录片《自
然世界之与虎鲸共舞》，将带领您进入虎鲸的世界。

●多姿多彩的蝴蝶

全球有记录的蝴蝶总数大约有20000种，中国约占2153种。
蝴蝶的数量以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出产最多，其次是东南亚
一带。世界上最美丽、最有观赏价值的蝴蝶，也多出产于南美
巴西、秘鲁等国。而且以蝴蝶为原型的舞蹈、戏剧和艺术品数
不胜数。纪录片《自然世界之蝴蝶》中，科学家带着对蝴蝶的热
爱，深入山林田野，寻找各种各样的蝴蝶。并不是所有的蝴蝶
都会被花的香气吸引，根据不同品种蝴蝶的习性，科学家们准
备了不同种类的诱饵。精致的画面，乡村风光，还有各种美丽
的蝴蝶，纪录片在唤起人们对蝴蝶热爱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
保护环境，才能保护这些美丽的蝴蝶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山
东有线高清畅享馆探索发现频道1月13日18:30将为您播出纪
录片《自然世界——— 蝴蝶》。

音乐会

国内剧场尚TV

1月11日 1 .向帕瓦罗蒂致敬（古典）
2 . AYO 奥利匹亚演唱会（普）

3 .久石让在武道馆

1月12日 1 .漂泊的荷兰人（歌剧)

2 . Queen Rock Montreal（皇后乐队

蒙特勒演唱会）

3托尼-本内特：美国经典演唱会（普）

1月13日
1 .汤姆-佩蒂和他的伤心者乐队01

2 .汤姆-佩蒂和他的伤心者乐队02

3 .汤姆-佩蒂和他的伤心者乐队03

4 .雪儿克罗演唱会

1月14日
1 .猫王皮礼士利巡回演唱（普）

2 .电台司令合唱团肢解树王现场实录
3 .洁肤贝克演奏会

1月15日 1 .东尼班尼特 - 世紀星赞演唱会
2 .钢琴怪杰不平静的旅行

3 .管弦乐团2010复活节音乐会

1月16日 1 .尼尔·戴蒙德纽约夜未眠（普）
2 .约翰传奇-蓝调之屋现场演唱会

3 . QlimaxDJ电音现场派对

1月17日
1 .纵贯线09台北演唱会01

2 .纵贯线09台北演唱会02

3 .纵贯线09台北演唱会03

4 .刘美君loveaddict音乐会

1月11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19、20 3、瑜伽健身普拉提11

2、奢华之旅11 4、欧陆特快车11

1月12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21、22 3、瑜伽健身普拉提12

2、奢华之旅12 4、欧陆特快车12

1月13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23、24 3、瑜伽健身普拉提13

2、奢华之旅13 4、欧陆特快车13

1月14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25、26 3、瑜伽健身普拉提14

2、奢华之旅14 4、欧陆特快车14

1月15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27、28 3、瑜伽健身普拉提15

2、奢华之旅15 4、英国疯狂汽车秀第14季01

1月16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29、30 3、瑜伽健身普拉提16

2、商业精英01 4、英国疯狂汽车秀第14季02

1月17日
1、骑车找美食烹饪竞赛第1季31、32 3、瑜伽健身普拉提17

2、商业精英02 4、英国疯狂汽车秀第14季04

1月11日 果宝特攻2 21-22 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3

1月12日 果宝特攻2 23-24 战鸽总动员

1月13日 果宝特攻2 25-26 怪物史瑞克1

1月14日 果宝特攻2 27-28 怪物史瑞克3

1月15日 果宝特攻2 29-30 怪物史瑞克4

1月16日 果宝特攻2 31-32 小鬼当家

1月17日 果宝特攻2 33-34 冰河世纪

1月11日 坏中尉 赛拉菲娜(花开花落) 谢利

1月12日 黄金罗盘 社交网络 我生命中最糟糕的男人

1月13日 杰克的过去 胜利之光 英雄时代

1月14日 杰克去划船（为爱疯狂）食品公司 樱桃炸弹

1月15日 结婚许可证 双面鬼计 硬糖

1月16日 她找我 双赢 夏日时光

1月17日 金钱游戏（傻爱成金） 说来有点可笑 终极天将

1月11日 拯救女兵司徒慧 25-28 好想好想谈恋爱 25-28

1月12日 拯救女兵司徒慧 29-32 好想好想谈恋爱 29-32

1月13日 我的父亲母亲 1-4 大风歌 1-4

1月14日 我的父亲母亲 5-8 大风歌 5-8

1月15日 我的父亲母亲 9-12 大风歌 9-12

1月16日 我的父亲母亲 13-16 大风歌 13-16

1月17日 我的父亲母亲 17-20 大风歌 17-20

奇奇妙妙的的
动动物物世世界界
——— 高清畅享馆探索发现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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