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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钟声

爱情 /  剧情 /  冒险 英文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70 分钟

山姆·伍德
VCD

加里·库柏，英格丽·褒曼，福图尼奥·博纳诺瓦

大国民

剧情/ 悬疑 英文
Citizen Kane

119 分钟

奥逊·威尔斯
VCD

奥逊·威尔斯，多萝西·康明戈尔

影片根据海明威的同名原作改编而成。以西班牙内乱为背景，
描述了与格里拉军共同作战的美国教授（加里·库珀饰）与市长的
女儿（英格丽·褒曼饰）之间在战争时期的恋情。

当时年仅25岁的电影大师奥逊·威尔斯自编、自导、自演的成
名代表作，内容和形式非常独特，是电影史上的一次重要实验和创新
之作。

ME- 2 D0000210 ME- 3 D0000211-D00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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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

爱情 /  剧情 英文
Jane Eyre

116 分钟

佛朗哥·泽菲雷里
VCD

夏洛特·甘斯布 / 威廉·赫特 / 琼·普莱怀特

小妇人

英文
Little Women

115 分钟

吉莉安·阿姆斯特朗
VCD

薇诺娜·瑞德 / 克莱尔·丹妮斯

简爱从小失去父母，寄住在舅妈家，不平等的待遇让她饱受欺
凌，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别人无法想象的委屈和痛苦。成年后，她成
了桑菲尔德贵族庄园的家庭教师，她以真挚的情感和高尚的品德赢
得了主人的尊敬和爱恋，谁料命运对她如此残忍，她为这段婚姻又
付出了难以计算的代价，但自始至终她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执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剧情 / 爱情

根据文学名著改编，故事叙述美国内战期间，马殊远赴战场，剩
下太太与四个女儿过着清苦生活。四姐妹遇上富家子弟罗利，而罗
利被二女祖的反叛性格吸引，二人互生情愫，但最后天意弄人，有
情人难成眷属。后来祖遇上了比她年长的比华教授，再开始另一段
恋情。

ME- 5 D0000215ME- 4 D0000213 - D00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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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无战事

英文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131 分钟

刘易斯·迈尔斯通
VCD

路易斯·沃海姆 / 刘·艾尔斯 / 本·亚历山大

学生王子

英文
The Student Prince

107 分钟

理查德·托比 / 柯蒂斯·伯恩哈特
VCD

安·布莱思 / 埃德蒙·珀道姆 / John Ericson

歌舞

理查德·托比导演的老派爱情故事，埃德蒙·珀道姆饰演欧洲
的王子，离开皇宫到美国上大学，初尝自由滋味，同时爱上了活泼
的美国酒吧女安·布莱思，但不久之后他就被召回国继承王位，只
好无奈离去。数年后，他重回旧地企图找寻昔日的梦中人，但已人
事全非。本片拍摄水准只是一般而已，值得欣赏的是幕后代唱多首
插曲的五十年代歌王马里奥兰沙，他的歌声兼具雄浑与柔情，是当
年最受欢迎的男高音。新西兰电影《罪孽天使》中两个女主......

动作 /  剧情 /  战争

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以漂亮的口号呼吁年轻热
情的学生志愿者投身战场保家卫国，但他们在前线上目睹的战争实
况却是残酷而无意义的。当主角好不容易从爱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
时，却发现另一批青年学子又被骗上战场送死，而他自己则在一个
战壕中伸手捕捉一支蝴蝶时被敌军开枪击毙。导演刘易斯．迈尔斯
通以简明精练的手法写活了战争的荒谬无情，透过男主角卢·艾尔
斯饰演的保罗，从迷恋战争到心冷、心死的每......

ME- 6 D0000216 ME- 7 D0000217-D00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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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贞德

战争/ 传记/ 历史 英文
158 分钟

VCD

The Story Of Joan Of Arc

吕克·贝松
米拉·乔沃维奇 / 约翰·马尔科维奇 / 达斯汀·霍夫曼

翠堤春晓

剧情 / 音乐 / 传记 英文
The Great Waltz

104 分钟
VCD

朱利恩·杜维威尔 维克多·弗莱明
路易丝·赖纳 / Fernand Gravey / 米莉莎·科耶斯

圣女贞德的故事已被多次搬上银幕，但本片可谓同类题材中最
具视觉震撼力和可信度的一部，主要围绕贞德的一生就是一个战役
的故事展开。

本片是关于奥地利作曲家——“华尔兹王”约翰·施特劳斯的音
乐传记片。主要介绍了施特劳斯因酷爱音乐而被解雇后专门从事华尔
兹舞曲的创作，他的舞曲得到古典派的蔑视，但同时也得到平民的欢
迎，及有关他与妻子波蒂和皇家歌剧院卡拉·唐纳之间的三角关系。

900193-ME-2-008 ME- 8 D00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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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

动画 英文

VCD

The Ten Commandments

Bill Boyce / John Stronach
本·金斯利 / 克里斯汀·史莱特 / 阿尔弗雷德·莫里纳

乱世佳人

爱情 /  剧情 /  战争 英文
Gone With The Wind

238 分钟
VCD

乔治·库克 维克多·弗莱明
费雯·丽 / 克拉克·盖博 / 奥利维娅·德哈维兰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摩西接受上帝所颁布的“十诫”的故事。在圣
经的历史里，摩西是唯一一个亲眼见过上帝并称呼他为“朋友”的先
知。

在壮丽的时代画卷上演绎出一个极不寻常的爱情故事，开创了
以真实而辽阔的历史背景加虚构人物故事的爱情史诗片先河。

ME- 9 D0000220-D0000221 ME- 10 D0000222
1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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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

西部 / 爱情 / 剧情 英文
198 分钟

VCD

Giant

乔治·斯蒂文斯
伊丽莎白·泰勒 / 洛克·哈德森 / 詹姆斯·迪恩

修女传

剧情 英文
The Nun’s Story

149 分钟
VCD

弗雷德·金尼曼
奥黛丽·赫本 / 彼得·芬奇 / 伊迪斯·伊万斯

罗克·赫德森是个性温厚的德州牧场主人，他从东部娶了漂亮
的伊丽莎白·泰勒回来。詹姆斯·迪恩是个个性倔强的长工，却渐
渐暗恋上这个女主人。后来他获赠一块荒地自行开垦，不料因挖出
石油而成为富甲一方的石油大亨。直至下一代成长起来，他跟罗克
的家族仍然纠缠不清，因为他无法用金钱弥补内心的空虚。

女主角嘉比儿投身修道院，学习教会的戒律变成璐克修女。其
后被送到医学院学习当护士，毕业后派到非洲的比属刚果服务。在
那儿她认识了无神论的医生福图纳提，引起了她对宗教信仰的质
疑。不久璐克生病，病后被送回比利时，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医院旁炮声隆隆，修女们却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工作。比利时沦
陷后，璐克参加了敌后工作，爱心使她无法保持修道者的沉默和自
制。当她听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时，决定请求还俗。

ME- 11 D0000223 ME- 12 D00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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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亡

冒险/战争/动作 英文
172 分钟

VCD

The Great Escape

约翰·斯特奇斯
史提夫麥昆，詹姆斯葛納，李察艾登保罗

最长的一日

动作/剧情/ 战争/历史 英文
The Longest Day

178 分钟
VCD

肯·安纳金 / 安德鲁·马顿
理查德·伯顿 / 肖恩·康纳利 / 亨利·方达

二战期间，德军的战俘营里，每个人都在渴望着自由。美国人
希尔（史蒂夫麦奎因 Steve McQueen 饰）在进入战俘营的第一天
起，就一直计划着越狱。虽然他的十多次逃跑都以失败告终，但
希尔从未放弃。这次，希尔和英国军官罗杰计划秘密挖掘隧道带领
250人一起越狱。所有人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分力配合这次计划，
有人专门负责制作大家逃跑后需要穿着的平民服装、有人负责做假
证件、还有人负责储备食品等等。然而就在他们的隧道大功告成那
天，隧道却被德军发现了。逃跑计划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希尔他们
又开始新一轮的挖掘工作。

《拯救大兵瑞恩》之前描写盟军登陆诺曼底的经典之作。云集
了众多当时的超级男明星，阵容之强，在战争片中极为罕见。

ME- 13 D0000225 ME- 14 D00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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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雄兵

剧情 /  冒险 英文
95 分钟

VCD

The Naked Jungle

拜伦·哈斯金
埃琳诺·帕克 / 查尔登·海斯顿

日瓦戈医生

爱情 /  剧情 英文
Doctor Zhivago

197 分钟
VCD

大卫·里恩
奥马尔·沙里夫 / 朱莉·克里斯蒂 / 杰拉丁·卓别林

上流社会美女乔安娜通过应征至南美丛林中与克里斯朵夫成婚，
克里斯朵夫却因乔安娜为寡妇而无法接纳，冷嘲热讽并请她回国。
此时却碰上南美丛林中最可怕的食肉蚂蚁，这种蚂蚁队伍所经之处
连最凶猛的动物也会在一瞬间被啃成一堆白骨，所以沿途中尸骨遍
野，很多人此时想弃甲逃命。克里斯朵夫决心留下来与蚂蚁雄兵作
一场决斗，勇敢的乔安娜坚决与克里斯朵夫一起，以感动士著人留
下来共击天敌，火攻水淹，克里斯朵夫只身闯入蚁群中炸……

本片根据获诺贝尔奖作家的作品改编，史诗般地呈现了俄国革
命前后的宏伟场景，以气势磅礴的场景和摄影忠实地再现了原著小
说的意境。

ME- 15 D0000227 ME- 16 D0000230-D0000231-D00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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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断蓝桥

爱情 /剧情 /战争 英文
108 分钟

VCD

Waterloo Bridge

梅尔文·勒罗伊
费雯·丽 / 罗伯特·泰勒 / 露塞尔·沃特森

音乐之声

家庭 / 剧情 / 音乐 / 传记 英文
The Sound Of Music

174 分钟
VCD

罗伯特·怀斯
朱丽·安德鲁斯 / 克里斯托弗·普卢默

《魂断蓝桥》是一部荡气回肠的爱情经典之作，内容虽有些传
奇化，但文艺气息浓厚，具有甚高的催泪效果，主题曲《友谊地久
天长》更是风靡全世界。

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国，一名实习的修女为旅居住男爵的管
家，不但得到他七个儿女的喜爱，最后还成为男爵太太，并帮助他
们全家逃出纳粹的魔掌。

ME- 17 D0000233 ME- 18 D0000234-D00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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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爱情 / 剧情 / 战争 英文
208 分钟

VCD

War And Peace

金·维多
奥黛丽·赫本 / 亨利·方达 / 梅尔·弗尔

捕鼠记

动作 / 家庭 / 喜剧 英文
Mouse Hunt

98 分钟
VCD

戈尔·维宾斯基
内森·连恩 / 李·伊万斯 / Vicki Lewis

本片描述了在拿破仑指挥军队进攻俄国时大动荡年代中的一段经
典爱情故事，是一部史诗般的战争巨片。安德烈不顾怀孕的妻子和
年迈的父亲，坚持到军队服役。战役失败，他颓丧回家，恰逢妻子
难产而死，彼埃尔则在父亲临终前被立为财产继承人，并承袭了其
父的伯爵称号，和贵族库拉金的女儿艾伦结婚。婚后不久，因两人
性格不合而分居。彼埃尔与罗斯托夫伯爵一家在去打猎的路上，把
沉浸在丧妻之痛的安德烈也拉去打猎，伯爵的女儿娜塔莎……

父亲的去世使得已分手多年的欧尼、拉尔斯兄弟重新相聚，他们
的父亲鲁道夫·斯芒兹是一个生产绳子的商人。玩世不恭、开着一
家时髦餐厅的哥哥主张卖掉父亲的工厂，这座千疮百孔、朽木残坦
的工厂似乎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但是，多愁善感的弟弟拉尔斯
却坚持保留这份家产，他抹着眼泪重复着父亲的座右铭：“没有绳
子的世界将是一片混乱。”不幸的是，欧尼失去了他的餐厅，因为
他最尊贵的顾客，该市的市长在狼吞虎咽时吃……

ME- 19 D0000236-D0000237 ME- 20 D00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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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E.T

奇幻 / 家庭 / 科幻 英文
115 分钟

VCD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亨利·托马斯 / 德鲁·巴里摩尔

阿甘正传

战争 / 喜剧 / 爱情 / 剧情 英文
Forrest Gump

142 分钟
VCD

罗伯特·泽米吉斯
汤姆·汉克斯 / 罗宾·怀特 / 加里·西尼斯

影片描述一位十岁男孩与一个外星造访者，划破时空隔阂，建立
了纯真的友谊，是一部是罕见的富有人情味的科学幻想片。

他是一个占据着成年人躯体的幼童、一个圣贤级的傻子、一个
超越真实的普通人、一个代表着民族个性的小人物。

ME- 21 D0000239 ME- 22 D00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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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风暴

动作/惊悚/ 剧情 英文
116 分钟

VCD

Crimson Tide

托尼·斯科特
丹泽尔·华盛顿 / 吉恩·哈克曼 / 特·克拉文

巴顿将军

剧情 / 战争 / 传记 英文 
Patton

170 分钟
VCD

弗兰克林·斯凡那
乔治·C·斯科特 / 卡尔·莫尔登 / 詹姆斯·爱德华兹

纵然全球充满反核的声音，但在军事用途里核子武器却是国家级
的皇牌。俄罗斯政变，美国派出装有核武器的潜艇阿拉巴马号到俄
罗斯水域戒备。突然局势急剧转变，潜艇收到发射核弹的指令，怎
料接收器被敌人鱼雷破坏，使指令模糊。青年军官亨特认为要延迟
发射，但经验丰富的林西上尉则主张按本子办事，发动战争……

一部史诗式传记片，大自然的优美景致和战争的氛围交织成一
幅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荣获第43奥斯卡最佳影片等7项大
奖。

ME- 23 D0000241 ME- 24 D000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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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宝奇兵1,2,3

动作 / 冒险 英文
118 分钟

VCD

Indiana Jones 1,2,3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哈里森·福特 / 凯特·卡普肖 / 关继威

甘地传

剧情 / 历史 / 传记 英文
Gandhi

188 分钟
VCD

理查德·阿滕伯勒
本·金斯利，坎迪斯·伯根。约翰·吉尔古德

琼斯同一个上海夜总会歌手和12岁小孩兰德来到一个印度村
庄。自从安卡拉圣石被盗走之后邪恶之神就常常骚扰这里，抢走儿
童。

金斯利凭借对甘地这一具挑战性的角色淋漓尽致的刻画，无可
争议荣获奥斯卡影帝头衔。影片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8项奥斯卡
奖。

ME- 25 D0000243-D0000244 ME- 26 D0000245-D0000246-D000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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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异第六感

惊悚 / 剧情 / 悬疑 英文
107 分钟

VCD

The Sixth Sense

M·奈特·沙马兰
布鲁斯·威利斯 / 海利·乔·奥斯蒙

中文电影名称魔鬼孩子王

惊悚 / 犯罪 / 喜剧 英文
Kindergarten Cop

111 分钟
VCD

伊万·雷特曼
阿诺·施瓦辛格 / 佩内洛普·安·米勒

九岁小男孩柯尔自称能见到死人。他的心理医生在一年前曾经遭
到他以前一个治疗失败的病人的枪击，因此发誓要尽力帮助这个男
孩。

警官约翰为了追查毒贩库伦，假扮教师进入学校接近毒贩的前妻
和儿子，然而幼儿园的工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ME- 27 D0000247 ME- 28 D00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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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人

家庭 / 剧情 / 喜剧 英文
101 分钟

VCD

Jack Frost

特洛伊·米勒
迈克尔·基顿 / 凯利·普雷斯顿 / 约瑟夫·克罗斯

辛德勒的名单

传记 /  历史 / 战争 英文
Schindler’s List

195 分钟
VCD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连姆·尼森 / 拉尔夫·费因斯 / 本·金斯利

影片把可爱的雪人赋予了生命，利用精良的视觉特效让其栩栩
如生，动了起来，还能表现高超的滑雪技巧，让人叹为观止。

德国投机商人辛德勒为了赚钱，在自己的工厂中使用廉价的犹太
人。面对纳粹的屠杀，辛德勒开始想法保护尽可能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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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非洲

爱情/ 剧情/ 传记 英文
150 分钟

VCD

Out Of Africa

西德尼·波拉克

梅丽尔·斯特里普 / 罗伯特·布朗道尔

玻璃屋

惊悚 英文
The Glass House

106 分钟
VCD

史蒂夫·安汀
安吉·哈蒙 / 乔·格拉什 / 乔丹·莘森

根据丹麦女作家艾萨克·迪奈森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在导演
刻意求工的漂亮包装下，非洲的原野风光和约翰·贝利的浪漫配乐均
显得美不胜收，男女主角的搭档颇有磁性。影片荣获第58届奥斯卡最
佳影片等7项大奖。

露比和雷特是一对姐弟，他们的父母格雷斯和戴夫·贝克在一次
车祸中丧生。惨剧发生后，父母生前的挚友特利·格拉斯和埃琳夫妇
主动收养他们，成为他们的合法监护人。格拉斯夫妇的宅第位于风景
如画的马利布市，姐弟俩搬进新居，尽情享受优裕、富足的生活。可
是不久，露比便开始感到不妙。她觉得埃琳和特利并非一对理想的监
护人，并怀疑父母之死与他们有关。特利是一个投机商，埃琳则沉迷
于毒品，也许，表面的关爱、友好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内心和本质。也
许，在收养两名遗孤一事的背后，他们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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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虎!虎!/偷袭珍珠港

动作 / 历史 英文

148 分钟
VCD

Tora! Tora! Tora!

理查德·弗莱彻
约瑟夫·科顿 / 马丁·鲍尔萨姆

双重情感

爱情/ 剧情/ 悬疑 英文
Passion Of Mind

105 分钟
VCD

亚兰·贝利内
Eloise Eonnet / Chaya Cuenot

本片切实呈现日军攻击珍珠港的始末。日本帝皇决定要展开攻
击，但美军高级将领却不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虽然拦截了日军的通
讯，但却把这项重要消息压了下来，甚至对雷达上的警讯也视而不
见，连发现日军强大的海军舰队逼近珍珠港时都未警觉到事情的严重
性。最后终于爆发珍珠港事件，美军在毫无戒备下，损失惨重，太平
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了解珍珠港事件前因后果、战略战术，本片
是最佳选择。这部由美国和日本联合制作的影片，细致地呈现了双方
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每一步，包括外交、军事和情报的发展。影片在观
点上不偏不倚，极其客观；在细节上不厌其烦，忠实史实。它具有极
高的史料价值，但在人物塑造方面则未下功夫。“虎！虎！虎！”是
日本空军在轰炸珍珠港时喊出的口号。该片的轰炸场面很壮观，当然
不如新片《珍珠港》充满电脑特技的45分钟轰炸戏，毕竟现代科技在
表现宏大及难以再现的场面时有着独特的优势。您若对《珍珠港》片
尾美军轰炸东京的史实感兴趣，有一部1944年出品的影片《东京上
空30秒》详细叙述了这段故事。

黛咪·摩尔饰演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人在纽约的单身职业
女性玛迪；一个是已丧夫、与两个女儿居住在法国乡镇的温文女性
玛莉。两个人在梦中发现身份对调，梦想与现实经历时而交错，令
两人经历另一段爱情，玛迪与痴心艾郎相恋，玛莉爱上作家威廉，
两段情愈来愈真实，梦境好像很有质感，令二开始陷入这个双重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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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往事

剧情 英文
229 分钟

VCD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赛尔乔·莱昂内
罗伯特·德尼罗 / 詹姆斯·伍兹 / 伊丽莎白·麦戈文

舞动人生

剧情 / 喜剧 英文
Billy Elliot

110分钟
VCD

史蒂芬·戴德利
杰米·贝尔 / 朱丽·沃特斯 / 杰米·德拉文

   《美国往事》并不是一部风格明显的类型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
部纯粹的作者电影，它承载了赛尔乔·莱翁内所有的“美国情结”。

矿工的儿子比利机缘巧合迷上了芭蕾舞，这当然遭到家人的无情
嘲讽和坚决抵制。此时恰逢矿场大罢工，他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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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心灵

剧情 / 传记 英文
135 分钟

VCD

A Beautiful Mind

朗·霍华德
罗素·克劳 / 詹妮弗·康纳利 / 艾德·哈里斯

让爱传出去

爱情 / 剧情 英文
Pay It Forward

123 分钟
VCD

咪咪·莱德
凯文·史派西 / 海伦·亨特 / 海利·乔·奥斯蒙

数学家纳什读研究生时就发现了著名的博弈论，但却受到了精神
分裂症的困扰。他在妻子艾丽西亚的相助下顽强抗争，并获诺贝尔
奖。

尤金·赛门特（凯文·斯帕西饰）是一位善于把生活安排得井井
有条的社会学教师。阿琳·麦肯尼（海伦·亨特饰）是一位生活拮
据的单亲妈妈，为了抚养儿子特维（海利·乔·奥斯蒙特饰）而没
命地工作，借酒浇愁是她的唯一“爱好”。

这一切在这一天发生了改变，尤金给特维的班级布置了一道特殊
家庭作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特维决心从自己做起，因为他相信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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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笨，他是我爸爸

剧情 英文
132 分钟

VCD

I Am Sam

杰茜·尼尔森
西恩·潘 / 达科塔·范宁 / 米歇尔·菲佛

诺丁山

爱情 / 剧情 / 喜剧 英文
Notting Hill

124 分钟
VCD

罗杰·米歇尔

朱莉娅·罗伯茨 / 休·格兰特 / 瑞斯·伊凡斯

智障人山姆的7岁女儿露西的智力已经超过了他，社会工作者认
为山姆不适合再抚养露西。山姆决定聘请女律师丽塔帮他争取抚养
权。

到英国拍片的好莱坞大明星安娜，偶然跑到诺丁山的小书店买
书，竟然跟个性腼腆的老板威廉擦出爱情火花，然而这段跨越地域和
阶级的爱情能够躲过狗仔队的纠缠而获得美满结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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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兆

惊悚 / 科幻 英文
106 分钟

VCD

Signs

M·奈特·沙马兰
梅尔·吉布森 / 华金·菲尼克斯 / 阿比吉尔·布莱斯林

魔戒二部曲：双塔奇兵

动作 / 奇幻 英文
The Lord Of The Rings2

179 分钟

VCD
彼得·杰克逊
伊利亚·伍德 / 维果·莫特森 / 伊恩·麦克莱恩

农场主格雷汉姆和家人意外地发现自家的玉米田里出现了几个
一串串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庞大环状神秘图案，由此引发了众人的惊
恐……

霍比特人弗罗多和他的朋友山姆，继续前往魔多山要完成摧毁魔
戒的任务，一场魔戒圣战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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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1945

纪录片 英文
87 分钟

VCD

Last Days

James Moll
Bill Basch / Martin Basch / Dr. Randolph 

十月的天空

家庭 / 传记 英文
October Sky

108 分钟
VCD

乔·庄斯顿
杰克·吉伦哈尔 / 克里斯·库柏 / 劳拉·邓恩

斯皮尔伯格制片的纪录片，叙述二次世界大战尾声，德军入侵匈
牙利，彻底改变了一群犹太人的命运。电影中由五个犹太人亲身述
说，亲身经历大屠杀过程。从他们在故乡的童年谈起，到被遣送至集
中营，在处决前夕死里逃生，战争终了获得释放，最后移民美国，如
今均已成为美国公民。这群从艰苦困厄的童年中成长的犹太人，他们
坚韧的生命力令人振奋，他们面对挑战的勇气鼓舞人心。

在西弗吉尼亚的煤林地区，开采煤矿是当地所有人的生活中心。
约翰希克曼（克里斯库珀），霍纳的父亲，经过了自己的努力，终于
当上了监工，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威信。约翰喜欢煤矿，因为
这是整个地区存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发现煤矿，也就没有“ 
煤林”这个地方。他是整个地区的中心人物，而他也希望霍纳和他兄
弟吉姆来接班。但是吉姆在学校里赢得了一个橄榄球奖学金而得以继
续读书，霍纳也有自己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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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受难记

剧情 希伯来文

127 分钟
VCD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梅尔·吉布森
詹姆斯·卡维泽 / 莫妮卡·贝鲁奇 / 玛雅·摩根斯坦特

后天

惊悚 / 科幻 英文
The Day After Tomorrow

124 分钟
VCD

罗兰·艾默里奇
丹尼斯·奎德 / 杰克·吉伦哈尔 / 埃米·罗森

影片真实记录了耶稣基督一生中最后的12个小时，那是他化身人
类所遭受到的最残酷最痛苦的折磨，直到他生命的消逝。

在未来的世界，北半球因温室效应引起冰山融化，地球进入第二
冰河期，龙卷风、海啸、地震在全球肆虐，整个纽约陷入冰河的包围
中。气象学家盖兰赫一行人奋不顾身前往纽约营救他被困的儿子，
同时，与种种灾难斗争、拯救地球这个艰巨的任务也落在了他们的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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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戒三部曲：国王归来

冒险 / 奇幻 英文

201 分钟
VCD

The Lord Of The Rings

彼得·杰克逊
伊利亚·伍德 / 西恩·奥斯汀 / 维果·莫特森

侏罗纪公园

冒险 / 科幻 英文
Jurassic Park

127 分钟
VCD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山姆·尼尔 / 劳拉·邓恩 / 杰夫·高布伦

魔戒三部曲的最辉煌结局，将先前那繁杂的头绪收缩成一场无比
壮观的鏖战。本片横扫第76届奥斯卡，11奖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
演。

亿万富翁哈蒙德博士手下的科学家利用琥珀中的蚊子体内的恐
龙血液克隆出恐龙，建成了侏罗纪公园。然而意外却使得恐龙发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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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剑客

动作 / 冒险 英文
119 分钟

VCD

The Three Musketeers

Fred Niblo
道格拉斯·范朋克 / 玛格丽特德·拉·莫特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奇幻 / 冒险 英文
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87 分钟
VCD

亚瑟·鲁宾

玛丽亚·蒙特兹，Jon Hall，杜亨·贝

《三个火枪手》是好莱坞黄金时代出产的优秀动作电影。此后众
多的翻拍都没能达到该版本的高度。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中期的法
国，影片多线并进——有时候甚至有些令人费解的——情节围绕着路
易十三世赠予他的妻子安娜女王的珠宝展开。粗心的安娜将这些珠宝
送给了她的情人白金汉公爵——也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路易十三邪
恶的顾问黎塞留发现了安娜的草率，想借此机会说服国王想英格兰宣
战。与此同时，乡村小伙达达尼昂来到巴黎，想要加入国王的火枪手
兵团。在一次多事的旅行中，火枪手兵团意外遭到了黎塞留支持者的
袭击，达达昂尼和另外三位火枪手——阿索斯、波尔托斯、阿拉米
斯——并肩作战。达达昂尼随即加入了三人的行列，并与他们一起被
派往英国，希望在路易国王发现难堪的真相以前追回那些珠宝。

蒙古入侵巴格达，国王为胡拉哥汗所杀，小王子阿里逃至荒野，
巧遇四十大盗奔出岩洞。偷听得知了“芝麻开门”暗语，入洞中休
息，大盗回来见到小王子，爱怜不己，首领巴巴收养阿里为义子，称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开导四十大盗劫富济贫，并静候推番蒙古统治的
良机。胡拉哥汗高价悬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但大盗神出鬼没且人
民又视其为英雄，所有的缉捕徒劳无功，遂以胡拉哥汗娶亲的聘礼为
饵，诱捕大盗，阿里果真中计被拉哥汗的新娘阿玛娜公主救起，阿里
回忆起青梅竹马海誓山盟的小情人竟是阿玛娜，于是放回公主，在胡
拉哥汗婚礼上，大盗鼓动巴格达人民一举推翻胡拉哥汗的统治，拥阿
里王子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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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班底

剧情 / 惊悚 英文

128 分钟
VCD

All the King’s Men

斯蒂文·泽里安
西恩·潘 / 裘德·洛 / 凯特·温丝莱特

虎豹小霸王

剧情 / 冒险 / 犯罪 英文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10 分钟
VCD

乔治·罗伊·希尔

保罗·纽曼 / 罗伯特·雷德福 / 凯瑟琳·罗斯

影片改编自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同名小说，是一个关于人性、
权力、腐败、爱与背叛的故事，政客们在罪恶和诱惑的夹缝中铤而走
险。

19世纪末，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劫匪头目布奇·卡西迪扮
作路人在银行周围踩点，他的搭档太阳舞小子则在赌馆玩纸牌赢了老
板大笔钱。心犹不甘的老板起初想耍赖，但在得知面前的这两位就是
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虎豹小霸王”时，便立刻软了下来。临走，太阳
舞小子应邀露了一手他的神奇枪法。两人策马返回山寨，途中遇到几
个手下正准备外出抢劫，原来这是剽悍凶狠的洛根的主意。洛根要与
布奇决斗，以证明谁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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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密室

冒险 /  奇幻 / 悬疑 英文
Harry Potter And he Chamber Of Secrets

161 分钟
VCD

克里斯·哥伦布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爱玛·沃森 / 鲁伯特·格林特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冒险 / 奇幻 英文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152 分钟
VCD

克里斯·哥伦布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鲁伯特·格林特

哈利波特从小被寄养在姨丈家里，饱受歧视与欺侮，11岁生日
那天，哈利得知自己是巫师的后代，于是他被送往魔法学校学习。

在魔法学校完成第一年课程的哈利·波特回家过暑假。12岁生
日那天，小精灵多比警告他：因黑暗势力存在，一旦返回魔法校就
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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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悬疑 / 奇幻 / 冒险 英文
141 分钟

VCD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阿方索·卡隆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爱玛·沃森 / 鲁伯特·格林特

星际终结者

惊悚 / 科幻 / 冒险 英文
145 分钟

VCD

Independence Day

罗兰·艾默里奇
比尔·普尔曼 / 威尔·史密斯 / 杰夫·高布伦

外星舰队在美国国庆日包围地球，并攻击美国几个大城市。于是
美国总统号召世界各国共御外侮，将七月四日变成地球的独立日。

暑假才刚要结束，阿兹卡班监狱就发生了空前的越狱事件！传
言逃犯天狼星布莱克(盖瑞欧德曼)就是十三年前出卖了詹姆和莉莉的
人！现在他将矛头指向哈利波特，因此连一向安全的霍格华兹学校，
也进驻了魔法界最令人胆寒的狱卒“催狂魔”负责守护，校园里一片
风声鹤唳！哈利波特要如何对抗“催狂魔”的威胁，并赶在午夜时限
到达之前，找出潜伏的佛地魔仆人，阻止一场大灾难的发生呢？

ME- 56 D0000278ME- 55 D00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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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

战争 / 传记 英文
150 分钟

VCD

The Pianist

罗曼·波兰斯基
阿德里安·布洛迪 / 艾米丽雅·福克斯

奇迹的缔造者

剧情 英文
The Miracle Worker

95 分钟
VCD

娜迪亚·泰斯
海莉·凯特·爱森伯格，艾丽森·艾略特

本片导演手法扎实但不炫耀，布洛迪的表演是全片最大的亮点。
导演和男主角均获奥斯卡奖。影片本身获戛纳金棕榈奖。

既聋又哑的盲童海伦是父母的一大难题，他们无法与女儿交
流，痛苦的孩子只有靠发泄来折磨她的家人。父亲要送她去孤儿
院，但是母亲凯特无法同意这种残酷的做法。他们从盲人学院请来
了安妮小姐，她曾经是一个眼疾严重的女孩，在孤儿院里孤独地长
大。她深知那种不堪回首的生活的艰难，竭尽全力阻止送孩子去那
里，她坚信，靠她的帮助，海伦完全可以走出黑暗，和外部世界建
立起密切的联系。坏脾气的海伦让老师吃尽了苦头。首先，安妮必
须让孩子接受她的教育方法，而海伦的父亲不相信她，只给了她两
周时间。她说服了孩子父母由她们自己在单独的环境中授课。在安
妮看来，海伦生活在父母和家人的放纵和迁就中，家人的爱成了她
的最大障碍，甚至超过了她的缺陷。安妮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之下
强化对海伦的手指拼音的方法训练，使她在积累了一定的词汇后表
情达意，并与正常人一样懂得应该具备的得体的举止和 生 活
技能。海伦终于有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在老师的

引导和帮助下获得了新生。

ME- 57 D0000279 ME- 58 D0000280-D000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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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

剧情 / 历史 俄文
91 分钟

VCD

The Gadfly

Aleksandr Fajntsimmer / Losif Shapiro
Oleg Strizhenov / Marina Strizhenova

小公主

剧情 / 歌舞 英文
The Little Princess

91 分钟
VCD

沃尔特·朗 / 威廉·A·塞特尔
秀兰·邓波儿 / 理查德·格林尼 / 安妮塔·露易丝

影片主人公牛虻（即亚瑟），开始由于他的幼稚、无知，受了教
会的欺骗，连自己的情人琼玛也因出于误会而和他决绝。后来，他逐
渐成熟，成为一个革命者。当琼玛于十三年后重会牛虻时，依稀认出
他就是当年的亚瑟。他俩并肩战斗，牛虻不幸被捕牺牲。

上尉克鲁奉命前往南非作战，小女儿莎拉因为没有母亲，只好
被寄养在一所贵族学校，校长得知她出身贵族，以贵族了女招待。
时间一天天过去，前线不时传来阵亡名单。有一天，克鲁上尉的名
字出现在报纸的失踪名单上，因此无法再缴昂贵的学费，学校把小
莎拉赶出原来的房间，莎拉含着泪水做起小佣人。但他坚信父亲不
会离她而去，天天抽空跑去医院找父亲，她的那份真情感动了英国
女皇，也感动了老天，奇迹终于出现了……

ME- 59 D0000282 ME- 60 D00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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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世界八十天

喜剧 / 奇幻 英文

167 分钟
VCD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米歇尔·安德尔森
大卫·尼文 / 莫莱诺·马里奥 / 罗伯特·莫利

孤星血泪

剧情 英文
Great Expectations

145 分钟
VCD

Graham McLaren
Katie Allen / Jack Ellis / Christopher Ellison

影片讲述了一个英国绅士菲利浦·福格和其它绅士打赌在八十天
环游世界一周的故事。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导演内威尔翻拍狄更斯经典名著，影片
用传统的手法讲述了孤儿皮普一心想当上等人的故事，两位戏骨费
恩斯同海伦娜·伯翰·卡特的演出成为最大亮点。

ME- 61 D0000284 ME- 62 D00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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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

剧情 法文
75 分钟

VCD

La Putain Respectueuse

Charles Brabant / Marcello Pagliero
 Roland Bailly 路易·德·菲耐斯

本片改编自萨特的话剧，描写一个纽约妓女在开往美国南方的火
车上，见证了参议员的儿子谋杀一个黑人。但为了争取上流社会的“
尊敬”，她被迫自己当黑人女友，在法庭上做了伪证，然而一切徒劳
无功。

ME- 63 D0000286

傲慢与偏见

剧情 / 爱情 英文
 Pride & Prejudice

129 分钟
VCD

 凯拉·奈特莉 / 马修·麦克费登 

乔·怀特

根据简·奥斯汀同名小说改编。伊丽莎白·班纳特(凯拉·奈特丽 
饰)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有四个姐妹，母亲班纳特太太整天操心着为女
儿物色称心如意的丈夫。新来的邻居宾格来先生和他的朋友达西（马
修·麦克菲迪恩 饰）打破了她们一家人单调的乡村生活。宾格来和伊
丽莎白的姐姐简·班纳特互生情愫；达西对善良聪明的伊丽莎白产生
了好感，而伊丽莎白却对达西不可一世的傲慢心存偏见，不接受他的
感情。然而，世事难料，宾格来和简·班纳特因为误会，关系危在旦
夕；达西的种种作为，展示了性格中和伊丽莎白相同的善良一面，逐
渐赢得了伊丽莎白的好感。两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班纳特姐妹们
能否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简·奥斯汀笔下十九世纪初英国乡村生活
和社会风貌，重新展现在大银幕上。

ME- 64 D00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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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

爱情 / 剧情 / 歌舞
My Fair Lady

170 分钟
VCD

乔治·库克
安妮·海瑟薇

ME- 65 D0000288

英文

居里夫人

剧情 / 传记 英文
124 分钟

VCD

Madame Curie

梅尔文·勒罗伊 / 阿尔伯特·勒文
葛丽亚·嘉逊 / 沃尔特·皮金 / 亨利·特拉维斯

剧情从波兰女学生玛莉到巴黎求学开始，她因为跟退休科学家皮
埃尔居礼共享一个实验室而日久生情，后来结为夫妇。同时他们继续
从事科学实验，多年后发现了“镭”，因而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但居礼先生却在领奖前因车祸丧生。

ME- 66 D0000289-D0000290

第三十七届(6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窈窕淑女》获十三项提名夺
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彩色片摄影、最佳彩色片
美工、最佳彩色片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改编音乐八项大奖。

卖花女伊莉莎.杜利特尔，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乖巧，但出身寒
微，家境贫寒。她每天到街头叫卖鲜花，赚点钱补贴家用。一天，伊
莉莎低俗的嗓音引起了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的注意，教授夸口只要经
过他的训练，卖花女也可以成为贵夫人。伊莉莎觉得教授说的话对她
是一个机会，就主动上门请求教授训练她。教授的朋友皮克林和他打
赌，如果让伊莉莎以贵夫人的身份出席6个月后将举办的大使游园会
而不被人识破真相，那么皮克林愿意承担一切试验费用和伊莉莎的
学费，这激起了教授的斗志，希金斯欣然接受了挑战。他是不甘示弱
的，他从最基本的字母发音开始教起。希金斯是个精力旺盛和讲究科
学的学者，对每一感兴趣件事都能废寝忘食。他胸怀……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鲁滨逊

剧情 / 冒险 英文
Robinson Crusoe

105 分钟

VCD
罗德·哈迪 / 乔治·米勒

皮尔斯·布鲁斯南 / William Takaku / 波利·沃克

一个英国水手遇船难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在这种极度与世
隔绝，又需要与大自然博斗的情况下，他必须尽力让自已保持理智。
他在岛上将一个当地土著由食人族手中救出，而当他在面对一个与自
己不同种族、宗教与文化的人时，第一个反应是要取得优势地位。因
此他将土著取名为星期五，而且叫他称呼自己为「主人」。星期五是
被族人当成祭祀品带回到原来的部落。随著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鲁
宾逊因这个土著而改变了自己。也由于他们之……

ME- 67 D0000291

巴黎圣母院

剧情 / 恐怖 法文
115 分钟

VCD

Notre-Dame De Paris

让·德拉努瓦
吉娜·劳洛勃丽吉达 / 安东尼·奎恩

美丽善良的吉普赛姑娘埃斯米拉达白天靠跳舞卖艺为生，晚上则
和一群自称“乞丐王国”的穷苦人居住在一起。埃斯特拉达的美貌倾
国倾城，却给她引来了杀身之祸。国王卫队的队长菲比斯原本已有未
婚妻，却垂涎于埃斯米拉达的美色，骗取了她的芳心。就在菲比斯和
埃斯米拉达在旅馆幽会时，突然菲比斯被一个神秘的黑衣人刺伤。由
于黑衣人没有被找到，旅馆老板的供词又对埃斯米拉达非常不利，在
法庭上，埃斯米拉达受刑后被迫招……

ME- 68 D0000292-D00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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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剧情 / 传记 俄文
On His Own

100 分钟
VCD

马克·顿斯阔依
Aleksei Lyarsky / Irina Zarubina / Varvara 

高尔基三部曲之二，剧情描述孤苦的阿辽莎从小就开始了自食其
力的艰苦生活。他在绘图师谢尔盖耶夫家当过学徒，又在伏尔加河上
的“善良号”轮船餐厅当洗碗工，在画圣像的作坊里当学徒，最后失
业回到外祖父的家中。

ME- 69 D0000294

上尉的女儿

剧情 / 爱情 俄文
130 分钟

VCD

Russkiy Bunt

亚历山大·波罗斯金
马特兹·达米克基 / 卡洛琳娜·格鲁斯卡

这是普希金的经典作品，记录了俄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岁月，以
及残酷的现实对于忠贞爱情的考验。格里尼耶夫被父亲送到军队，他
冒着凛冽的寒风在白雪皑皑的边界上奔驰。他是去白山炮台的，路上
他遇到的普加乔夫救了他，他也送给普加乔夫一件兔皮袄，他当时并
不知道，自己日后的命运恰巧和这个人发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他更
没有想到，他会在这里找到自己一生的至爱。普加乔夫起兵的冲击波
席卷各地，他自立为皇帝，以反对叶卡德琳娜的统治，他的队伍打到
炮台，上尉因为不肯效忠于他而被绞死。因为普加乔夫认出了他的仆
人才使他免于一死。为了救出玛丽亚，他不得不向普军请求，但是，
他没有从战场上逃逸，军人的天职他将心上人交付仆人后，又回到战
场。但是，身为贵族和军官的他对于自己得以保全性命的原因无法申
述，他受到了严格的审查。玛丽亚向女皇说明了一切，使他又一次从
绞架下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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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

剧情 / 音乐 英文
NaNa

113 分钟
VCD

中岛美嘉 / 宫崎葵 / 成宫宽贵

另一个译名是：世上的另一个我。小松奈奈（宫崎葵饰）要去
见男朋友，在通往东京的火车上，她遇到了另一个Nana——大崎
娜娜（中岛美嘉饰），娜娜希望去东京重组Black Stone乐队。两
个nana一见如故，到达了东京有两人再次相遇，并且一同搬进了
出租屋707。两人虽然有着同样的名字，却有着迥异的性格，在二
人同居的生活期间，她们都受到了感情的创伤，她们在扶持中更
加了解彼此，感情也越来越深，一路鼓励对方寻找自己的理想。

大谷健太郎
ME- 71 D0000296

卡门

剧情 / 音乐 法文
152 分钟

VCD

Carmen

弗朗西斯科·罗西
Julia Migenes / Ruggero Raimondi

卡门出自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梅莱美笔下创作的人物，是个样貌
姣好的吉卜赛，也是个最早不自觉的「解放女性」，人间的伦理规
范她视若无睹，吃惯的是爱情自助餐。这无拘无束的自主精神本来
与人无尤，直至她遇上像荷西这样的情场初哥，还有像比才这样的作
曲家，使卡门顿升为十九世纪的神话人物，至今最深入民间的法国歌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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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也妮·葛朗台

剧情 法文
Eugenie Grandet

90 分钟
VCD

让-丹尼尔·维哈吉
亚历山德拉·龙东 / 多米尼克·拉布里埃

《欧也妮·葛朗台》是一幅法国19世纪前半期外省的色彩缤纷的
社会风俗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金钱对人的思想灵魂腐蚀
和摧残。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金钱都充塞着“污
秽和鲜血”，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冷酷的“现
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ME- 73 D0000298

绿野仙踪

奇幻 / 冒险 / 歌舞 英文
101 分钟

VCD

Wizard of Oz

维克多·弗莱明 / 梅尔文·勒罗伊
朱迪·加兰 / 弗兰克·摩根 / 雷·博尔格

一阵龙卷风把小女孩多萝西从黑白的乡间小屋吹到彩色的梦幻世
界，在铁皮人、稻草人和懦弱狮子陪伴下，踏上黄砖路，迈向翡翠
城。

ME- 74 D000029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红菱艳

爱情 / 音乐 英文
The Red Shoes

133 分钟
VCD

迈克尔·鲍威尔 / 艾默力·皮斯伯格
莫伊拉·希勒 / 安东·沃尔布鲁克 / 马留斯·戈尔林

本片的女主角佩姬是爱舞如命的人。当舞蹈团团莱蒙托夫问她为
什么要跳舞时，她的回答是：“就像你为什么活着”。她把自己生命
的激情倾注在芭蕾舞剧《红菱艳》的排练之中，结果她的演出大为成
功。后来她和作曲家朱利安坠入情网。于是她陷入了爱情与事业的冲
突之中，莱蒙托夫认为：“没有一位伟大的舞蹈演员可以去享受常人
的爱情”。但是他说服不了佩姬。佩姬离开了舞蹈团并结了婚。但是
后来一种强大的诱惑使佩姬决心重返舞台。

ME- 75 D0000300

雾都孤儿

剧情 英文
74 分钟

VCD

Oliver Twist

弗兰克·洛伊德
杰基·考甘 / James A. Marcus / Aggie Herring

影片根据英国作家狄更斯同名小说改编。以雾都伦敦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主人公奥立弗在孤儿院长大，
经历学徒生涯，艰苦逃难，误入贼窝，又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
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

ME- 76 D0000301-D000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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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白

剧情 匈牙利文
Macbeth

62 分钟

VCD
贝拉·塔尔
Cserhalmi / Macbeth / Erzsébet Kútv lgyi

犯罪老板邓肯的忠实随从麦克白被一年轻的女巫告知他终有一日
会获得巨大的权利，受此预言的驱使，麦克白密谋与他的妻子杀死邓
肯，并且为他获得了帮会的领导权。为了维系他的权利还需要更多的
谋杀和暴力，最后迫使他幸存的敌人联合起来一致要消灭他。

ME- 77 D0000302

翡翠谷

家庭 / 剧情 英文
118 分钟

VCD

How Green Was My Valley

约翰·福特
沃尔特·皮金 / 玛琳·奥哈拉 / 罗迪·麦克道尔

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李察·勒埃林的畅销小说《青山翠谷》，透
过一个矿工家庭摩根家小儿子休的观点，追忆十九世纪末威尔斯朗
达峰矿区的生活点滴。影片由男主角休收拾行理准备离开故乡开
始，透过他的旁白和摄影机的移动将时光带回数年前，家庭中发生
的种种不幸及家破人亡的过程。对角色个性和伦理亲情刻划得生动
感人，并藉着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环境
转变。

ME- 78 D000030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好兵帅克

剧情 / 喜剧 德文
Brave Soldat Schwejk

96 分钟
VCD

 Axel von Ambesser
Heinz Rühmann / Ernst Stankovski / Franz Muxeneder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奥国的亲王斐迪南公爵被暗杀。
帅克，一个看样子傻里傻气，性情敦厚的狗贩子。他在酒馆里表示了
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当时，奥匈帝国政府派出了大批警察特务到处搜
捕，酒馆的老板只说了一句：“苍蝇在皇帝的画像上拉了屎”，他就
被抓入狱了。帅克在酒馆里对时局大发议论，也被密探以叛国罪逮
捕。监狱里挤满了无辜的人们，帅克也被警察加上了侮辱皇帝，称赞
暗杀，煽动民众等一……

ME- 79 D0000304

安娜·卡列尼娜

爱情 / 剧情 英文
108 分钟

VCD

Anna Karenina

伯纳德·罗斯

苏菲·玛索 / 肖恩·宾 / 阿尔弗雷德·莫里纳

在十九世纪的莫斯科，贵族少妇安娜·卡列尼娜偶遇英伟军官
渥伦斯基伯爵，两人产生真爱，并决定私奔。两人的命运就此彻底
改变。

ME- 80 D0000305-D000030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双城记

剧情 英文
A Tale Of Two Cities

128 分钟
VCD

杰克·康威 罗伯特·Z·伦纳德
罗纳德·考尔曼 / 伊丽莎白·艾兰 / 艾德娜·梅

故事发生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罗纳德·考尔曼扮演的英国伦敦的
年轻有为的律师席尼·卡顿，他深深地爱上了巴黎女子露丝·曼纳。
但露丝．曼纳却仅仅只是把他当作普通朋友，而是嫁给了法国贵族青
年风度翩翩的查尔斯·达雷。当法国政治局势陷入一团混乱时，查尔
斯·达雷遭到暴民囚禁，露丝·曼纳走投无路，只好向席尼·卡顿请
求帮助。席尼·卡顿为了成全所爱之人的幸福，竟然以牺牲自己的生
命的方式来挽救情敌，在黑牢探监之际施展策划周……

ME- 81 D0000307

名利场

爱情 / 剧情 英文

141分钟
VCD

Vanity Fair

米拉·奈尔
瑞茜·威瑟斯彭，杰姆斯·鲍弗，乔纳森

这部影片改编自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以Rebecca 
(Becky)Sharp为主人公的经典小说。出身于下层社会的Becky，利用
她的机智，圆滑和性，排除万难，成功栖身于1820年的伦敦上层社
会，并在其中穿梭周旋。

ME- 82 D000030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贵族之家

爱情 俄文
Nest Of The Gentry

111 分钟
VCD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贝娅塔·蒂希基维茨 / Leonid Kulagin

拉夫列茨基是一个贵族，但生活很不幸，童年孤单，长大之后又
娶了一位背叛他的妻子。丽莎也是一位千金小姐，她默默地爱着拉夫
列茨基，他也默默地爱着她。当然，丽莎的母亲是不会同意的，他们
爱得那么苦。就在他们快要有结果的时候，拉夫列茨基的妻子回来
了，她乞求他的原谅，并带回了他们的女儿阿达。拉夫列茨基无奈地
接受了这一现实。拉夫列茨基的妻子很快还是走了，丽莎出家了。又
是多年以后，已迈入老年的拉夫列茨基独自在丽莎家的花园里静坐，
那是一个美好的夏夜。虽然丽莎走了，但是这座宅子还是充满着活
力，丽莎的妹妹和他的许多朋友在其中狂欢，青春的欢乐深深触动着
拉夫列茨基。“就让我燃尽吧，孤独的老年！”最后丽莎和拉夫列茨
基还是重逢了，只是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在那两人并行，却面向
不同方向的一瞬间，丽莎长长的睫毛抖动了一下，至于她此时心里在
想着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ME- 83 D0000309

大卫·科波菲尔

剧情
118 分钟

VCD

David Copperfield

德尔伯特·曼
Robin Phillips / 理查德·阿滕伯勒 / 劳伦斯

故事描述一位早年丧父的小男孩，因母亲的性格比较柔弱怕
事，童年时受尽继父的虐待，生活苦不堪言。当母亲突然病逝后，
他更是历尽艰辛，迫于无奈投身社会，辛劳地工作，饱受旁人的冷
言冷语。不过，他披荆斩棘、凭着顽强奋斗的精神，终于名成利
就，在事业上和生活上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到底这位主角怎样在
逆境中自强不息，改变坎坷的命运，活出生命的彩虹呢？

ME- 84 D0000310

英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贝多芬传

音乐 / 传记 法文
Un Grand Amour De Beethoven

116 分钟

VCD
阿贝尔·冈斯
Harry Baur / Annie Ducaux / Jany Holt

当贝多芬发现自己耳聋时，他周围一切本应发出巨大声响的事物
或现象，像雷鸣、瀑布等都被处理成无声，从而加强了贝多芬本人的
焦虑和痛苦心情。影片叙述贝多芬的一段爱情经历，中间穿插了贝多
芬耳聋后创作、指挥交响音乐演奏的生活片段。

ME- 85 D0000311

蝴蝶梦

惊悚 / 悬疑 英文
190 分钟

VCD

Rebecca

Jim O’Brien
查里斯·丹斯 / 艾米丽雅·福克斯 / Lucy Cohu

在法国南部海滨的一座悬崖上，一个古怪、忧伤，精神恍惚但是
很有魅力的男人来回徘徊着。一声惊叫打断了他的沉思，来到附近
画画的一个年轻女子怀疑这位先生有自杀的倾向而上前喝止。这个
鲁莽的举动倒让两人很快结识，甚至很快成为一对亲密的恋人。这
位英俊潇洒的贵族富豪叫梅西·文德斯，几年前的丧妻令他沉痛不
已，而那个年轻女子只是一个贴身使女。他们开始在外面约会，但
每次年轻的姑娘问起德文特久负盛名的曼德利庄园时，文德斯先生
总是显得忧郁而沉默。文德斯先生逐渐爱上了这个天真、善良的姑
娘，就在她要随主人离去的时候，他向她正式求婚。很快，梅西·
文德斯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回到了自己在英国的庄园。 

庄园里严厉的管家丹弗斯夫人明显流露出对新夫人的厌恶和对
前任文德斯夫人丽贝卡的崇拜，丽贝卡虽然死了，却又仿佛无处不
在，影响着庄园里的一切，到处都是带有里贝卡名字缩 写
的物品。新的女主人尝试着熟悉新环境，却一次次碰

壁，所有这些痛苦经历似乎都在给她一个暗
示：她的丈夫将永远——而且只爱丽贝

卡。她的猜疑、梅西的沉默，在这对新
婚夫妇之间划下了越来越深的裂痕……

ME- 86 D000031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包法利夫人

剧情 英文
Madame Bovary

VCD
苏菲·巴瑟斯
米娅·华希科沃斯卡 / 埃兹拉·米勒

《包法利夫人》改编自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同名小说。主人公爱
玛·鲁奥是一位农庄长大的女孩，美丽但不文静，成为小镇医生包法
利的夫人后，她对平淡的婚姻生活非常失望，沉浸在追求炙热爱情的
美梦中，先后结识了才华洋溢的年轻人赖昂和俊朗的贵族鲁道夫，并
发生了出轨的行为，忽略了丈夫和新生的孩子，使她走上自我毁灭的
道路。

ME- 87 D0000313

幽谷百合

122分钟
VCD

Lily Of The Valley

马赛尔·克拉韦那
黛尔菲娜·塞黎格 / 理查·勒杜克 / 乔治·马刹尔

《幽谷百合》内容简介：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瑟夫伯爵夫
人。伯爵夫人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
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弗利克斯后
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物利小姐的诱惑，附入情网。伯爵夫人得
悉，悲痛欲绝，把死当作是天主的恩赐。弥留之际，弗利克斯赶
到，她在临终时给他的信中吐露了情衷。这是一曲哀婉动人的爱情
悲歌。古堡发生的故事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幻的风云。“百
日政变”的影响，宫廷变化，老贵族的流亡生活，年轻贵族巴黎发
迹，等等，无一不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这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小
说之一，是法国文学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剧情

ME- 88 D0000314

英文
122 min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黑桃皇后

歌舞 / 剧情
Pikovaya Dama

106 分钟
VCD

罗曼·提科赫米洛夫
Oleg Strizhenov / Zurab Andjaparidze

赫尔曼是十九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新兴人类”代表，他文
质彬彬、仪表堂堂，却有着摩菲斯特的灵魂。他清高骄傲，从不淑足
赌场，心中却对不劳而获抱有极大的狂热。为了获取老伯爵夫人的牌
技秘诀，他机关算尽，甚至用爱情作为诱饵，不惜拔枪逼死了老伯爵
夫人。机关算尽得了悲剧首场。本片所批判的不仅使这些类唯利是
图、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也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冰冷的赤裸裸的金钱关
系。《黑桃皇后》是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作品。它描写了青年军官葛
尔曼为追寻一赌就赢的秘诀，故意去追求掌握此“秘诀”的伯爵夫人
的养女伊万诺夫娜，最后已被葛尔曼吓死的伯爵夫人却神秘出现，
将“秘诀”告诉葛，但葛在赌中违反“秘诀”规则，因赌场失意而发
疯。

英文

ME- 89 D0000315

化身博士

剧情 / 科幻 / 恐怖 英文
98 分钟

VCD

Dr. Jekyll And Mr. Hyde

鲁宾·马莫利安
弗雷德里克·马奇 / 米利亚姆·霍普金斯 / 罗丝·霍巴德

影片描述在维多利亚时代，杰克尔医生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新
药，吃下去便会变成另一个自我——野蛮残暴的海德先生。杰克尔
虽然已有贤惠的未婚妻，但是被放荡的风尘女子勾起了他变成海德
的欲望，悲剧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ME- 90 D000031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白鲸记

冒险 / 剧情  英文
Moby Dick

116 分钟
VCD

约翰·休斯顿
格利高里·派克 / 理查德·贝斯哈特 / 里奥·吉恩

故事以一条全身纯白的巨型鲸鱼莫比敌为中心发展，它是一条被
水手们视为魔鬼化身的凶猛鲸鱼。艾海伯在捕捉它的过程中被咬掉了
一条腿，这种屈辱与伤痛更激发起他一定要打败这条巨鲸的决心，然
而也因他这种偏执狂的意志导致很多无辜船员葬身海底的悲剧。

ME- 91 D0000317

剑侠唐璜

剧情 英文
110 分钟

VCD

Adventures Of Don Juan

文森特·舒曼
埃罗尔·弗林 / 韦薇卡·琳德佛斯 / Robert Douglas

文森特·舒曼执导的一部气氛热闹、场面豪华的剑侠片。描述十
七世纪的西班牙，一名多情剑侠从企图叛变的首相手中将皇后救出
来。埃罗尔·弗林扮演欧洲传奇故事中的多情剑侠，身手矫捷而得
人好感，是同类影片的代表作之一。本片曾获最佳彩色片服装设计
金像奖。

ME- 92 D000031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金银岛

剧情 英文
Treasure Island

96 分钟
VCD

拜伦·哈斯金
Bobby Driscoll / 罗伯特·牛顿 / Basil Sydney

影片描述在十八世纪中英国少年吉姆从垂危水手彭斯手中得到传
说中的藏宝岛，于当地乡绅支援下组织探险队前往金银岛。海盗头子
约翰西尔弗应征船上厨师，一群手下也上船充当水手。到达金银岛
时，吉姆遇到在荒岛上独处三年的水手班恩，而西尔弗则发动叛变
占据帆船。吉姆被提上帆船，危急时西尔弗竟出手相救，因而跟其他
海盗发生矛盾。最后李福西医生与班恩合作对付海盗，也成功取得宝
藏。

ME- 93 D0000319

高老头

英文

VCD

Gao Lao Tou

 Jean-Daniel Verhaeghe
 Charles Aznavour / Tchéky Karyo / Malik Zidi

老高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局级离休干部, 老
高的儿子高援朝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儿媳李燕京是一家刊物的编
辑，孙女高小寒正在上高中。老高的老伴去世后，他固执地将老伴的
骨灰盒放在卧室；他拒绝了儿子和儿媳要和他同住，以便照顾他的孝
心，他告诉他们说，他现在还能生活自理，说有他们的妈妈陪伴他已
足以，为此，高援朝夫妇很是操心。一天清晨，老高起床后，他像往
常一样看着老伴的骨灰盒自言自语地说：老婆子，我起床了，哎，我
这个老不死的，又多活了一天。老高在院门口取奶时遇见同院的老刘
拄着拐杖送上高一的孙子刘安上学，二位老人驻步，老高问老刘昨天
还挺好，怎么今天就拄起拐杖？老刘炫耀地说他儿子在他70大寿时
给他买了这支价值5000块钱的拐杖。老高嘲笑老刘说，你儿子给你
买了个你现在还不需要用的东西，那不是给你祝寿而是祝你早点衰老
完蛋。老刘生气地说老高说话从来太粗糙，还说老高嫉妒他的儿子有
钱，是吃不着葡萄就嫌葡萄酸，老高不理老刘扬长而
去……

ME- 94 D0000320
96 分钟
剧情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罪与罚

剧情 英文
Crime And Punishment

120 分钟 
VCD

约瑟夫·萨金特
帕特里克·德姆西 / 本·金斯利 / 朱丽·德尔比

罗亚因为失业，走投无路下犯了大案，警方一直无法找到其犯罪
的证据，然而在罗亚内心中，却深深的为其影响，最后终于……

ME- 95 D0000321

红圈会

剧情 英文
50 分钟

VCD

The Red Circle

Peter Hammond / Sarah Hellings
杰瑞米·布雷特 / Rosalie Williams

在这个地球上，有三个人因歇洛克·福尔摩斯而遐尔闻名：华
生、柯南·道尔和杰锐莱·布莱特。三个人，贡献出三个福尔摩
斯：华生嘴里的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杰锐莱·
布莱特扮演的福尔摩斯。通过华生的嘴与柯南·道尔的笔，我们想
象福尔摩斯，而杰锐莱·布莱特堪称完美的精彩演绎，让我们丰富
的想象变成丰富的真实。作为全球影迷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影
视版本，作为罕有的两度荣获美国神秘作家作品奖的影视剧，作为
一部深入人心、精彩绝伦的福尔摩斯探案剧集，欣赏它，无须太多
理由。四个字，就刚刚好：不睹不快！

ME- 96 D000032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永别了，武器

爱情 / 剧情 / 战争 英文
A Farewell To Arms

80 分钟
VCD

弗兰克·鲍沙其
海伦·海丝 / 加里·库柏 / 阿道夫·门吉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美军救护车驾驶员亨利在意大利作战
时不幸受伤，结果和照顾他的一名英国女护士凯瑟琳产生了感情，最
后两人共坠爱河。而爱情的力量使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们在一
起。同时亨利也对战争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ME- 97 D0000323

父与子

剧情 俄文
97 分钟

VCD

Father And Son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安德烈·薛提宁/ 阿里克谢·尼穆斯霍夫

父亲与儿子长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仿佛与世隔绝般沉浸在他们
自己的世界中，被回忆和日常仪式所填满。有时他们看起来就像兄
弟，有时甚至像一对恋人。儿子亚力克斯走上了一条和父亲一样的道
路，进入了军校。他喜欢体育运动，还有了女朋友。但是情人之间却
总有点隔阂，女友似乎在暗暗嫉妒亚力克斯与父亲的亲密关系。尽管
亚力克斯心里明白所有的儿子总有一天终将离开父亲，开始自己的生
活，他的内心仍然充满矛盾。亚力克斯的父亲也……

ME- 98 D0000324-D000032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剧情 俄语
The Dawns Here Are Quiet

188 分钟
VCD

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
Irina Dolganova / Yekaterina Markov

1942年，瓦斯夫上尉及五位女战士意外的与德军小股部队遭
遇，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上尉和女兵们没有退却，而是以生命
谱写出二战中平常却又决不平常的一曲战地悲歌。

ME- 99 D0000326

基督山恩仇记

剧情 英文
113 分钟

VCD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Rowland V. Lee
罗伯特·多纳特 / Elissa Landi / 路易斯·卡尔亨

埃德蒙（路易斯·乔丹Louis-Jourdan饰）本是一个朝气蓬勃
的年轻水手，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人为善的个性亦为他在江湖
上结识了诸多朋友。梅塞迪丝（伊冯·弗奴克丝Yvonne-Furneaux 
饰）是埃德蒙心爱的姑娘，当埃德蒙完成了此次海上作业回到陆地
上后，两人就准备成婚。不幸的是，埃德蒙的幸福惹得情敌费尔南
多（Jean-Claude饰）十分眼红，他和昏庸的法官威尔弗（Bernard 
Dheran饰），利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埃德蒙送入了大牢。十七年过去
了，在狱友的帮助下，心中充满了仇恨的埃德蒙越狱成功，出狱后
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对导致他沦落到今天如此境地的所有人
展开复仇。埃德蒙摇身一变成为了神秘莫测的基督山伯爵，在成功
进入了上流社会后，他的复仇计划也逐步的实施着。

ME- 100 D0000327-D000032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复活

动作 / 科幻 / 动画 英文
Renaissance

105 分钟
VCD

Christian Volckman
丹尼尔·克雷格 / 萝玛拉·嘉瑞 / 伊安·霍姆

本片耗资不到2000万美元，是世界第一部黑白3D动画。
2054年，巴黎城最大公司阿瓦隆公可以承诺你永恒的青春年少和

不变的美丽容颜。阿瓦隆最有前途的科学家——22岁的伊昂娜突然遭
到绑架，公司雇佣了巴黎警探卡拉斯去寻找。卡拉斯发现自己并不是
唯一一个在寻找伊昂娜的人，而证人总是先一步被人灭口了事。

原来：孤儿姊妹花伊昂娜和碧丝莲都是被人从战火纷飞的高加索
地区拯救出来的，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师承伟大遗传学家乔纳斯
穆勒的伊昂娜最终选择了阿瓦隆，终日沉浸在工作中；碧丝莲沦落为
黑道；伊昂娜的老师穆勒为了改变城市底层的贫穷而放弃了自己的远
大前程；失踪前的伊昂娜似乎参与了一个叫做“复兴草案”的神秘计
划……为了找到伊昂娜并解开她失踪的秘密，卡拉斯在公司间谍，黑
帮份子和遗传专家中小心周旋，却不知当真正的答案被揭晓后，这个
世界面对的将是救赎还是毁灭……

ME- 101 D0000329-D0000330

情感教育

剧情 法文
92 分钟

VCD

Education Sentimentale

亚历山大·阿斯楚克
让-克劳德·布里亚利 / 玛丽-若斯·纳特

主人公福赖代芮克·毛漏出身于外省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八
岁那年来到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只对文学艺术感兴趣，试写过小
说和华尔兹舞曲，还跟人学习绘画，但都半途而废。他深深爱上了
画商阿尔鲁的妻子。阿尔鲁夫人虽不爱丈夫，但恪守妇道。后来，
她终于被毛漏的一片痴情所打动，答应与他约会。时值一八四八年
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毛漏为了这个约会，没有去参加民众的游
行。但阿尔鲁夫人因儿子突患假膜性喉炎，未能赴约。绝望之余，
毛漏投入交际花罗莎乃特的怀抱。两人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不久
儿子不幸夭折。后来与一直爱恋他的乡下姑娘路易丝共结连理。可
是在教堂的广场上，他恰遇路易丝与他的老同学戴洛里耶举行婚
礼。毛漏羞愧难当，返回了巴黎。一八六七年的一天傍晚，阿尔鲁
夫人突然来访，两人万分激动，互诉衷肠。她剪下一缕白发留给毛
漏作纪念，与他诀别。

ME- 102 D0000331-D000033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海狼突击队

剧情 英文 / 德语
The Sea Wolves: The Last Charge of the Calcutta Light Horse

120 分钟
VCD

Andrew V. McLaglen
格利高里·派克 / 罗杰·摩尔 / 大卫·尼文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密令军方潜入一中立港口，摧毁德
国军舰。既然是中立港口，英国军官路易斯庞和葛文瓦特决定，任何
任务失败的人都需三缄其口，他们故意派出酒醉的老人假扮村民，这
些老兵真能立大功顺利摧毁敌舰吗？

ME- 103 D0000333-D0000334

拿破仑光荣史

剧情 / 历史 法语
166 分钟

VCD

Austerlitz

阿贝尔·冈斯
克劳迪娅·卡汀娜 / 维托里奥·德·西卡 / 杰克

1799年雾月十八政变后，拿破仑彻底改组了软弱无能的督政
府，自任第一执政，开辟了法国革命的新阶段。拿破仑又接受了波
拿巴家族（他的兄弟姐妹们）和外交大臣塔利朗等人的劝告，于一
八○二年八月通过公民选举成为终身执政。接着，1804年12月，拿
破仑强迫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来到法国，在法国圣母大教堂举行了饶
有戏剧性的加冕称帝仪式。为了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拿破仑盼望
他的妻子约瑟芬为他养个儿子。拿破仑喜欢洗洒有……

ME- 104 D000033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淘金记

剧情 英文
The Gold Rush

95 分钟
VCD

查理·卓别林
查理·卓别林 / Mack Swain / 亨利·伯格曼

流浪汉查理随着大批贫民到阿拉斯加淘金，踉跄地跑进通缉犯拉
逊躲藏的小木屋。拉逊想把查理赶出屋外，不料大风又把一名魁梧的
寻矿人吉姆吹了进来。吉姆抢到拉逊的枪，宣称自己是木屋的主人。
暴风雪太大，三人饿得受不了。拉逊出外找寻食物时打死了警察，夺
得雪撬和口粮，回程时，他发现吉姆正在开发金矿，便不再回小木
屋。查理饿极，便把皮靴煮了来吃，还吃得津津有味。吉姆不肯吃皮
靴，在幻觉中把查理当作火鸡，举枪要杀，混乱……

ME- 105 D0000336

巴黎一妇人

剧情
84 分钟

VCD

A Woman Of Paris

查理·卓别林
艾德娜·珀薇安丝 / Clarence Geldart / Carl Miller

年轻的法国农村姑娘玛丽与约翰·米勒私订终身，但约翰的父亲
对此极力反对，于是两人约定私奔。私奔的当晚，约翰的父亲暴病身
亡，无法赶往车站，玛丽以为他变了心，便只身一人前往巴黎。几年
后，玛丽成了富翁皮埃尔的情人。而约翰也在父亲死后同母亲移居巴
黎，成了名贫穷的画家。一天，他们在巴黎街头意外重逢，很快旧情
复燃，约翰的母亲对此很不高兴。为宽慰母亲，约翰假意说不会跟玛
丽结婚，但却被正好来访的玛丽在门外听到，她信……

英文

ME- 106 D000033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寻子遇仙记

剧情 / 喜剧
The Kid

68 分钟
VCD

查理·卓别林
查理·卓别林 / 艾德娜·珀薇安丝 / 杰基·考甘

故事描述一名穷苦的伦敦女人把私生子丢弃在有钱人住宅门口
的汽车上。然而汽车被窃，婴孩被扔在垃圾箱旁。玻璃匠夏尔洛经
过，把婴孩捡了回家抚养。孩子长大到四、五岁时，夏尔洛带他出
去干活。孩子先拿石头掷破人家的窗户，夏尔洛就上前换玻璃，爷
儿俩其乐无穷。后来，国家的慈善机构要把小孩送进育幼院，夏尔
洛感到一阵迷惘。他决定要把孩子夺回，乃翻过屋顶，追赶上飞跑
的卡车，终于把小孩再次抱入怀中。夏尔洛不能回到他居住...

英文 

ME- 107 D0000338

凡尔杜先生

剧情 / 犯罪 / 喜剧 英文
124 分钟

VCD

Monsieur Verdoux

查理·卓别林
查理·卓别林 / Mady Correll / Allison Roddan

1930年经济危机前的银行职员安·凡尔杜，为了摆脱窘境而用
许多假名字和一些有钱的女人结婚，然后把她们杀死，十四个女子依
次成为他的牺牲品，他本人也最终被判死刑。

ME- 108 D000033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漂亮朋友

剧情 英文
英文电影名称

102分钟
VCD

Declan Donnellan / Nick Ormerod
罗伯特·帕丁森 / 乌玛·瑟曼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一生仅有的6部长篇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
就最高的一部。小说通过对一个寡廉鲜耻的恶棍杜洛华短时期内飞黄
腾达的经历的描写，揭露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新闻界的黑幕，深刻揭
示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复杂现象和殖民主义战争政策，
堪称19世纪末叶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

ME- 109 D0000340-D0000341-D0000342

伊凡雷帝

剧情/ 传记/ 历史 俄文

99 分钟
VCD

Ivan The Terrible

谢尔盖·爱森斯坦
Nikolai Cherkasov / Lyudmila Tselikovskaya

这部电影向人们交代了沙皇伊凡刚刚成为俄罗斯统治者时的故
事，如加冕典礼以及和Anastasia Romanovna的婚礼。伊凡突然病
了，但后来不可思议地康复了。当一伙阴谋家毒死他的妻子后，伊
凡对手下人更加小心了，他宣布人民的意志要求他从亚历山德拉回
到莫斯科。他努力维护自己的国家，与来自内外两方的阴谋诡计做
斗争。

ME- 110 D0000343-D000034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罢工

剧情 俄语
Strike

82 分钟
VCD

谢尔盖·爱森斯坦
格里高力·阿莱克桑德夫 / Maksim Shtraukh

描写1912年沙皇军队镇压罢工工人的事件。事情由一名工人遭到
解雇并自杀引起，工人们跟雇主及警察展开冲突。《罢工》是前苏联
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的第一部长片，被赞誉为“历史上第一部经典无声
巨片”。这部影片实践了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电影理论，创造出了
独特的视觉效果，从而使他一举成名。

ME- 111 D0000345

十月

剧情 西班牙语
93 分钟

VCD

October

Daniel Vega Vidal
Mar’a Carbajal / Carlos Gassols / Bruno Odar

克莱门特是一个当铺老板，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他的单身女邻
居索菲亚却一直对他心存好感。一天，克莱门特在门口发现了一个刚
出生的婴儿，他猜测孩子的母亲或许是某个妓女，因无法自己抚养孩
子而将其抛弃。在克莱门特四处找寻婴儿的生母时，索菲亚承担起了
照顾婴儿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自己非常享受做母亲的感
觉。同时，这个婴儿的到来，也给了克莱门特一个重新思考人生的机
会，他开始体会到一种人生中从未感受到的牵绊……

ME- 112 D000034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罗马不设防

剧情 / 战争 德文
Open City 

100 分钟
DVD

罗伯托·罗西里尼
Aldo Fabrizi 安娜·玛格纳妮 / Marcello Pagliero

遭德军追缉，一同志因掩护他而被捕，后来领袖仍被一吸毒女
人密告，被纳粹逮捕入狱。纳粹故意在同属组织内的一位神父面前
严刑拷打领袖，领袖终气绝身亡，翌晨神父亦被杀成仁。

ME- 113 D0000347

蓝色天使

剧情 英文
107 分钟

DVD

The Blue Angel

爱德华·迪麦特雷克
尤尔根斯·库尔特 / 梅·布丽特

正当芳龄17的莱娜·德尔玛在波尔多附近的蒙蒂耶克庄园无忧
无虑地生活。全家参加订婚舞会时，战争突然爆发。到处一片慌乱，
但美貌、坚强、“风骚”的莱娜经历了大溃败、大逃亡，不顾纳粹的
镇压，为抵抗运动传递信件……

ME- 114 D000034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艳阳天

爱情 / 剧情 英文 
Summertime

102 分钟
DVD

大卫·里恩
凯瑟琳·赫本 / 罗萨诺·布拉兹 / 伊莎·米兰达

本片讲述了美国人简第一次在国外旅游渡假，她来到意大利的威
尼斯，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孤单的一个人甚感寂寞。在圣马路哥广场
她一个人坐在露台上，拿着相机想拍下一些景物，可放眼望去尽是卿
卿我我的情侣，心头颇不是味道。这时，她发现有一个男人雷纳多正
注视着自己，她立即离开了广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买古董，发
现老板正是那天在广场望着她的雷纳多，于是二人成为好友。一日晚
上，二人去运河附近散步，在罗曼蒂克的气氛……

ME- 115 D0000349

战舰波将金号

剧情 / 历史 俄语

66 分钟
DVD

The Battleship Potemkin

谢尔盖·爱森斯坦
亚历山大·安东诺夫 / 格里高力·阿莱克桑德夫

敖德萨阶梯是世界电影史中最经典的一幕。

ME- 116 D000035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野草莓

剧情 / 爱情 中文
The Wild Strawberries

96 分钟
DVD

陈兵
尚于博 / 周楚楚 / 孙凯

《野草莓》改编自作家孙春平的短篇小说《地下爱情》，讲述了
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段“禁恋”故事。

ME- 117 D0000351

风烛泪

剧情 意大利文

89 分钟
DVD

Umberto D.

维托里奥·德·西卡
Carlo Battisti Maria-Pia Casilio / Lina Gennari

故事发生在50年代初的尚未在战后贫困中复苏的意大利，没有
子女的温培尔托D从他当了几十年公务员的市政当局退休了。微薄的
养老金使他的生活非常艰辛，他参加了领养老金的老人们的示威请愿
运动，被军警驱散。他付不起房租，几乎被女房东赶出大门，但女房
东的小女佣对他的同情使他感到人间尚有温暖存在。然而生活是无情
的，在金钱统治的社会里，要有钱才能生活，身无分文的他最终沦落
到上街乞讨的地步。对生活绝望的他想甩掉他……

ME- 118 D000035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日插曲

爱情 / 剧情 瑞典语
Sommarlek

96 分钟
DVD

英格玛·伯格曼
Maj-Britt Nilsson / Birger Malmsten / 阿尔夫·切森

玛丽是一位年轻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夏日的某天，在叔叔家，
她遇见了亨里克，两人一见钟情。亨里克是一位大学生，出手阔
绰，很快，他们开始天天约会，在一起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段时
光。然而好景不长，玛丽越来越感到困惑并且非常不安。然而，在
他们一起相守的最后日子里的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亨里克跳水时头部和背部严重摔伤。几年后，玛丽成了芭蕾舞团首
席女演员，她仍然怀念她失去的初恋。受到痛苦的折磨……

ME- 119 D0000353

意大利的旅行

剧情 意大利语
97 分钟

DVD

Viaggio In Italia

罗伯托·罗西里尼
英格丽·褒曼 / 乔治·桑德斯 / Leslie Daniels

凯瑟琳和亚历山大，一对生活富足但并不快乐的英国夫妇。他们
俩驱车去那不勒斯处理去世的叔叔所留下一座别墅。在那不勒斯，他
们的相处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都显得十分冷漠和疲惫。凯瑟琳回忆起
在战争中死去的一位诗人，他曾经深爱着她，但凯瑟琳并不爱他。现
在这段浪漫的记忆却开始影响她的生活。她游览着那不勒斯和庞贝的
博物馆，莫名地对已经死去的人产生强烈的兴趣。凯瑟琳开始且开始
留意身边有多少妇女正怀着身孕。亚历山大在那不……

ME- 120 D000035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大都会

奇幻 / 惊悚 德文
Metropolis

153 分钟
DVD

弗里茨·朗
布里吉特·赫尔姆 / 阿弗莱德·阿贝尔

在未来，人分化为两种类型：思想者（但不懂任何操作）和工
作者（但没有任何思想）。一个思想者冒大不韪去看工作者们干
活的地方，一个漂亮女人玛丽亚带领工人们准备反抗冷漠的思想
家……

ME- 121 D0000355

相见恨晚

爱情 / 剧情 英文
86 分钟

DVD

Brief Encounter

大卫·里恩
特瑞沃·霍华德 / 西莉亚·约翰逊 / 阿尔菲

苏拉有个幸福的家庭：相敬如宾的丈夫和十分可爱的儿子。她住
在伦敦郊区，每逢周四乘火车到米尔德福站附近的市场买足一周要
用的物品，然而一个星期四的傍晚，照常在车站候车室候车的苏拉
为一粒煤屑迷住了眼，时值束手无策之际，一位正在等另一班车回
家的中年男医生热心而灵巧地为她解除痛苦。一周之后的此时，劳
拉意外地在车站小吃店又遇见了他，数次奇妙的接触，令劳拉的心
境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一到周四便匆匆赶到上次相见之处……

ME- 122 D000035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西北偏北

惊悚 / 冒险 / 悬疑 英文
North By Northwest

131 分钟
DVD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加里·格兰特 / 爱娃·玛丽·森特 / 詹姆斯·梅森

这是希区柯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层次递增而又花样百出的段落
悬念超越了总体悬念，同时加入大量幽默对白，加强了人物性格的刻
画。

ME- 123 D0000357

鸟

惊悚 / 剧情 / 恐怖 英文
119 分钟

DVD

The Birds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蒂比·海德莉 / 罗德·泰勒

旧金山上流社会的淑女米兰妮与律师米契在一家鸟店中一见钟
情，当他们的爱情遭米契的母亲误解时，不断有海鸥和麻雀飞来米契
家附近对人类发动攻击，甚至在加油站引起了一场大火。米兰妮奋勇
地保护小妹妹免遭鸟群袭击，终于蠃得米契之母的喜爱。

ME- 124 D000035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39级台阶

惊悚 / 剧情 英文
The 39 Steps

93 分钟
DVD

拉尔夫·托马斯
肯尼斯·摩尔 / 泰娜·伊尔格 / 布伦达·德·班泽

唐夏普(Don Sharp)78年重拍版。影片以世界大战前夕为背景，
讲述了英国工程师亨内在一次偶然中卷入了一场德国间谍企图刺杀
友国领袖的阴谋中。由于亨内手中有前英国特工人员留下的线索，所
以德国间谍对他穷追不舍。在逃亡过程中，亨内结识了议员女儿帕梅
拉，并通过她的保护和帮助与英国警方及反间谍机构取得了联系。
最后关头，亨内终于参透了前英国特工留下的线索意义，走过三十九
级台阶来到炸弹爆炸的总控制室--伦敦大钟机房。经过一系列的斗争
后，亨内终于粉碎了德国间谍的阴谋，延缓了欧洲战争的爆发。而亨
内也和帕梅拉缔结良缘 。

ME- 125 D0000359

怪尸案

悬疑 / 喜剧 英文
99 分钟

DVD

The Trouble With Harry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埃德蒙·戈温 / 约翰·福赛思 / 雪莉·麦克雷恩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一位年轻的小男孩哈尼罗杰斯正心情愉
快的在佛尔蒙市的森林中漫步。突然之间森林中传来三声巨大的枪
响。这个时候男孩发现了他的父亲——哈利罗杰斯的尸体。  哈利死
了，而他的死却带给全市市民天大的麻烦。亚伯特怀尔斯船长认为是
他在打猎射击时误杀了哈利。村落里的老处女葛雷布礼小姐认为是因
为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而用一只鞋子打了哈利的头部，进而造成他
的死亡。与哈利感情不睦的妻子珍妮佛则……

ME- 126 D000036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第四十一

爱情 / 剧情 / 战争 俄文
The Forty-first

88 分钟

DVD
格里高利·丘赫莱依
Izolda Izvitskaya / Oleg Strizhenov

国内战争的年代，由政委叶夫秀柯夫率领的一支突围的红军幸存
部队中有一名女战士玛留特卡是个神枪手，她已打死了40个白匪军。
政委令她与另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匪中尉从海路乘渔船
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起了风暴，两名战士被卷入海中，玛留
特卡和白匪中尉漂到了孤岛上。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玛留
特卡与中尉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经常发生争吵。一
天，当中尉奔向朝孤岛靠近的一艘白匪的小……

ME- 127 D0000361

第三人

剧情
104 分钟

DVD

The Third Man

卡罗尔·里德
约瑟夫·科顿 / 奥逊·威尔斯 / 阿莉达·瓦莉

以二战后维也纳为背景，描写一个神秘人物的扑朔迷离故事，
是一部经典的黑色影片。

ME- 128 D0000362

英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雾码头

剧情 法文
Le Quai Des Brumes

91 分钟
DVD

马塞尔·卡尔内
让·迦本 / 米歇尔·摩根 / 米切尔·西芒

在殖民地服役的法国逃兵“让”在潜逃途中遇到奈莉，他俩一见
钟情。奈莉原来的男朋友莫里斯被她的监护人扎贝尔杀死了。在奈
莉和扎贝尔扭打中，“让”为了救奈莉用砖头击中扎贝尔。而“让”
就在回委内瑞拉的船上被黑社会人物吕西安用枪击毙，死在奈莉的怀
中。

ME- 129 D0000363

大地之歌

剧情 孟加拉文
115 分钟

DVD

Pather Panchali

萨蒂亚吉特·雷伊
Kanu Bannerjee / Karuna Bannerjee / Subir 

以贫民出身的阿普视角，以平实的叙事手法，非常写实地反映
出当时印度低下层贫民的残酷生活状况。

ME- 130 D000036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江湖侠侣

剧情 英文
To Have And Have Not

100 分钟
DVD

霍华德·霍克斯
亨弗莱·鲍嘉 / 沃尔特·布伦南 / 劳伦·白考尔

故事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时的马蒂尼岛，
鲍嘉饰演一艘专门接待游客海钓的游艇船主，本来生活优悠，后来
前往旅馆收账时遇到神秘性感的女扒手巴考尔，顿时心猿意马。在
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之后，鲍嘉决定冒险将巴考尔和法国地下分子运
送到美国去。

ME- 131 D0000365

白酋长

喜剧 意大利文
92 分钟

DVD

Lo Sceicco Bianco

费德里科·费里尼
阿尔伯托·索迪 / 茱莉艾塔·玛西娜 / Brunella Bovo

费里尼第一部单挑作品，讲一对乡下新婚夫妇在罗马度蜜月，
妻子爱上了一个摄影书中的英雄人物“白酋长”，并跟他私奔，但
她发现心中的偶像原来跟自己丈夫一样是个很普通的人。而丈夫失
意中游荡在夜幕下的广场，从一个妓女那里寻找安慰（由《卡比里
亚之夜》的女主角、费里尼之妻扮演）。

ME- 132 D000036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大路

剧情 意大利文
La Strada

104 分钟
DVD

费德里科·费里尼
安东尼·奎恩 / 茱莉艾塔·玛西娜 / 理查德·贝斯哈特

弱智姑娘杰尔索米娜被母亲卖给了流浪艺人藏巴诺，开始了卖艺
生涯。生性粗暴的藏巴诺缺乏常人的理智与情感，对杰尔索米娜也十
分粗暴，两人一路卖艺，厌倦了这种生活的杰尔索米娜一天乘藏巴诺
找女人过夜的机会逃走，在路上遇到表演走钢丝的流浪艺人“傻瓜”
，这时藏巴诺追至，将杰尔索米娜抓回。杂技团老板看中藏巴诺和“
傻瓜”，让他们参加自己的剧团同台演出。表演结束后，“傻瓜”拉
起了琴，吸引了杰尔索米娜的注意，她沉浸在……

ME- 133 D0000367

蓬门今始为君开

剧情 英文
129 分钟

DVD

The Quiet Man

约翰·福特
约翰·韦恩 / 玛琳·奥哈拉 / 维克托

桑顿是重量级拳王，因致命一击打死对手，从此退出拳坛，由美
国返回故乡爱尔兰，隐居家乡间不问世事，返乡途中遇到玛丽惊为天
人，被车夫麦克林调侃是口渴所产生的幻影。玛丽暗中帮桑顿打扫祖
产，借此表情，桑顿托麦克林作媒，玛丽的哥哥威尔却多加阻挠，幸
赖隆纳根神父和普雷佛牧师帮助才得以成亲。威尔喜欢提兰寡妇，故
让玛丽出嫁，险谋被识破后恼羞成怒，只给玛丽一点点嫁妆。爱尔兰
民风保守，玛丽认为扣留嫁妆是对丈夫的侮辱……

ME- 134 D000036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邮购新娘

喜剧 英文
Mail Order Wife

92 分钟
DVD

赫克·波特寇 / 安德鲁·格兰德
安德鲁·格兰德 / 原丽淇 / 阿德里安·马丁内兹

亚得利安从一本型录与几位缅甸女人联络后，在广告与信件的
吸引下，看上二十几岁的美女丽淇。电影公司出资让丽淇搭机到美
国，她立刻一头栽进美国的婚姻生活，而婚姻在亚得利安的家中不
过就是打扫煮饭。一开始，安德鲁不去注意一个事实，亚得利安对
待丽淇的态度就像佣人，而非伴侣。后来，整个拍片计画突然喊
停，因为亚得利安没有告知丽淇，就带她到妇产科谘询结扎手术。
丽淇知道看医生的原因后，拒绝接受手术。

ME- 135 D0000369

大地在波动

剧情 意大利文
92 分钟

DVD

Episodio Del Mare

卢奇诺·维斯康蒂
Antonio Arcidiacono / Giuseppe Arcidiacono

以安东尼奥为首的一家三代男子，和全村人一样以捕渔维生，
但是所得渔获却被不肖渔贩从中剥削。试图自力更生改善现状的男
主角说服家人把房子抵押，买下一艘自己的渔船。在生活将要出现
转机时，一场暴风雨摧毁了一家人的全部希望，船受损，房子被银
行没收，家庭成员纷纷出走，家庭频临解体。革命不成的男主角，
只好再回头去过被剥削的贫民生活。

ME- 136 D000037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马耳他之鹰

剧情 英文
The Maltese Falcon

101 分钟
DVD

约翰·休斯顿
亨弗莱·鲍嘉 / 玛丽·阿斯特 / 沃尔特·休斯顿

本片是黑色电影的经典之作，影片改编自侦探小说大师汉密特
的代表作。影片节奏紧凑，对白机智，细节精致，表演无懈可击。

ME- 137 D0000371

愤怒的葡萄

剧情 英文
128 分钟

DVD

The Grapes Of Wrath

约翰·福特
亨利·方达 / 简·达威尔 / 约翰·卡拉丁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州的大片农田久旱无雨，广
大农民陷入绝境。穷困潦倒的乔德一家，被迫背井离乡，乘坐一辆
破旧的老式福特牌汽车，向西横越难行的沙漠，到加利福尼亚去寻
找安居的乐土。途中，年迈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乔德的兄弟诺亚
悄然离去，乔德的朋友凯西遭到杀身之祸，乔德也受以追捕。尽管
一家人死里逃生、前途茫茫，但母亲仍鼓励大家顽强地活下去。

ME- 138 D000037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罗密欧和朱丽叶

爱情 / 剧情 英文
Romeo And Juliet

138 分钟
DVD

佛朗哥·泽菲雷里
莱昂纳德·怀廷 / 奥丽维娅·赫西 / John

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两个有世仇的家族，
两人却一见钟情，私自结婚。由于朱丽叶的表兄挑衅罗密欧，而死
于罗密欧剑下。于是两人越发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爱与恨的冲突之
中……

ME- 139 D0000373

罗宾汉

动作 / 冒险 / 爱情 英文
104 分钟

DVD

Robin Hood

约翰·伊文
Daniel Webb Conrad Asquith / Barry Stanton

他是人民英雄、战争烈士、浪漫勇士，是世界知名的抵抗组织领
袖。《侠盗罗宾汉》的故事脍炙人口，风靡全球万千影迷。剧集充满
娱乐性，富时代感，将经典重新演绎，今辑讲述罗宾汉重返圣地对付
King，拯救腐败及被污染的英格兰首府诺丁安。冷酷无情的诺丁安郡
长统治社会，劫贫济富，苛征重税，干犯小事的就施以严刑峻罚。英
勇的罗宾汉以及忠心耿耿的豪侠男仆Much决心拯救一班不幸的人。
罗宾汉得到一帮亡命之徒的协助，包括Will Scarlett, Little John。每
集他们都会齐心协力对付诺丁安郡长和他那些乌合之众。他们能否一
举打败邪恶的郡长，匡扶正义，拯救水深火热的洛克斯莱人民呢？第
一辑收视即高开，吸引超过九百万人收看，占总收视人数38%。

ME- 140 D000037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桂河大桥

冒险 /战争 / 历史 英文
161 分钟

DVD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大卫·里恩
威廉·霍尔登 / 杰克·霍金斯 / 亚利克·基尼斯

故事在两条线索的交错进行中逐渐展开，导演把英国人和美国人
放在同一情境中的对立位置上，从而完成对英国国民性的尖锐批判
和深刻的剖析。

ME- 141 D0000375

月宫宝盒

奇幻 / 家庭 / 冒险 英文
106 分钟

DVD

The Thief Of Bagdad

Ludwig Berger / 迈克尔·鲍威尔
康拉德·韦特 / Sabu / 琼·杜普雷兹

　故事取材于阿拉伯神话，内容大致描述一个会妖术的奸相贾法，
用阴谋诡计把巴格达城的阿麦王拘禁起来，然后自号为王。阿麦后
得同牢的小神阿菩相助而逃走。贾法为了得到公主，把阿麦变成瞎
子，并把阿菩变成一条狗。最后得巨人相助，终于射杀贾法，让阿
麦重新成为巴格达城的国王。

ME- 142 D000037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猎鹿人

剧情 / 战争 英文
The Deer Hunter

182 分钟
DVD

迈克尔·西米诺
罗伯特·德尼罗 / 克里斯托弗·沃肯 / 梅丽尔

《猎鹿人》是美国第一部反映越战的重要电影，该片节奏缓慢，
叙事松散且富有跳跃性，取得了巨大成功，荣获第51届奥斯卡最佳
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

ME- 143 D0000377

全金属外壳

动作 / 战争 英文
Full Metal Jacket

116 分钟
DVD

斯坦利·库布里克
马修·莫迪恩 / 亚当·鲍德温 / 文森特·诺费奥

库布里克继《光荣之路》之后拍摄的又一部反战影片，该片纪实
风格强烈，反战意识坚定，讽刺抨击不遗余力，矛头直接指向战争意
识。

ME- 144 D000037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飞越疯人院

剧情 英文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33 分钟
DVD

米洛斯·福尔曼
杰克·尼科尔森 / 路易丝·弗莱彻 / 丹尼·德维托

本片带有强烈的阶级观，通过讽喻和警世的象征，辛辣地讽刺现
实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导演在演员的选择和处理上具有特殊的才能。

ME- 145 D0000379

阿拉伯的劳伦斯

传记 / 剧情 / 历史 英文
216 分钟

DVD

Lawrence Of Arabia

大卫·里恩
彼德·奥图 / 亚利克·基尼斯 / 安东尼·奎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
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
侵略军。英国军方派了一个“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
那里进行活动。劳伦斯在去麦地那会见部族首领费萨尔王子的途
中，遇见了哈里苏部族的首领阿里，此人年轻剽悍，后来给了劳伦
斯很大的帮助。劳伦斯到费萨尔处，只见他的大本营遭到土尔其飞
机的轰炸，伤亡惨重。费萨尔采纳了劳伦斯的意见。

ME- 146 D000038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现代启示录

动作 / 冒险 / 战争 英文
Apocalypse Now

153 分钟
DVD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马丁·辛 / 马龙·白兰度 / 罗伯特·杜瓦尔

越战期间，美军威尔德上尉奉命除掉叛逃的库尔兹上校。在寻找
过程中，威尔德一行人卷入到一个超乎现实、彻底疯狂的世界。

ME- 147 D0000381

为黛茜小姐开车

剧情 / 喜剧 英文
99 分钟

DVD

Driving Miss Daisy

布鲁斯·贝尔斯福德
摩根·弗里曼 / 杰西卡·坦迪 / 丹·艾克罗伊德

1948年，一位住在亚特兰大的犹太寡妇戴茜小姐与儿子布里
住在一起。72岁的戴茜脾气古怪，尽管由于年龄原因她不能再开车
了，但她仍然坚持开，结果她撞坏了自己崭新的帕卡德牌汽车。布里
给她买了一辆赫德牌车，并给她雇了一个司机，这在四五十年代意味
着雇一个黑人。戴茜不愿意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任何改变，拒不接受儿
子雇的司机霍克。纯朴善良的霍克只好设法主动讨好这位脾气古怪的
老太太。随着时间的推移，戴茜逐渐被霍克感……

ME- 148 D000038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英国病人

爱情 / 战争 英文 
The English Patient

162 分钟
DVD

安东尼·明格拉
拉尔夫·费因斯 / 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改编自著名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同名小说。这是一部史诗般的
爱情电影，影片以时空交错和两个爱情故事交叉的蒙太奇方式展开。

ME- 149 D0000384-D0002105

落水狗

惊悚 / 剧情 / 犯罪 英文
99 分钟

DVD

Reservoir Dogs

昆汀·塔伦蒂诺
哈威·凯特尔 / 蒂姆·罗斯 / 迈克尔·马德森

故事发生在南加州某地，黑帮老大乔·卡伯特和他的儿子“好家
伙”艾迪召集了六名强盗，准备到珠宝店抢劫一批天然钻石。这六个
人彼此各不相识，甚至连对方的姓名都无从得知。乔为了保持机密，
以颜色作为代号分别给六人起名为白先生、橙先生、金先生、粉先
生、棕先生和蓝先生，并规定他们之间不能透露任何私事。抢劫时，
六个人中了警察的埋伏，蓝先生和棕先生当场死亡。白先生带着受伤
的橙先生回到预定的聚集地……

ME- 150 D000038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女人，你自由了

剧情 英文
Woman Thou Art Loosed

94 分钟
DVD

Michael Schultz
金伯莉·伊丽丝 / 洛雷塔·迪万恩 / 戴比·摩根

米歇尔·乔丹(金伯利·伊莉斯饰)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亲生
父亲在她尚未出生的时候便抛弃了这个家庭，从那以后，米歇尔的妈
妈凯茜(洛莉塔·戴维尼饰)便似得了恐惧症一般，害怕她现在的男人
雷吉(克里夫顿·鲍威尔饰)再次抛弃她。雷吉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他酗酒、吸毒，在米歇尔12岁的时候开始性骚扰她。在这样的环境下
长大，一个并不爱自己的母亲，和一个混蛋继父，米歇尔小……

ME- 151 D0000386

双生美莲达

剧情 / 喜剧 英文
100 分钟

DVD

Melinda And Melinda

伍迪·艾伦
约翰·李·米勒 / 乔什·布洛林 / 拉妲·米契尔

故事开始于一伙朋友在小酒吧里聊天，谈起该用什么态度面对
生活的话题，简单说就如同本片海报伍迪·艾伦一手一个拿着的面
具：哭还是笑？于是朋友们开始假设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名叫美
琳达的女人有两个孩子，但结婚多年的她却与一个摄影师发生了婚
外恋情，最终被丈夫发现后与其离婚并夺走了孩子的抚养权，当她
一心想与摄影师开始新生活时却发现对方另有女友，于是在近乎疯
狂的情绪下她失手杀了摄影师，法院经……

ME- 152 D000038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剧情 英文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115 分钟
DVD

蒂姆·波顿
约翰尼·德普 / 弗莱迪·海默 / 大卫·凯利

Charlie是一个善良的小男孩，他出生在一个大型巧克力工厂附
近的一户贫穷的家庭；Willy Wonka一个个性古怪的人，拥有一家同
样古怪的巧克力工厂。孤单一人的Wonka举办了一场抽奖，决定为
自己的巧克力工厂选择一个继承人。包括Charlie在内的5个幸运的
孩子抽中了金色的奖券，并获得参观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巧克力工
厂的资格。于是，几个孩子来到了这个已经15年没有人来过的古怪
工厂，参加一场神秘……

ME- 153 D0000388-D0000389

面子

纪录片/ 剧情 / 短片 乌尔都文
40 分钟

DVD

Saving Face

丹尼尔·约格

2012年84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得主。每年在巴基斯坦有数
百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遭受强酸攻击。《面子》一片讲述了这些女
性受害者面对逆境勇敢生活下去的勇气，以及一名帮助她们恢复的英
国籍巴基斯坦人、整型外科医师贾瓦德（Mohammad Jawad）的故
事。影片制作人Sharmeen Obaid-Chinoy表示，这部影片是为了献
给“巴基斯坦所有为了改革而努力的妇女”。在得知奥斯卡获奖的消
息之后……

ME- 154 D000039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菲菲小姐

剧情 / 战争
Mademoiselle Fifi

69 分钟
DVD

Robert Wise
Simone Simon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A.赫胥黎的中短篇小说
选。作品基本上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艺术技巧灵活多样，故事情节
曲折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ME- 155 D0000391

英文

教父

剧情 / 惊悚 / 犯罪  英文
The Godfather

175 分钟
VCD

马龙·白兰度 / 阿尔·帕西诺 / 詹姆斯·凯恩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40年代的美国，“教父”维托·唐·柯里昂（马龙·白兰度 
饰）是黑手党柯里昂家族的首领，带领家族从事非法的勾当，但同
时他也是许多弱小平民的保护神，深得人们爱戴。因为拒绝了毒枭
索洛索的毒品交易要求，柯里昂家族和纽约其他几个黑手党家族的
矛盾激化。圣诞前夕，索洛索劫持了“教父”的参谋汤姆，并派人
暗杀“教父”；因为内奸的出卖，“教父”的大儿子逊尼被仇家杀
害；小儿子麦克（阿尔·帕西诺 饰）也被卷了进来，失去爱妻。黑
手党家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年老的“教父”面对丧子之痛
怎样统领全局？黑手党之间的仇杀如何落幕？谁是家族的内奸？谁
又能够成为新一代的“教父”？血雨腥风和温情脉脉，在这部里程
碑式的黑帮史诗巨片里真实上演。

ME- 156 D0000392-D000039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的士速递 

剧情 法文 
86 分钟

VCD

Taxi 

吉拉尔·皮雷
萨米·纳塞利 / 玛丽昂·歌迪亚 / 佛瑞德瑞克

丹尼尔（萨米·纳塞利）度过了披萨快递员的最后一天，做起了
出租司机。然而在他看来，出租司机并不是他真正的职业，他是名真
正的快车手。因为超车被罚，丹尼尔结识了警察艾米（佛瑞德瑞克·
迪分索）。艾米考了八次驾照都没通过，工作里捅漏子，情场上没胆
量，连烧水都能引起火灾，总之是个把一切都搞砸的笨蛋。此时艾米
正为一伙德国劫匪头疼，丹尼尔为了要回驾照，只好帮艾米调查案
件。事实证明他的快车天赋刚好派上用场，劫匪最终被他引入进退两
难的陷阱。

ME- 157 D0000394

黑客帝国 

动作 / 科幻 / 冒险  英文
The Matrix 

136 分钟
VCD

安迪·沃卓斯基 / 拉娜·沃卓斯基
基努·里维斯 / 凯瑞-安·莫斯 

不久的将来，网络黑客尼奥（基奴李维斯饰）对这个看似正常的
现实世界产生了怀疑。他结识了黑客崔妮蒂（凯莉·安·摩丝饰）
，并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墨菲斯（劳伦斯·菲什伯恩饰）。墨菲
斯告诉他，现实世界其实是由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
系统控制，人们就像他们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和思想，而尼奥就
是能够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可是，救赎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到底哪里才是真实的世界？如何才能打败那些超人一样的特勤？尼
奥是不是人类的希望？这是黑客的帝国，程序和代码欢迎大家的到
来。

ME- 158 D000039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蝙蝠侠：侠影之谜

剧情 / 惊悚 / 犯罪 英文
Batman Begins

140 分钟
VCD

克里斯蒂安·贝尔 / 迈克尔·凯恩 / 连姆·尼森 
克里斯托弗·诺兰

布鲁斯 韦恩（克里斯汀贝尔 Christian Bale 饰）童年亲眼目睹了
父母在高谭市街头被歹徒枪杀，韦恩充满怒火。在继承了父亲亿万家
产后，韦恩开始环游世界，希望凭自己的力量复仇和打击犯罪！韦恩
为了了解罪犯的心理，在亚洲他亲自体现了犯罪的感觉，最后被捕入
狱。他在狱中遇到了武艺高强的杜卡，杜卡传授了韦恩高强的武艺和
坚韧的意志力。韦恩很快被神秘的影忍者盟看上，忍者大师一直想邀
他加入。韦恩不久发现影忍者盟对自己的家乡高谭市另有企图，他毅
然回到了故乡。韦恩在自己的庄园发现了一个地下室，从此他多了一
个身份—蝙蝠侠。蝙蝠侠开始了对抗笼罩在高谭市的黑暗。

ME- 159 D0000396

回到未来

科幻 / 家庭 / 冒险 英文
Back To The Future

116 分钟
VCD

迈克尔·J·福克斯 / 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罗伯特·泽米吉斯

布朗博士（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Christopher Lloyd 饰）总是有
些稀奇古怪的发明。在一次试验他发明的时光机器时，他找来了忘
年交高中生马丁（迈克尔J福克斯 Michael J. Fox 饰）。岂料实验过
程中博士被歹徒杀害了，马丁慌乱中架着时光机逃跑，回到了30年
前。马丁遇到了30年前的父亲乔治（克利斯丁格拉夫 Crispin Glover 
饰）和母亲洛莲（莉汤普森 Lea Thompson 饰）。马丁一边找寻30
年前的布朗博士，好让自己回到未来；一边尽力撮合乔治和洛莲，
以免自己在以后消失了。但乔治为人懦弱，马丁在撮合过程中弄巧
成拙让洛莲爱上了自己。还有令人讨厌的贝夫从中作梗，令马丁恼
怒不已。马丁周旋在他的双亲之间，还要尽快找到博士，想办法回
到未来……

ME- 160 D0000398-D000039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毁灭之路

剧情 / 惊悚 / 犯罪 英文
Road To Perdition

117 分钟

VCD

汤姆·汉克斯 / 保罗·纽曼 / 裘德·洛 
萨姆·门德斯

迈克尔 (汤姆汉克斯 Tom Hanks 饰) 是美国芝加哥一个黑帮老
大鲁尼的养子，他一直是鲁尼得力的左右手――帮派中令人恐惧的
杀手“死亡天使”。迈克尔虽然杀人不眨眼，但现实中却是一个温
文尔雅，烟酒不沾的好丈夫、好父亲。他的两个儿子一直都不知道
父亲的职业，直到大儿子小迈克尔12岁了。一天他偷溜进父亲的汽
车决定探知父亲的职业。小迈克尔目睹了一起杀人案，他的行为也
被帮会知悉了。帮会怕他走漏风声，然而迈克尔却以“他是我的儿
子”为由保证他一定不会走漏消息。然而，迈克尔的妻子和他的小
儿子却遭帮会误杀了，他们本来的目标是他和小迈克尔。父子两开
始了亡命天涯和复仇之路!

ME- 161 D0000400

南极大冒险

剧情 / 爱情 / 家庭 英文
Eight Below

120 分钟

VCD

保罗·沃克 / 布鲁斯·格林伍德
弗兰克·马歇尔

动物与人之间互救互助，不舍不弃的感人故事，冰天雪地的南极
迎来了三个科考队员，他们要前来搜寻一块陨石，随行的还有八条
雪橇狗。南极风景优美，三人惊叹不已，然而危险却也随着美景到
来。几天之后，一场暴风雪让他们尝到了苦头，其中一名队员掉进
了薄冰下的冰水里面，危在旦夕，幸得雪橇狗奋身相救，队员才脱
险——这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序曲，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狂暴
的风雪在肆虐着南极大地，科考队员进退两难，在恶劣的天气和环
境下挣扎求生。而此时，他们只能决定放弃那八条忠实的雪橇狗。
当三人安全返回的时候，他们怎样也放不下那些还陷于危难的狗。
为了挽救它们，三人沿途折回，回到了那片南极大地。

ME- 162 D0000401-D000210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艺伎回忆录

剧情 / 爱情 英文
Memoirs of a Geisha

145 分钟
VCD

章子怡 / 渡边谦 / 杨紫琼
罗伯·马歇尔

根据美国作家阿瑟-高顿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以第一人称展
开，时代背景从1929年开始延续到二战结束，女主人公回忆了自己
从小拼命挣扎、历尽荣辱的人生经历。有着一双蓝灰色眼睛的小百合
（章子怡饰）出生于贫穷小渔村，被卖到京都一家知名的艺妓馆。小
百合在那里学习了舞蹈、茶艺等，渐渐成为当地头牌艺妓，同时也不
断受到京都第一红妓初桃（巩俐饰）的压迫与挑战。一个偶然的机
会，全日本最美丽、知名的艺妓真美羽（杨紫琼饰）要认小百合为“
妹妹”，此举从此改变了小百合的一生……

金刚

剧情 / 动作 / 爱情 英文
King Kong

187 分钟
VCD

娜奥米·沃茨 / 杰克·布莱克 
彼得·杰克逊

导演率领拍摄组来到神秘的骷髅岛开始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女主
角是漂亮娇小的安(娜奥米沃茨 Naomi Watts 饰)，她在纽约的演艺
事业陷入了低谷，这是她时来运转的大好机会。他们乘坐轮船来到岛
上，却不知在岛上即将要险象横生。正当导演要开始开机拍摄时，他
们遭到了当地土著的袭击，几个随行人员遇难身亡。摄制组慌忙逃
离，幸好起航离去，却发现不见了女主角安。原来安土著野人抓走，
被当作祭品。安尖声惊叫，引来了传说中骷髅岛的猩猩——金刚的关
注。金刚在岛上很有霸气，连恐龙都要忌它几分。然而，野兽爱上了
美人，金刚搭救安脱离困境，不料却让自己陷入了一场悲剧。

ME- 163 D0000402 ME- 164 D000040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长毛狗

喜剧 / 家庭 / 奇幻 英文
The Shaggy Dog

98 分钟
VCD

蒂姆·艾伦 / 克里斯汀·戴维斯 / 泽娜·格雷
布莱恩·罗宾斯

在戴夫（蒂姆·艾伦 Tim Allen饰）的心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的，家中的妻儿在他的事业面前都得让路。如果没有这个意外，也许
他永远亦不会意识到家人的重要性。戴夫在接到一桩动物实验的案件
后展开侦查，不料与一只长毛狗打了交道：长毛狗了他一口，还传播
给他一种离奇的病毒，重新改造了他的基因。现在，戴夫变成了长毛
狗，长毛狗变成了戴夫。他们的生活也互相调换，家里没有人知道那
只又可怜又可爱的长毛狗就是自己的亲人，戴夫只有过着狗面人心的
生活，眼巴巴看着智商为零的长毛狗霸占了自己一家之主的位置。更
令人着急的是，当了狗的戴夫终于有空闲看着自己的家人如何生活，
也终于觉悟到以往自己分给他们的爱实在是太少。但是以戴夫现在的
状况，似乎只有后悔的份了。

雨中曲

喜剧 / 爱情 / 歌舞  英文
 Singin’In The Rain

103 分钟
VCD

吉恩·凯利 / 唐纳德·奥康纳
斯坦利·多南 / 吉恩·凯利

无声电影时代，演员的形体远远比声音重要。琳娜（简·哈根 
Jean Hagen 饰）就是凭着讨好的外形和唐（吉恩·凯利 Gene Kelly 
饰）成为大受欢迎的明星搭档。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有声电影问
世，这就难倒了声音及其难听的琳娜。无论如何训练，她都不能把台
词念得漂亮。于是，唐请来了声音甜美的凯西（黛比·雷诺斯 Deb-
bie Reynolds 饰），让她做琳娜音乐剧幕后的配音者，令琳娜的演出
声名大振。而走红的琳娜更加目中无人。唐经常与凯西好友科斯莫（
唐纳德·奥-康纳Donald O’Connor 饰）合作无间，唐更与凯西擦出
火花，两人相互倾慕。一场大雨给了唐无限的灵感。然而他如何让才
艺俱佳的凯西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

ME- 165 D0000404 ME- 166 D00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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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玛

剧情 / 家庭 / 冒险  英文
Duma

100 分钟
VCD

 Alex Michaeletos / 坎贝尔·斯科特
卡罗尔·巴拉德

广袤野性的南非草原。入夜，一只迷路的印度豹幼崽跌跌撞撞地
闯进高速公路。幸运的是，彼得（坎贝尔·斯科特 Campbell Scott
饰）父子救下了它。当两父子把这个小家伙带回家时，儿子赞恩（亚
历克斯·迈克尔罗特 Alex Michaeletos饰）仍旧紧紧地搂着小豹仔，
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一起长大的朋友了。他给小豹仔取名杜玛。可随
着杜玛一天天的长大，赞恩必须要让他的这个动物朋友回归到自然
中。于是他带着杜玛只身横穿整个南非。蛮荒的南非大地上危机重
重，潜伏的非洲狮，暗藏在河流中的鳄鱼，还有那个试图抓杜玛卖钱
的神秘流浪汉。赞恩和杜玛的大冒险就这样开始了。赞恩经历千辛万
苦，终于把杜玛送回野外。可到达这次旅程终点的时候，也该是赞恩
和杜玛道别的一刻。本片是由华纳公司推出的一部以动物与人为题材
的电影，执导过《黑神驹》和《伴你高飞》的电影导演拉罗尔·巴尔
兰德再次执导该……

太阳帝国

剧情 / 动作 / 战争  英文
Empire Of The Sun

152 分钟
VCD

克里斯蒂安·贝尔 / 约翰·马尔科维奇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941年上海，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历时四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
爆发，英美加入战局，上海外租界的西方人的生活也经历了巨大的
动荡，11岁的Jamie就是其中之一。在逃难的途中，Jamie和父母走
失，他遇到美国人贝希和弗兰克，差点被他们卖掉，三人辗转到了
闸北集中营。在集中营，Jamie明白了战争的残酷，学会了“为了吃
饭什么事都能干”的生存哲学，还认识了和他一样喜欢飞机的日本
小孩。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着和父母团聚的一天。

ME- 167 D0000406 ME- 168 D00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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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狗当家

剧情 / 喜剧  日文
88 分钟

VCD

大森南朋 / 松岛菜菜子 / 北乃绮
长崎俊一 / 石井聪一 / 江藤尚志

新的一年，人类和他们最好的伙伴，甜蜜、快乐抑或辛酸的故事
再次上演：[AKIRA]演员中尾彬（中尾彬 饰）在街头咖啡店小憩时被
店员认出来，他的心中说不出的得意，可就在这时，一条和他有着
相同名字的小狗出现了；[爱犬家]“爱犬家”栏目组走遍全国，拍摄
那些爱狗家庭和狗狗之间发生的搞笑、有趣甚至怪异的故事；[DOG 
NAP]柳田家发生绑架勒索事件，渡边警部（内野圣阳 饰）和部下高
度重视，结果却出人意料；[妈妈的担心症]儿子终于和心爱的女孩走
入婚礼的殿堂，庆祝晚宴上，男孩的妈妈美知代（高畑淳子 饰）却
担心其那只被留在家里无人照看的狗狗Kiss；[狗的名字]童年的伤心
过往，让一郎不愿养狗，而这时他也罹患了奇怪的绝症；[香草]在公
园看到活泼可爱的小狗，奈津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想起了最好的朋
友——小狗香草。

海豚的故事

剧情 / 家庭  英文
Dolphin Tale

113 分钟

VCD

小哈里·康尼克 / 艾什莉·贾德 / 内森·甘宝
查尔斯·马丁·史密斯

一只年幼的海豚在海洋里随意地嬉戏,却不幸地被捉螃蟹的陷阱抓
了个正着,它的尾巴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被当地人发现之后,这头雌性小
海豚被送到了克利尔沃特海洋医院(Clearwater Marine Hospital)。在
那里,人们给它起名叫做温特。不过,这个时候,它与命运的抗争才刚刚
开始。海豚这样的哺乳动物没有了尾巴就失去了在水中保持平衡和游
泳的能力。倘若没有了游泳能力,它就没有办法来到水面上呼吸。这也
就意味着温特要么一辈子都在半露出水面的状态下生活;要么就在水里
窒息而死。为了不让这个生命活的没有尊严,同时也为了拯救这一条生
命,一群海洋生物学家、兽医、假肢制作者们联合了起来,用自己的聪明
才智为温特带来了一个奇迹一个人工尾鳍。这个人工尾鳍不仅帮助温
特活了下去,更是让它成为了千万美国人的偶像,成为希望、勇气以及不
屈不饶与命运相抗争的符号。

ME- 169 D0000408 ME- 170 D00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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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遭遇

剧情 / 传记 / 战争 俄文
Destiny Of A Man

103 分钟
VCD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 Pavel Boriskin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并获1960年的列宁奖金。影
片忠实地表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哲理思想：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万物
苏生。影片的故事内容已被它的片名所概括了，它表现了一个普通的
人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战争刚爆发，木工索
阔洛夫就上了前线，在战争中，他走过了一条苦难的艰巨道路：他被
浮过；在集中营里做过受尽折磨的苦工；又机智地驾车回到了苏军阵
地，还俘获了一个德冠少校，带来了重要的情报。战争使索阔洛夫失
去了人间所有的亲人和温暖的家，但他并没有变得冷酷无情，并没有
被痛苦折磨得失去生存的意志。他不仅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
要以破碎的心灵中的全部的爱去温暖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小生命。影片
结尾索阔洛夫把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亲人、露宿街头的小男孩凡尼
亚认作儿子这场戏充分地阐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一个遭受战争创伤
的人，没有理由永久地为自己的痛楚而哭……

逃出亚马逊 2

剧情 / 冒险 英文
Amazon

VCD

C·托马斯·豪威尔 / 罗伯·斯特尔特
米兰·昆德拉 / Holly Dale

一架商业飞机坠毁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只留下少数的幸存者。
但是幸存者们没有获救，他们挣扎在危险的亚马逊雨林，这里的生存
比坠机事故更加恐怖，他们必须应付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食人鱼、
致命的毒蛇、食肉蚂蚁、有毒植物、敌对的部落，还有更多未知的危
险。

ME- 171 D0000410 ME- 172 D0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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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本色

剧情 英文
 The Proud Rebel

103 分钟
VCD

艾伦·拉德 / 奥利维娅·德哈维兰
迈克尔 柯蒂兹 (Michael Curtiz)

南方人钱德勒带着因受惊吓而失语的儿子戴维来到北方求医，却
因牧羊犬莱斯与人冲突并被判有罪。好心的女农场主蓝妮为他做了担
保并收留了他，可是相邻的恶霸农场主却对蓝妮的土地虎视眈眈……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剧情  英文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157 分钟
VCD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艾玛·沃森
迈克·内威尔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学期，魔法学校的盛事：三强争霸赛在霍格
沃茨举行。学生们争先报名，希翼获得永恒无上的荣誉。火焰杯在选
出三所学校的三名勇士后，竟将未足年龄的哈利也挑选出来。哈利
（Daniel Radcliffe饰）的当选引起其他学生的嫉妒连连，就连铁哥
们罗恩（Rupert Grint饰）也首次和他闹起了别扭，哈利感到孤立无
援，还好有教父小天狼星和赫敏一直支持他。可总有些好事者如记者
丽塔等着看他的好戏。天知道这场比赛是何等艰辛危险，在龙的眼皮
下偷蛋，潜入湖底救人，在迷宫中探险……一不小心，甚至可能付出
生命的代价。黑魔王伏地魔的威胁渐渐显现，每一天都险象环生，动
人心弦。

ME- 173 D0000412 ME- 174 D00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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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豆的黄金周

喜剧 / 家庭 英文 
Mr. Bean’s Holiday

90分钟
VCD VCD

罗温·艾金森 / 马克思·鲍德里
史蒂夫·班德莱克

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Rowan Atkinson饰）总是傻人有傻福。
他买彩票意外获得前往法国度假的机会。憨豆先生马上收拾好行
囊，前往法国圆他的先锋派电影之梦！抵达巴黎后，憨豆先生遇到
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戛纳电影节评委。思想其妙的憨豆希望能拍摄
一部关于自己的先锋派电影，于是做事从来不顾后果的他带上了与
那位俄罗斯评委走散的儿子，两人跳上了火车，路上扮演一对父
子，却因语言不通大闹笑话，最后陷入了困境。憨豆最后会被作
为“绑架者”被捕还是凭借他的影片入围嘎纳，夺得大奖？

ME- 175 D0000414 ME- 176 D0000415

美里已经65岁，主要是败在生活中。她和她的丈夫Yakob拥有
一个短暂的酒店，位于旧金山的Tenderloin区，但是当Yakob在抢
劫被杀害在酒店进入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米里使便士辅导邻居小
孩。她穿着黑衣服，很少外出，而且吃得很少。但她是节省的东
西，因为我们看到她……

The Steppe
草原

埃米尔·拜加津

哈萨克文
95 分钟
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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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脂球

剧情 剧情
Boule De Suif

103 分钟 103 分钟
VCD

克里斯蒂安-雅克

描绘了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期间，有一辆法国马车在离开敌战区
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一定要车上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
妓女陪他过夜，否则马车就不能通过。羊脂球出于爱国心断然拒绝，
可是和他同车的有身份的乘客为了各自私利，逼她为了大家而牺牲自
己，羊脂球出于无奈而作了让步。可当第二天早上马车出发时，那些
昨天还苦苦哀求的乘客们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个个疏远她，不屑在
与她讲话。她觉得自己被这些顾爱名誉的混帐东西轻视淹没了，当
初，他们牺牲她，之后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废物扔掉。

英文

ME- 177 D0000416

俄文

影片《猎人笔记》根据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同名小说改编
而成。它从小说中选取了一个故事——《护林员》拍摄成电影。影
片忠实于原著的风格，以优美的画面，生动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广
袤俄罗斯大地上秀丽的自然风光、勤劳俭朴的劳动人民。影片以一
个护林员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展现了俄国农奴背景下的劳动人民挣
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凄苦生活。林中的景色美不胜收，尽忠职守的
护林员看护着森林，即便是一根树枝，别人也休想从这儿偷走。虽
然他尽心尽力地干活，可贫苦、饥饿却困扰着他。他的妻子因病去
世，留下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极
为艰难，常常是食不果腹。尽管这样，护林员对工作仍旧是兢兢业
业。然而苦难尚未结束，一位先生到林中打猎，误打中了护林员，
结束了他苦难深重的生命。而他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从此更加孤苦
无依。

ME- 178 D0000417VCD

猎人笔记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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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

剧情 / 动作 / 爱情  英文
Pearl Harbor

183 分钟
VCD

 本·阿弗莱克 / 乔什·哈奈特 / 凯特·贝金赛尔
迈克尔·贝

雷夫（本阿弗莱特）和丹尼（乔什哈奈特）是一对自小玩在一起
的好兄弟，两人对飞行都有很大兴趣，曾一起学习过驾驶飞机，二战
初期，两人又一起加入了美国空军部队。受训期间，雷夫与军中医院
里的女护士伊弗琳（凯特贝金赛尔）坠入爱河。为协助欧洲各国抵抗
纳粹德国的侵略，美军决定派出精英部队前往欧洲大陆，雷夫自告奋
勇前往参战，并将伊弗琳托付给丹尼照顾，不久，噩耗传来，雷夫的
飞机在空战中不幸被德军击落，生还可能几乎为零。伊弗琳与丹尼在
相互勉励的伤痛中，萌生爱情。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雷夫并没死去，
当三人重聚首时，尴尬顿生。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事帮他们解了围，雷
夫与丹尼决定不做情敌做战友。

茜茜公主

剧情 / 喜剧 / 爱情
Sissi

102 分钟

VCD

罗密·施奈德 / 卡尔海因茨·博姆
恩斯特·马利斯卡

《茜茜公主》系列影片包括《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
《皇后的命运》三部曲。作为系列影片的首部，该片讲述了茜茜公
主（罗密·施奈德 Romy Schneider 饰）与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
夫（卡尔亨兹·伯恩 Karlheinz Bhm饰）邂逅相恋的故事。茜茜出生
在 巴伐利亚的贵族之家，她美艳动人，性格活泼。姨妈苏菲打算安
排自己的儿子，即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兰兹，在他的生日庆典上与
茜茜的姐姐海伦订婚。母亲和姐姐带着茜茜赴奥地利参加庆典，调
皮的她偷偷溜出去钓鱼，不料却与英俊的国王弗兰兹相遇。茜茜动
人的微笑深深击中弗兰兹，让他彻底爱上了天真纯情的茜茜，并不
顾一切违背母亲苏菲的旨意，在生日庆典上宣布茜茜才是自己的皇
后。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这段浪漫纯真的爱情却是刚刚面临考
验。

ME- 179 D0000418-D0002107 ME- 180 D0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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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鲨

惊悚  英文
124 分钟

VCD

Jaws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罗伊·施奈德 / 罗伯特·肖 / 理查德·德莱福斯

一条大白鲨袭击了一个海滨小镇，为此警察局长、一位海洋学家
和一名捕鲨能手决心去杀死这条鲨鱼，然而这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ME- 181 D0000420

大白鲨2

惊悚 / 恐怖 / 冒险 英文
Jaws 2

116 分钟
DVD

吉诺特·兹瓦克
罗伊·施奈德 / 洛兰·加里 / 科林·威克斯

影片故事背景一如上集，这次在艾密迪海滩大开杀戒的大白
鲨，却是一条满含恨意，一心前来报“杀夫之仇”的母鲨。

ME- 182 D000042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大白鲨3

剧情 英文
99 min

DVD

Jaws 3-D

乔·阿尔夫斯
丹尼斯·奎德 / 贝丝·阿姆斯特朗 / 西蒙·麦克金代尔

在一个开幕典礼中，席中包括许多重要人物，和一只未受邀请
的小白鲨，它由一个错误的海口进入了公园的湖里，然后死了，它
那35尺大的母鲨为了它的小孩，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大恐惧……

ME- 183 D0000422

无敌当家

家庭 / 喜剧
Beethoven

87 分钟
DVD

布莱恩·莱温特
查尔斯·格罗丁 / 邦尼·亨特 / 迪恩·琼斯

纽顿一家人住在郊外社区中，过着幸福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
总觉得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直到有一天，一只迷途的圣伯
纳小狗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禁不起三个孩子们的苦苦追求，爸爸乔
治纽顿与妈妈艾莉丝终于答应饲养这只可爱的小狗，并将他取命为
贝多芬。没想到，在短短的数个月后，贝多芬再也不是一只小狗
了，他迅速长大成一只毛绒绒、重达185磅、具超级破坏力的庞然大
物！虽然贝多芬总是边走边流口水，把家中弄得粘兮兮的……

英文

ME- 184 D000042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无敌当家3

家庭 / 喜剧 英文
99 分钟

VCD

Beethoven’s 3rd

大卫·M·埃文斯
祖德·莱茵霍尔德 / 朱丽亚·斯维尼 / Joe Pichler

主李查以外，其他的家庭成员都以为这会是一段单调无聊的假
期，没想到上路没多久，出现了一名意外的旅客──贝多芬，它不但
巨大，一直流口水，食量惊人，又擅长闯祸，美好的假期眼看就要演
变成一场大灾难。就在贝多芬在纽顿家的地位快不保时，出现了两名
恶贼，计画对纽顿一家人下手，贝多芬会如何教训这两名恶贼，保护
纽顿一家人呢？

ME- 185 D0000424

无敌当家4

家庭 / 喜剧 英文
Beethoven’s 4nd

89 分钟
DVD

Rod Daniel
查尔斯·格罗丁 / 邦尼·亨特 / Nicholle Tom

贝多芬在主人及孩子的呵护下，生活悠闲，可是它感觉寂寞难
耐，尤其是漫步公园时，眼见其他狗群出双入对，更是羡慕不已；
直至它遇上同种的母狗美丝后。他不管如何艰辛，誓言要夺得美人
归。

ME- 186 D000042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未来水世界

剧情 英文
136 分钟

DVD

Waterworld

凯文·雷诺兹，凯文·科斯特纳

凯文·科斯特纳 / 丹尼斯·霍珀 / 珍妮·特里普里霍恩

公元2500年，由于地球两极冰层融化，世界变得汪洋一片，人
们只有在水上生活，建立了水上浮岛，这时泥土已经变为极其珍贵的
东西。人们非常渴望记载中的陆地生活。一天，一名孤独的海行者来
到了阿托尔浮岛，用一罐泥土交换淡水和番茄苗。当他准备离开时，
却和岛上的人发生了冲突。岛上的居民发现他是一个长着鳃和蹼的变
体人，把他关了起来。正当岛上居民要处死海行者时，浮岛受到了海
盗“烟民”的袭击。老人维格驾着气球逃生……

ME- 187 D0000426

总有骄阳

爱情 / 剧情 英文
The Cider House Rules

126 分钟
DVD

莱塞·霍尔斯道姆
托比·马奎尔 / 查理兹·塞隆 / 戴尔里·林多

荷马在孤儿院老医生的关怀下成长，但他不安于现状，选择了离
开了孤儿院，他发觉自己的过去深深影响着自己的未来。

ME- 188 D000042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国际机场

惊悚 / 剧情 英文
37 分钟 

VCD

Airport

George Seaton / 亨利·哈撒韦
伯特·兰卡斯特 / 迪恩·马丁 / 珍·茜宝

身患绝症的中年男子范海弗林携带炸弹上了一班美国的国内班
机，企图在飞机上引爆炸弹同归于尽，目的是使妻儿获得巨额保险
金。他的自杀之举在最后关头被识破，但已令飞机受损，在驾驶员狄
恩马丁、空姐珍西宾、机场航管中心主任华兰卡斯特、救难指挥乔治
甘西迪等人密切合作下，终于使飞机在大风雪下安全迫降地面，化解
了一场大空难。

ME- 189 D0000428 ME- 190 D0000429

狂野之河

惊悚 / 剧情 / 冒险 英文
The River Wild

108 分钟
VCD

柯蒂斯·汉森
梅丽尔·斯特里普 / 凯文·贝肯 / 约瑟夫·梅泽罗

汤姆和盖尔夫妇感情疏远，为了弥合裂隙，他们决定带儿子罗克
进行一次激流冒险旅行。途中他们遇到三个可疑的人，韦德、特里和
弗兰克。后来做向导的弗兰克突然失踪了。韦德用一些小手段“笼
络”住罗克，使罗克拿他当英雄一般崇拜，但汤姆和盖尔始终保持警
惕。抢劫巨款潜逃的罪犯。他们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将一家三口扣
做人质，准备顺流而下逃出国境。汤姆逃出虎口，到下游埋伏起来。
韦德以为汤姆……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大地震

惊悚 / 剧情 英文

123 分钟
VCD

Earthquake

马克·罗布森
查尔登·海斯顿 / 艾娃·加德纳 / 乔治·肯尼迪

故事讲述洛杉矶发生大地震，霎时整个美丽的城市变为断垣残壁
这一无情的场面……

我们要活着回去

剧情 英文
Alive

127 分钟
VCD

弗兰克·马歇尔
伊桑·霍克 / 文森特·斯帕诺 / 乔什·汉弥尔顿

故事发生在1972年，南美的橄榄球队赴智利比赛，飞机于途中
撞毁于安第斯山，但部分队员仍然生还。队长安东尼欧带领生还者
挣扎着活下去，一边等候救难队的救援，但苦无反应。在大风雪下
撑了九天，他们被迫分食死难者的肉维生，并尝试派人下山求援，
但无功而返。后来又发生雪崩等灾难，经五十多天后天气渐暖，才
剩下十六个人逃出生天。

ME- 191 D0000430 ME- 192 D000043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垂死的侦探

剧情 英文
50 分钟

VCD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莎拉·赫林斯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 Rosalie Williams

两颊绯红、嘴唇干裂、双目无神、四肢搐、奄奄一息……出现在
华生面前的，是一幅非常凄惨的景像，世界上最伟大、最出色、最
强悍、最聪明的侦探福尔摩斯，染上了无药可救的致命恶疾，危在
旦夕……人总是要死的，福尔摩斯也不例外。

夏洛克·福尔摩斯-格兰奇修道院

英文

VCD
彼德·哈蒙德
杰锐莱·布莱特 

嗜酒成癖的恶魔般的丈夫，天姿国色的天使般妻子，忠心耿耿一
心为主的仆人，曾经富丽堂皇而今陈旧衰败的庄园……毫无疑问，
这是个理应发生点什么故事或事故的地方。当格兰其庄园的优斯塔
斯爵士被通条击例，血和脑浆溅满屋子时，故事开始了……

剧情
68 分钟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ME- 193 D0000433 ME- 194 D000043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修道院公学

英文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英格兰最优秀的预备学校里，公爵大人的独子与一位德语教师
神秘失踪，3天后，德语老师的尸体在学校附近的荒原被发现……最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德语教师遇害的荒原附近一头牛也没有，路上
却有大量牛蹄的痕迹……

剧情
68 分钟

The Priory School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博斯克姆比溪谷秘案

英文

VCD
John Gorrie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兵工厂职员横尸铁轨，头部碎裂，身上有两张戏票，一本银行支
票，一些零钱和一小捆政府的机密文件——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照
推断来看，死者应是被人从行驶的火车上扔下来的，可奇怪的是，在
死者的身上却找不到车票……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剧情
68 分钟

ME- 195 D0000435 ME- 196 D000043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歪唇男人

VCD

Jeremy Brett David Burke

陌生小巷里，突然传来一声惊叫，圣克莱尔太太抬起头，骇然发
现丈夫惊慌失措的脸探出三楼窗口，然后突然消失…… 在发出惊叫的
房间里，迅速赶到的巡捕抓住一个肮脏猥琐、嘴唇歪裂的红发瘸子，
并在前屋的幔幕后找到了圣克莱尔绅士的靴子、袜子、帽子、手表和
买给女儿的积木，而圣克莱尔绅士则踪影全无……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英文

VCD
John Gorrie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兵工厂职员横尸铁轨，头部碎裂，身上有两张戏票，一本银行支
票，一些零钱和一小捆政府的机密文件——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照
推断来看，死者应是被人从行驶的火车上扔下来的，可奇怪的是，在
死者的身上却找不到车票……

英文
Sherlock Holmes Sherlock Holmes

剧情
68 分钟

剧情
68 分钟

John Gorrie
ME- 197 D0000437 ME- 198 D000043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银色马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雨夜，一匹银色的名驹被盗，驯马师头颅粉碎，惨死在驯马厩外
的荒野里。死者手中紧握着一把形状奇特的小刀，大衣挂在金雀花丛
上，草丛中有一根燃烧了一半的蜡火柴梗……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三墩山墙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在这个地球上，有三个人因歇洛克·福尔摩斯而遐尔闻名：华
生、柯南·道尔和杰锐莱·布莱特。三个人，贡献出三个福尔摩斯：
华生嘴里的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杰锐莱·布莱特
扮演的福尔摩斯。通过华生的嘴与柯南·道尔的笔，我们想象福尔摩
斯，而杰锐莱·布莱特堪称完美的精彩演绎，让我们丰富的想象变成
丰富的真实。作为全球影迷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影视版本，作为
罕有的两度荣获美国神秘作家作品奖的影视剧，作为一部深入人心，
精彩绝伦的福尔摩斯探案剧集，欣赏它，无须太多理由，四个字，就
刚刚好。

Sherlock Holmes
英文剧情

68 分钟
ME- 199 D0000439 ME- 200 D000044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巴什克维尔的猎犬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澳洲演员Richard Roxburgh和英国演员Ian Hart演绎的《巴斯克
维尔的猎犬》。这个故事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中最受欢迎的佳
作之一。讲述一个古老家族遭受传说中的恶魔猎犬纠缠的故事，然而
正如读者可以想象的，在这只恐怖的猎犬背后，藏着一个邪恶的、
肮脏的、严重非法的阴谋。“猎犬”是被搬上银幕次数最多的福尔
摩斯故事，其特殊的故事情节对拍摄手法、特技制作也有很高的要
求。英国BBC公司2002年出品的这一版猎犬，秉承了道尔原著那种
苍凉、广袤、阴森、神秘的哥特式氛围，对原著的改编也较为合适、
审慎。主演Roxburgh尽管是澳洲演员，但当他操着英国口音、西装
革履出现在这一部电影中时，不得不说他的福尔摩斯是较为有神韵
的。Roxburgh演出了一个可信的福尔摩斯，他用纸烟代替了笨重的
烟斗，他穿西服和大衣而不是苏格兰猎装，他也不戴猎鹿帽，没有
做作、没有故弄玄虚和挤眉弄眼。他的福尔摩斯演的平和、真实而可
信，带着书卷气又显露出一丝硬汉的气息。扮演华生的Hart
曾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演出奇洛教授。尽管外
型和华生差以千里，但Hart的华生与福尔摩斯配合
十分巧妙，不得不说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诠释。此
外，英国名演员Richard E. Grant扮演的斯台普
吞也令人印象深刻。

夏洛克·福尔摩斯 - 肖斯德姆别墅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一个漆黑的夜里，福尔摩斯与华生带着马灯，潜入肖斯德姆别墅
附近的一座教堂，在教堂下面那阴森恐怖、堆放着众多陈年棺材的地
穴里，两人举起了撬棍……一个血腥味与恐怖意味十足的故事。

英文剧情
68 分钟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Sherlock Holmes

ME- 201 D0000431 ME- 202 D000044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雷神桥之谜寓所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一起轰动伦敦的离奇凶杀案！赫赫有名的金矿大王的妻子头部
中弹，惨死在人迹罕至的雷神桥上，她手中坚攥着的纸条，表明其
死亡与丈夫新近聘请的妙龄女家庭教师有着莫大的干系。而最让福
尔摩斯困惑不解的是桥栏杆上一道奇怪的凿痕……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单身贵族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对20年来从未堕入情网的圣西蒙勋爵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
刻；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身家百万的美艳新娘、数额巨大在嫁妆、简约
而隆重的婚礼……一切都显得如此新奇、美好和幸福。唯一令人遗憾
的是，婚礼刚刚结束，新娘就彻底失踪了……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ME- 203 D0000442 ME- 204 D000044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维斯特里亚寓所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你到一个新近结识的朋友家吃饭，然后过夜，然后一觉醒来，你
发现整栋房子除了你之外一个人也没有，昨晚与你一起进餐的新朋
友、外国客人、外国厨师……全部不翼而飞！你会怎么想？而更离谱
的是，警察随后找到你，告诉你，你那朋友的尸体在一个空地上被发
现，他的头被打成了肉酱，并死后仍惨遭狂暴的欧打——你该怎么
办？我要是你，我就立马打114查福尔摩斯的电话!

英文剧情
68 min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爬行人

VCD

The Creeping Man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自从61岁的普莱斯伯利教授狂热地爱上一个少女后，每隔九
天，他就会被家里的狼狗狠狠地咬一次。而更令教授的女儿和助手
惊骇的是：被狗咬的当天深夜，教授总是偷偷地溜出房间，在楼道
和窗户上四处爬行……

英文剧情

68 分钟
ME- 205 D0000444 ME- 206 D000044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最后一个吸血鬼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福尔摩斯调查奇特和悲慘的事件在这似乎与一个男人似乎是像
吸血鬼谁的一村庄。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纸盒子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阿瑟柯南道尔对他笔下的福尔摩斯故事和书籍是又爱又恨──
虽然曾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却并不是他立志从事的那种艺术。影
片《福尔摩斯》也可以用又爱又恨来形容，不是因为盖伊里奇颠覆
了一个令人尊敬的文学偶像，把他变成了一个功夫英雄──或许孩
子们会喜欢，而且又不伤大雅──而是由于影片中的功夫比布景要
逊色的多。真正出彩的地方不是来自熟悉的打斗片断，而是来自萨
拉格林伍德(Sarah Greenwood)的布景设计和菲利普鲁斯洛(Philippe 
Rousselot)的摄影，再加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和新建筑物同时崩塌
爆炸的电脑特效。尽管唐尼在《钢铁侠》(Iron Man)之后成了一位成
熟的动作明星，看着他做自己“老本行”的侦探工作，真是巨大的
享受，你在每个场景中都能找到笑料和惊喜。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ME- 207 D0000446 ME- 208 D000044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马斯格雷夫典礼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马斯格雷夫典礼，一个古老仪式，它的咒语是这样的：“太阳在
哪里？在像树上面。阴影在哪里？在榆树下面。怎样测到它？向北10
步又10步，向东5步又5步，向南2步又2步，向西1步又1步，就在下
面”。它在说什么？无论它说是的什么，能令一个20年来一直忠心耿
耿的管家突然玩失踪，就一定有极大的古怪……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墅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一系列荒诞的事件正在上演：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家，一连
四座拿破仑石膏像遭窃并被恶意地砸成碎片，而就在第四座石膏像
被盗的地方，骇然出现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ME- 209 D0000448 ME- 210 D000044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四签名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一位英国妇人玛丽每年在她父亲失踪的日子都收到一个匿名的邮
包。十年前她父亲的失踪对她来说是一次不堪回首的经历。今年，她
收到的是那位幽灵般的寄件人的一封信，约她在一个深夜见面。在福
尔摩斯和华生的帮助下，玛丽与神秘人会面。然而会面并没揭开真
相，相反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疑问。神秘人在留下一个线索就突然死
亡。这线索令福尔摩斯他们决意找出这独特的犯罪背后危险而又不可
预测的真相。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魔鬼之足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魔鬼降临，一个寒冷的夜里，四兄妹在家玩纸牌。凌晨，妹妹
僵死在椅子上，另两个兄弟坐在她的周围，疯疯癫癫又唱又叫，每
个人脸上呈出一种极度惊恐的表情……侥幸逃过一难的老大随后证
实在他们打牌时，窗外的草地上，似乎一直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ME- 211 D0000450 ME- 212 D000045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高贵、美貌、极度富有且孑然一身……这种女人，总是很容易
处于危险之中，而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恰好就是“这种女
人”，所以她……失踪了。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显贵的主顾墅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福尔摩斯办过很多疑难怪案，但拆散他人婚姻的勾当，这还是
第一次。因为拆散他人婚姻而被人狂殴到头破血流，也是第一次。
因为拆散别人婚姻而被指控盗窃，更是第一次……也许正因为这一
次的主顾地位过于显赫，以致给福尔摩斯招惹的麻烦也就特别地
多……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ME- 213 D0000452 ME- 214 D000045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蓝宝石案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圣诞节，看门人在街上拣到一只上等大肥鹅和一顶破帽子。就在
福尔摩斯忙着帮他找寻找失主的时候，看门人的妻子却在大肥鹅的嗉
子中愕然发现一颗举世罕有的蓝宝石！无论它是怎么发生的，至少有
一点可以确认无疑，天上也许会掉馅饼，肥鹅的肚子却绝对长不出警
方巨额悬赏的名贵宝石。其间七曲八拐的秘密，就让福尔摩斯去发掘
吧。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 - 讹诈专家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捧、璃璃刀、万能钥匙、夜行灯、软底鞋、佐罗式黑丝绸面
具……这一回，福尔摩斯和华生决定做一次专业的夜行侠。目的
地很明确一个以勒索上流社会女性为职业的超级恶棍的臜脏的住
宅……

英文剧情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ME- 215 D0000454 ME- 216 D000045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夏洛克·福尔摩斯 - 金边夹鼻眼镜

VCD

John Madden
Jeremy Brett / Edward Hardwicke

与世隔绝的乡村宅邸里，品行端正，性情温和的秘书被人刺杀在
老教授的书房，被害人临终前喃喃地说“教授，是她”！老教授对这
个“她”的所指却一无所知。而现场遗留的一副形状奇特的金边夹鼻
眼镜，则引起了福尔摩斯的极大兴趣……

英文剧情 剧情
68 分钟 68 分钟

Sherlock Holmes
年轻的皇后

VCD
恩斯特·马利斯卡
罗密·施奈德 / 卡尔亨兹·伯恩 

维也纳盛大的皇家婚礼之后，茜茜（罗密·施奈德 Romy Sch-
neider饰）开始皇后的生活。她慢慢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奥地利宫廷
生活，但她发现与皇太后苏菲（玛达·施耐德 Magda Schneider 
饰）相处非常艰难。专横的皇太后恪守着皇室的陈规陋习，并不断
地向弗兰兹（卡尔亨兹·伯恩 Karlheinz 饰）灌输应该怎样遵守皇室
法规去经营帝国和家庭。茜茜的女儿出生之后，她和苏菲之间的矛
盾进一步激化。苏菲依据皇室的规矩不让茜茜自己抚养女儿，而弗
兰兹竟然顺从母意，让茜茜与女儿无法在一起。伤心失望的茜茜只
身一人回到巴伐利亚。愧疚弗兰兹立刻追随而至，劝服茜茜和他一
起返回奥地利。这时，苏菲也不得不改变主意同意茜茜抚养女儿。
之后，茜茜伴随弗兰兹出访多国，在匈牙利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们在匈牙利人民的欢呼声中加冕为奥匈帝国的国王和皇后。影片
获得第1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ME- 217 D0000456 ME- 218 D0000457

英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维多利亚女皇

VCD
恩斯特·马利斯卡
罗密·施奈德 / 卡尔亨兹·伯恩 / 玛达·施耐德

维多利亚公主继任英国女王以后，皇室认为年轻的女王应该结婚
了。他们邀请三位求婚者参加即将到来的女王的生日庆典。但女王还
不想结婚，她秘密离开伦敦，来到法国。在法国多佛的一家小旅店，
她与一名年轻的德国学生一见钟情，这名学生其实是匿名旅行的隆克
斯一科堡一哥塔的艾伯特王子，是女王的求婚者之一。在女王的生日
舞会上，他们再次相遇。在维也纳华尔兹优美的旋律中，王子征服了
女王的芳心。按照皇室的习俗，女王羞涩的向王子求了婚。

皇后的命运

剧情
90 分钟

VCD

The fateful Years

恩斯特·马利斯卡
罗密·施奈德 / 卡尔亨兹·伯恩 / 玛达·施耐德

奥地利年轻的皇后茜茜（罗密·施奈德 Romy Schneider 饰）遍
访匈牙利，感受到这里的人民对她毫无政治性的热情，她深深地喜欢
上了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也是唯一一种能让她逃离维也纳皇室生活压
力的办法。然而，当她和安德森伯爵在匈牙利安抚不愿屈服的贵族
时，皇太后苏菲（玛达·施耐德 Magda Schneider 饰）却在散布茜
茜与伯爵之间的谣言。弗兰兹（卡尔亨兹·伯恩 Karlheinz 饰）一直
埋头国事，任凭母亲苏菲去干预朝政，甚至包括女儿的抚养问题。当
茜茜被诊断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弗兰兹竟然依从母亲的意思让医
生将女儿从茜茜身边带走。茜茜被送往遥远的岛上养病，孤独无助的
她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身体逐渐康复。茜茜病愈之后陪同弗兰兹前
往意大利北部进行访问。那里的民族主义者们强烈地反对奥地利的统
治，对整个王室表现出很大的敌意。但是，当茜茜和她的女儿在圣马
可广场重聚时，意大利人民被善良的茜茜感化了，他们热情地欢迎她
和女儿的团聚。

ME- 219 D0000458 ME- 220 D0000459

英文 英文纪录片
50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达·芬奇密码

悬疑 / 惊悚
The Da Vinci Code

149 分钟
VCD

朗·霍华德
汤姆·汉克斯 / 奥黛丽·塔图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人杀害在卢浮宫内，临死前他费力的留下骇
人的符号，从而惊动了符号专家罗伯特·兰登（汤姆·汉克斯）。在
破案过程中，兰登结识了死者的孙女，索菲（奥黛丽·塔图），俩人
几次遇险，九死一生，逐渐产生爱慕之情。随着案情的深入，他们渐
渐发现这起谋杀案后隐藏着天大的秘密，甚至牵连到隐匿多年的神秘
组织——峋山隐修会。兰登按图索骥，发现所有的解密的密码都藏在
达芬奇的作品中，而最让人震惊的是，索菲的身世一时间随之复杂起
来，她究竟是谁？峋山隐修会再现江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特洛伊

剧情
163 分钟

VCD
沃尔夫冈·彼德森
布拉德·皮特 / 黛安·克鲁格 / 奥兰多·布鲁姆

在浪漫壮观、引人遐思的古希腊，奥林匹亚众神与人类之间的爱
恨传奇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而在这其中，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所记
录的特洛伊之战更是后世剧作家与观者反复演绎的经典作品。当特洛
伊王子帕里斯（奥兰多·布鲁姆 Orlando Bloom 饰）受希腊斯巴达
国王之邀赴宴之际，却迷恋上了国王的妻子海伦（黛安·克鲁格 Di-
ane Kruger 饰），对方倾国倾城的容貌让他不能自已，遂将海伦带
回自己的国家。此举引发了希腊诸国的愤怒，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侬
（布莱恩·考克斯 Brian Cox 饰）的号召下，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
荡向特洛伊挺进。在随后长达十年的战争中，阿喀琉斯（布拉德·皮
特 Brad Pitt 饰）、奥德修斯（肖恩·宾 Sean Bean 饰）、赫克托尔
（艾瑞克·巴纳 Eric Bana 饰）等英雄各逞英豪，谱写了荡气回肠却
又令人扼腕唏嘘的传奇史诗……本片荣获2004年青年选择奖最佳男
主角奖（Brad Pitt）。

ME- 221 D0000460-D0000461 ME- 222 D0000462

英文 英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时空英豪

剧情
Highlander

116 分钟

DVD
Russell Mulcahy
克里斯多夫·兰伯特 Christopher Lambert / Roxanne Har

一九八六年，曼克顿市地下停车场里，两人正在作一场生死战，
但竟然在二十世纪里还有人使用古代武器比武……这故事追溯至一五
三六年，一位苏格兰籍农夫在一之战争中受了伤，但他的伤口竟不药
而愈。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具不死之身，只有他的头被斩下才会死亡！
在另一方面，一位西班牙贵族亦拥有不死异能，他为了令自己成为最
终霸主，不惜花上四百年的时间去追寻另一个不死人，跟他决一死
战……

搏击俱乐部

剧情 / 悬疑 / 惊悚
139 分钟

VCD

Fight Club

大卫·芬奇
爱德华·诺顿 / 布拉德·皮特 / 海伦娜

杰克（爱德华诺顿饰）是一个大汽车公司的职员，患有严重的失
眠症，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危机和憎恨。一个偶然的机会，杰克遇上
了卖肥皂的商人泰勒（布拉德皮特），一个浑身充满叛逆、残酷和暴
烈的痞子英雄，并因为自己公寓失火而住进了泰勒破旧不堪的家中。
两人因缘际会地成为了好朋友，并创立了“搏击俱乐部”一个让人们
不戴护具而徒手搏击，宗旨在于发泄情绪的地下组织。俱乐部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地下组织，而泰勒也以自
己个人的魅力，吸引着那些盲目的信徒。俱乐部的成员们到处滋事打
架、大肆破坏，泰勒本人的行为也越来越疯狂。杰克对于“搏击俱乐
部”的现况及泰勒的行为越来越无法忍受，和泰勒发生争执，泰勒离
开了他。然而，杰克发现，他走到何处都无法摆脱泰勒的影子，他开
始思考：我到底是谁？

英文 英文

ME- 223 D0000463 ME- 224 D000046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小岛惊魂

剧情 / 悬疑 / 惊悚 
The Others

101 分钟
VCD

亚历桑德罗·阿曼巴
妮可·基德曼 / 阿拉济纳·曼恩 / James Bentley

二战结束，格蕾丝(尼科尔基德曼)在英伦的小岛上独自抚养着一
对儿女，耐心等待着丈夫从战场归来。儿女怕光，受到光照会发病，
因此家里的窗帘常年拉得严严实实。就在这样一间阴暗的古宅里，格
蕾丝迎来了三个新仆人。这三个人到来之后，却让格蕾丝寒了心——
窗帘经常被拉开，门无故打开，钢琴自动发声，而她的女儿说，在房
间里经常可以见到陌生男人。格蕾丝陷入了精神紧张的状态，她不明
白怪事为何屡屡发生，不明白丈夫为何迟迟未归。而她最后才醒悟，
所有的惊恐，其实都来源自身，但是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莫扎特传

剧情 / 音乐 / 传记 英文
160 分钟

VCD

Amadeus

米洛斯·福尔曼
汤姆·休斯克 / F·默里·亚伯拉罕 

本片从一个宫廷乐师萨里埃利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天才莫扎特
的一生。萨里埃利（F·莫里·亚伯拉罕 F. Murray Abraham饰）是
维也纳音乐界里有名的人物，自视甚高的他自从遇到了莫扎特（汤
姆·休斯克 Tom Hulce饰），心里的妒嫉之火便熊熊燃烧不能平息。
莫扎特总能以他超乎常人的音乐作品赢得全场惊叹，他的《费加罗的
婚礼》等歌剧，都成了传颂千古的经典。萨里埃利对莫扎特又羡慕又
嫉恨的心理已经发展到几乎扭曲的地步。他在莫扎特的事业上一次次
的从中作梗——故意缩短歌剧的上演周期，恶意删改莫扎特的作品，
在莫扎特承受着丧父之痛时给他无情的精神折磨。贫穷虚弱的莫扎特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写就遗作《安魂曲》，一代大师35岁就与世长
辞，留下不朽作品。而萨里埃利，早有等待他的宿命般的结局。

英文

ME- 225 D0000465 ME- 226 D0000466-D0000467-D000046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钢琴课

剧情 / 爱情 英文
The Piano

121 分钟
VCD

霍利·亨特 / 哈威·凯特尔
简·坎皮恩

爱达（霍利亨特 Holly Hunter 饰）是一个久久缄默的女人，她所
有的心思情绪全都凭着那美妙的钢琴乐曲飘然而出。丈夫早逝，她只
好带着女儿一起远赴新西兰改嫁给当地的殖民者斯图尔特。当他们到
达新西兰的海滩时，丈夫嫌搬运钢琴麻烦，想把它扔在海滩。爱达在
海滩边疯狂地弹奏着钢琴，宣泄着内心的不满与苦闷。邻居贝因（哈
威凯特尔 Harvey Keitel 饰）听出了爱达内心的苦闷，于是用八十亩土
地和斯图尔特交换了钢琴，并请爱达天天到他家来教他弹钢琴，承诺
一堂课可以换回一个琴键。爱达欣然同意了。贝因深爱着爱达，通过
一节节钢琴课，两人的情感渐渐滋长。

大地雄心

剧情 / 爱情 / 西部 英文
Far And Away

140 分钟
VCD

汤姆·克鲁斯 / 妮可·基德曼
朗·霍华德

19世纪的爱尔兰，英俊健硕的佃户青年约瑟·多尼利（汤姆·
克鲁斯 Tom Cruise 饰）遭遇丧父之痛。为给父亲报仇，这个莽撞的
青年决心杀死地主丹尼尔·克里斯迪（Robert Prosky 饰）。阴差阳
错让他功败垂成，不过却因此邂逅了地主美丽的女儿夏莲（妮可·基
德曼 Nicole Kidman 饰）。与保守的父母不同，个性张扬却又娇贵单
纯的夏莲一心离开故土，到外面闯荡天地。偶然机缘，夏莲和约瑟结
伴而逃，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但是他们的旅途从一开始便充满了
不幸，夏莲的家当被人或骗或抢，口袋空空。两人暂住波士顿大亨凯
利管辖的破旧公寓里，娇傲的夏莲放下身段进工厂打工，而健壮的约
瑟则靠打拳赚取营生。在此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彼
此的心间也渐渐埋下爱情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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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剧情 / 爱情 / 传记 英文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100 分钟
VCD

柯林·菲尔斯 / 斯嘉丽·约翰逊
彼得·韦柏

少女葛利叶（斯嘉丽约翰逊 Scarlett Johansson 饰）家境贫寒，
于是来到画家维梅尔（科林费尔斯 Colin Firth 饰）家做女佣。维梅
尔的家庭是一个母系社会。他的岳母、妻子，常常摆出颐指气使的神
情。因为维梅尔曾经有过外遇，妻子对正当青春的葛利叶更是戒心重
重。在非常苛刻和压抑的氛围下，葛利叶在维梅尔家过得卑躬屈膝。
维梅尔的画带给了她一点生活的乐趣。她收拾主人画室的时候，流露
出了对艺术的天分。她跟维梅尔谈论对画的理解，二人的交心让彼此
的情意慢慢滋长。葛利叶知道不可能与维梅尔修得正果，但她愿意
做模特奉献给维梅尔作画。她默默地，忍受着维梅尔给她的耳朵打上
洞，戴上他妻子的珍珠耳环，画出这一刻的窒息的美丽。

杀无赦

剧情 / 惊悚 英文
Jill the Ripper

94 分钟 
VCD

杜夫·龙格尔
安东尼 希考克斯

墨菲威尔森(杜夫朗格饰)是个拳击手兼旧金山的警探，如今却沦
为替小企业讨债过生活，而他位高权重的弟弟麦克伦惨死，使他的
生活瞬间改变，威尔森企图找出杀弟的凶手，因此回到了故乡追查
凶手，并计划潜入政经阴谋和情欲纠葛的黑社会，威尔森发现杀弟凶
手是个从事卖淫事业心狠手辣的家伙，且政商关系良好,为了对付凶
手，威尔森全然失去了理性，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杀人狂……

ME- 229 D0000472 ME- 230 D000047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诺斯福克

剧情 / 奇幻 英文
Northfork

103 分钟
VCD

麦克·鲍力施

战后的美国工业经济开始大爆炸，在一个叫北福克的小镇，由于
政府要修建水坝，这里的居民不得不疏散搬迁离开家园，因为这里不
久将成为一片水世界。由政府派专人组成的一支小队负责动员居民们
的搬迁工作，并拆除原来的设施。同时，一个卧病在床但受到仁慈牧
师关爱的少年则在发高烧，他梦到天使降临，但现实却是……

日本故事

剧情 / 爱情 英文
Japanese Story

110 分钟
VCD

托妮·科莱特
Sue Brook

《日本故事》的爱情相当虚拟，也正是因为虚拟才令人响往。暂
先丢掉跨国文化及亚澳纠结的历史情结，想像一位日本男孩和澳大利
亚女人的性爱场景。是的，这部电影充满爱情电影及沙漠电影的陈
腔，但黄男孩与白女人的性爱场景的虚拟让这部电影不至成为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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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门的世界

剧情 / 科幻 英文
The Truman Show

103 分钟
VCD

金·凯瑞 / 劳拉·琳妮 / 艾德·哈里斯
彼得·威尔

楚门（金凯瑞 Jim Carrey 饰）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
除了一些有些稀奇的经历之外——初恋女友突然失踪、溺水身亡的父
亲忽然似乎又出现在眼前，他和绝大多数30多岁的美国男人绝无异
样。这令他倍感失落。他也曾试过离开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但总
因种种理由而不能成行。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觉自己似乎一直在被
人跟踪，无论他走到哪里，干什么事情。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楚门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个他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去寻找他的初
恋女友。但他却发现自己怎样也逃不出去。真相其实很残忍。

出租车司机

剧情 / 犯罪 英文
Taxi Driver

113 分钟
VCD

罗伯特·德尼罗 / 朱迪·福斯特
马丁·斯科塞斯

特拉维斯（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 饰）从越战中退伍
回来后一直在纽约以开出租车为生。战争后的他多少有些失落，加上
开出租车目睹了纽约夜幕下的种种罪恶，令他变得愤世嫉俗、痛恨社
会。在追求总统候选人帕兰坦竞选办公室的秘书贝西失败后，特拉维
斯决定去刺杀帕兰坦以证明自己。在准备刺杀行动的过程中，特拉维
斯遇上了被逼卖淫的雏妓艾瑞斯。在企图救艾瑞斯出火坑未果后，特
拉维斯手持武器闯进淫窝，将里面的一干人等通通干掉了！本以为即
将收到法律的惩罚，然而媒体却将特拉维斯描述成了一个拯救少女的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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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之客

剧情 / 音乐 / 犯罪 英文
The Harder They Come

120 分钟
VCD

Jimmy Cliff / Janet Bartley
Perry Henzell

70年代，一个穷困潦到的牙买加青年，他很有音乐才能想通出
一张轰动的唱片很快摆脱贫穷，没有想到被唱片商耍了。一气之下，
他走上了贩运毒品的路，从此他的一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片的
传奇在于因为它，雷鬼(Reggie)音乐开始传遍全球，改变了流行音乐
景观。本片的电影原声在《娱乐周刊》的100部伟大OST评选中荣获
第12位。

月亮上的男人

剧情 / 喜剧 / 传记 英文
 Man On The Moon

118 分钟
VCD

金·凯瑞 / Gerry Becker
米洛斯·福尔曼

这部传记电影的一开场，主人公安迪·考夫曼（金·凯瑞Jim 
Carrey 饰）却向观众开了一个谢幕的玩笑。安迪自幼喜爱表演，成年
后顺理成章成为饭店驻场演员，但事业并不顺利，一次他模仿猫王的
表演引起好莱坞经纪人乔治注意，后者将他引荐到电视界。上镜前安
迪从东方修行课上得到幽默的秘诀：沉默。安迪凭独特的表演风格得
到观众青睐，进入了他颇为鄙视的情景喜剧领域。他创造出了一个不
存在的人物托尼·克里夫，然后借克里夫的身份实现他和搭档的疯狂
点子，和女人们进行的摔跤比赛更把他的疯狂推向了巅峰，安迪不断
的戏弄、激怒观众，直至他患上癌症却没人相信，但安迪不在乎，因
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无止尽的玩笑……本片获2000年柏林国际电影
节最佳导演银熊奖，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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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恋

剧情 / 家庭 英文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123 分钟
VCD

布拉德·皮特 / 克莱格·谢佛
罗伯特·雷德福

两兄弟经常跟父亲一起钓鱼。潺潺河水，静静午后，成了父子间
最难忘的时刻。父亲是一个老牧师，常常在镇上布道，大儿子诺曼（
克莱格谢佛 Craig Sheffer饰）正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他擅长讲
课，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传道授业。小儿子保罗（布拉德皮特 Brad 
Pitt饰）却有着迥异的性格——他热爱自由，有一套奇特的钓鱼方
法。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他迷上了赌博，并因此欠钱遭打。诺曼结婚
后收到一封芝加哥大学的聘用书，他离家前往芝加哥之前，和父亲、
弟弟一同在大河边再次享受钓鱼时光。他劝保罗跟他一起离开这里，
然而保罗痴迷钓鱼，不愿离去。怎料，这竟是最后的相聚。

电影人生

纪录片 / 传记 英文
A Life In Pictures

142 分钟
VCD

汤姆·克鲁斯 / 肯·亚当 / 玛格丽特·亚当斯
Jan Harlan

1999年，库布里克去世。在他去世前没有几天，他刚刚完成
了汤姆·克鲁斯和尼克·基德曼出演的伦理片《大开眼界》。17天
后，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晚会上，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主持放映了
一段3分钟长的库布里克电影集锦，以肯定库布里克对电影艺术的贡
献以及表示大众和学院对其逝世的哀悼。在这之后，斯皮尔伯格接手
了库布里克编剧并完成分镜头脚本绘制工作的《人工智能》的拍摄。
大师的精神和理念，就这么被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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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年华老去

剧情 英文 
Ten Minutes Older

92 分钟
VCD

冯远征 / 耿乐
陈凯歌 / 维克多·艾里斯

《十分钟年华老去 大提琴篇》的姊妹篇，由七位知名导演各自执
导摄制而成，共同讲述发生在短暂十分钟里的人情冷暖。《狗没有地
狱》里刑满出狱的男人带着女友一起远走故乡莫斯科，是坚贞的爱情
与灵魂的回归；《生命线》中由呱呱坠地的新生儿讲起，平静安详；
《几千年前》讲述的是现代文明带给原始部落的冲击跟入侵；《国际
组织·拖车·夜晚》借休息的女演员视角，透视着大千世界里的形形
色色；《距离托那12英里》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宝贵十分钟；《我们
将被掠夺》发生在戈尔竞选总统失败的最后十分钟里；《百花深处》
向我们讲述一段“模拟搬家”的荒唐闹剧。

500年后

剧情 / 科幻 / 悬疑 英文
THX 1138

86 分钟
VCD

罗伯特·杜瓦尔 / 唐纳德·普利森斯
乔治·卢卡斯

未来的地下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基地，在这里，到处是冰冷的
监视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全被剃光了头，没有名字，只有一个
工作编号，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集体劳动。主人公——代号
THX1138（罗伯特杜瓦尔 Robert Duvall 饰），就是这里数以百万计
的普通一员，他在女性室友的启发下，停止服用了每天发给的药物。
于是，他僵化的思想开始复苏，开始对他的女性室友产生了一种特殊
感觉。当两人发生关系并被判处强奸罪时，思想彻底醒悟到他开始了
漫长的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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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桥遗梦

剧情 / 爱情  英文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35 分钟
VCD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 梅丽尔·斯特里普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弗朗西斯卡（Meryl Streep饰）的子女翻看母亲的旧信，揭开了
母亲生前不为人知的一段动人感情。1965年的一天，弗朗西斯卡独
自在家，最后一个牛仔——摄影记者罗伯特金凯（Eastwood饰）把
车停在她门口，向她打听曼迪逊桥的所在。她带他来到桥边，完成
工作后他送她一把野菊花表示谢意。她的心中荡漾起难以言喻的滋
味。她将一张纸条订在桥头，邀请他共进晚餐。欣然前来的他与她
度过了美妙的一晚。此后2天二人整天厮守。但是弗朗西斯卡割舍不
下孩子和世俗的幸福，罗伯特最终独自上路。几年后二人在超市门
口有过短暂的一瞥，当时弗朗西斯卡强忍奔上前去的冲动，漫天的
雨成了他们诀别的泪。1982年3月，她知道了罗伯特的死讯。在生
命的最后旅程，她立下遗嘱：要子女们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曼迪逊桥
畔，生前她把所有的时光都留给了家庭，但求死后能永远依偎在爱
人的身边。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剧情 / 爱情 英文
A Room With A View

117 分钟
VCD

玛吉·史密斯 / 海伦娜·伯翰·卡特
詹姆斯·伊沃里

19世纪的英国，阶级隔阂还十分分明。这天，英国上层出身的露
西（海伦娜邦汉卡特 Helena Bonham Carter 饰）和表姐夏洛特一起
佛罗伦撒度假，不巧，露西住的酒店的房间看不到风景。同时来住店
的英国父子两乔治（朱利安桑兹 Julian Sands 饰）和他父亲见状，热
心的父亲要和露西换一间房，因为他的房里能看到风景。露西开始不
同意，在好心的店主的劝说下最终她同意了。乔治和露西很快堕入了
爱河，然而下等阶层出身的乔治身上有着很多露西看不惯的“陋习”
，夏洛特也不甚喜欢乔治，双方在交往中闹了不少“笑话”。一次，
乔治“越轨”吻了露西一下，露西认为乔治太过“不合礼仪”，于是
独自回了英国。乔治很快也回了国，然而，这时露西已经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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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先锋

剧情 / 历史 / 冒险 英文
The Right Stuff

193 分钟
VCD

丹尼斯·奎德 / 山姆·夏普德
菲利普·考夫曼

根据美国历史上首批进入太空的宇航员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他
们是阿兰·舍帕德、戈斯·格瑞森、约翰·格婪尼、斯高特·卡本
特、高登·库伯等，共七位英雄。影片详细地描绘了美国太空计划的
诞生过程以及第一批航天员诞生的历史故事。

不准掉头

剧情 / 惊悚 / 犯罪  英文
U Turn

125 分钟
VCD

西恩·潘 / 尼克·诺特 / 詹妮弗·洛佩兹
奥利佛·斯通

曾是网球选手的博比（西恩潘 Sean Penn饰）最近霉运缠身，先
是欠下赌债被债主砍去手指，继而在前往拉斯维加斯还债途中汽车竟
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苏必略抛锚了。然而，倒霉透顶的博比怎么也没
有想到，他的恶运其实刚刚开始。在苏必略，博比先是被修车工敲
诈，强行扣下了他的车；然后，他在商店又遭到了抢劫，最后，万分
郁闷的他甚至在酒吧喝闷酒都被一个不明所以的青年纠缠，硬是说他
和自己女友有染，两人甚至大打出手。就在此时，博比遇到了一位神
秘美女格雷斯（詹妮弗洛佩兹 Jennifer Lopez饰）。当他们正在进行
好事时，撞见了格雷斯的丈夫杰克。出人意料的是，杰克竟然要求博
比干掉格雷斯！怪事一桩接一桩，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博比最终何去何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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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9：寡妇制造者

剧情 / 惊悚 / 历史 英文 
K-19： The Widowmaker

138 分钟
VCD

哈里森·福特 / 连姆·尼森 / Sam Spruell
凯瑟琳·毕格罗

影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K19是苏联第一艘战略核潜艇。
影片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是首位奥斯卡最佳女导演奖获得者。
亚里克西（哈里森·福特 Harrison Ford 饰）船长，在冷战最为

紧张的时刻接到命令接替原船长米克黑尔（ 连姆·尼森 Liam Neeson 
饰）出任核动力导弹潜艇K-19的指挥官。亚里克西的任务是不惜一切
代价，尽快将这艘维护不当的潜艇投入作战戒备，执行其处女航行。
但是两人和全艇忠诚的官兵们压根也没想到他们会去执行什么任务。
他们也无法料想到失败的代价对于他们以及全世界会意味着什么。那
时，一个核反应堆发生故障，一个危险的燃料棒即将溶融、发生核爆
炸，这将肯定使艇上所有人员葬身海底。当时他们在北冰洋底游弋，
是全体船员们的勇敢，以及船长对国家和对船员们的职责感最终挽救
了K-19，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核灾难。

稻草狗

 剧情 / 惊悚  英文
Straw Dogs

118 分钟
VCD

达斯汀·霍夫曼 / 苏珊·乔治 / 皮特·沃恩
萨姆·佩金帕

为了静下心来研究学问，老实木讷的数学家大卫萨莫（Dustin 
Hoffman 达斯汀霍夫曼 饰）协同妻子艾米（Susan George 苏珊乔治 
饰）回到位于英国乡村的老房子。艾米性感大胆的穿着引来村中男人
们粗鄙的目光，而大卫看似懦弱的外表更让他们有恃无恐。某日，他
们借打猎之名将大卫引出家门，随后对艾米进行轮奸，面对这种种羞
辱，大卫只能强颜欢笑。某晚，低能儿尼尔斯误杀心仪的女孩，仓皇
中他逃入大卫的房子。愤怒的村民要求大卫交出尼尔斯，在被拒绝之
后，他们试图强行进入。愤怒的大卫忍无可忍，大开杀戒……

ME- 245 D0000488 ME- 246 D000048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野战排

剧情 / 动作 / 战争  英文
Platoon

120分钟
VCD

威廉·达福 / 查理·辛
奥利佛·斯通

泰勒（查理辛 Charlie Sheen 饰）是越战期间的一名美国大学
生，他前往越南前线去服兵役，被分到了一个步兵部队。部队里有两
个人一直对他影响颇大——伊莱亚斯（威廉达福 Willem Dafoe 饰）
和巴恩斯（汤姆贝伦杰 Tom Berenger 饰）。他们两人对战争的看法
截然不同，前者不忍残杀无辜，而后者却杀人如麻，泰勒心里非常迷
惑，到底谁对战争的看法才是正确。巴恩斯展开了一场残忍的屠杀，
越南整条村落都流血成河。伊莱亚斯力劝好友不要如此残暴，却遭致
二人关系的裂缝。巴恩斯更怀疑伊莱亚斯向上司打小报告，友谊变为
妒恨。于是，在一次丛林战争中，他背着所有人，向伊莱亚斯扣下了
扳机。泰勒却洞察了这一切，他心里终于有了答案。

迷失东京

剧情 / 爱情 英文
Lost In Translation

102 分钟
VCD

斯嘉丽·约翰逊 / 比尔·默瑞
索菲亚·科波拉

一切源自于无处不在的寂寞。当寂寞蔓延到头顶无法呼吸，过气
电视明星鲍勃哈里斯(比尔默里 饰)，已为人妻的夏洛特(斯嘉丽琼森 
饰)，年轻貌美的电影女演员凯莉(安娜法莉丝 饰)在机缘巧合下在东
京相遇。在这个不是故乡的陌生城市里，他们在豪华旅馆邂逅，不约
而同的失眠，互相陪伴，生活一方面仿佛变的缤纷起来，另一面却逐
渐走向迷失，过气明星和为人妻的夏洛特能迎接他们二人思想和关系
变化的挑战吗？冲破迷失或者身陷其中，让我们一起找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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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妥协

喜剧 / 爱情 英文
Something’s Gotta Give

128 分钟
VCD

杰克·尼科尔森 / 黛安·基顿
南希·迈耶斯

年过半百的哈利·兰格（杰克·尼科尔森饰）是位事业有成的音
乐制作人，非但毫无老态龙钟之态，反而神采奕奕、精力旺盛。更准
确的说——性欲旺盛。哈利的女朋友各个都年轻貌美，他现任的女朋
友玛琳（阿曼达·比蒂饰）更是火辣性感。一次旅行之后，哈利来到
玛琳母亲艾丽卡（黛安娜·基顿饰）的海滨别墅。本来浪漫的度假，
哈利却突发心脏病。而玛琳有事返回纽约，只能由母亲艾丽卡和医生
（基努·里维斯饰）照顾。离婚多年的艾丽卡是纽约著名剧作家，
独自一人抚养女儿长大。这位迷人知性的女性深深的吸引着哈利，他
不得不承认已经不可自拔的爱上了女朋友的妈妈。正当哈利犹豫不决
时，他才发觉梦中女神艾丽卡已经和年轻帅气的医生相爱了。到底谁
才能赢得美人芳心，抱得美人归呢？

关于查理的真相

悬疑 / 惊悚 英文
The Truth About Charlie

104 分钟
VCD

Thandie Newton / 马克·沃尔伯格
乔纳森·戴米 Jonathan Demme

雷吉娜碰见了查理，两人迅速相爱并结了婚，住在巴黎。三个
月过去了，雷吉娜发现自己一点都不了解查理。她独自踏上旅途，
考虑和查理离婚。然而回到巴黎的寓所后，她发现他们同住的公寓
空空如也，她的银行帐户被清空，一堆法国警察在等她，而且，查
理死了。很快查理以前的三个同伴出现在她面前，希望雷吉娜回答
他们关于查理的疑问，以及一大笔钱的去向，这笔钱一直在查理手
里，现在他死了，大家都认为作为他的妻子，雷吉娜必然了解内
情。殊不知雷吉娜自己也正因为完全不了解查理的世界和内心而决
定和他离婚，对他所做的事情她也一无所知。危机越来越明显，越
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并且和查理一样被神秘谋杀，而雷吉娜独自
在马丁尼克岛度假时遇见的约舒亚·彼德斯再次出现，并多次在危
险状况下出手相救。可约舒亚的身份也是个谜，他仿佛在不停变换
身份，使雷吉娜对他的信任蒙上阴影，尽管如此，两人之间还是有
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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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兄虎弟

剧情 / 家庭 / 冒险 英文 
 Deux freres

109 分钟
VCD

盖·皮尔斯 / 让-克劳德·德鲁菲斯
让-雅克·阿诺

老虎古玛和桑哈出生在印度支那的原始森林里，本来正是无忧无
虑的童年期，但是这里的古老石窟却招惹来一帮西方来的探险队。他
们枪杀了他们的父亲。不幸的古玛被他们抬走了，剩下桑哈跟母亲慌
乱逃生。古玛给辗转卖到了马戏团，被迫每天练习跳火圈之类的把
戏。他想念家人，还不习惯被驯养的生活境况非常悲凉。而他的兄弟
桑哈，也没能逃脱被人类抓捕的命运。幸亏长官的儿子非常宠爱它，
把它留在家中一起生活，让他免于颠簸的生活。然而，它毕竟是一只
有野性的老虎，当家人发现了危险的苗头时，可怜的桑哈还是被送到
了动物园。几个月后，一场斗虎比赛开始了。两兄弟竟然意外被安排
成竞技场上的对手。这次重逢让兄弟俩喜出望外，并开始了他们的逃
脱计划。

海角惊魂

冒险 英文
Cape Fear

128 分钟

VCD

Elisabeth Harnois / Grant Show
Tucker Gates

迈克斯（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 饰）因为强奸而遭到起
诉，他找来了律师萨姆（尼克·诺尔蒂 Nick Nolte 饰）为自己辩护；
他有所不知的是，萨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出于义愤，萨姆在辩护是
故意隐瞒了一项对迈克斯有利的证据，最终导致了迈克斯被多判了6
年。本来不懂法律的迈克斯在狱中通过自学法律发现了萨姆对他的背
叛，发誓一定要找萨姆报仇。一晃14年过去了，迈克斯刑满获释了，
他开始展开他的复仇计划。他首先在萨姆家附近出现，引起他们的恐
慌；随后，萨姆派来对付他的人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之后潜入萨姆
家杀死了保镖和厨娘。惊惶不安的萨姆一家逃到了一个叫“恐怖角”
的地方，迈克斯也尾随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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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
128 分钟

封面女郎

喜剧 / 爱情 / 歌舞 英文
Cover Girl

107 分钟
VCD

丽塔·海华斯 / 吉恩·凯利
查尔斯·维多

舞蹈演员帕克小姐获得了《名利场》杂志举办的封面女郎大赛冠
军。而漂亮的她也被迫要做出一个选择：或者嫁给一位富有的制片人
而成为百老汇的明星，或者跟着她深爱的男人丹尼呆在布鲁克林一家
小小的夜总会里……而丹尼也很痛苦，后来他去参军，帕克则面临嫁
给了制片人，但她并不快乐，她知道，最终她还是要跟自己真正爱的
人一起生活。在《封面女郎》（Cover Girl 1944）与另一舞王吉恩.凯
利搭档演出正对了丽塔.海沃思的戏路。她在《生活杂志》(Life)刊登
的照片供不应求，成为被派到海外作战的美国大兵最受欢迎的海报女
郎，甚至在第一颗被扔到比基尼岛试验场上的原子弹上面都贴有丽塔
的照片，其性感“威力”由此可见。

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

英文
Mad Max： Fury Road

VCD

汤姆·哈迪 / 查理兹·塞隆
乔治·米勒

世界已崩坏，人性已殆尽，这是个血和火的世界，为了生存所有
人都必须残酷的斗争。在无尽的荒芜沙漠中，两个逃亡的反抗份子有
可能给这世界建立秩序。麦克斯，一个沉默寡言，用行动说话的男
人，他在混乱中失去了家人，如今他追寻的只有平静。弗瑞奥萨，一
个用行动说话的强悍女人，她相信穿越沙漠回到儿时故乡是生存的唯
一途径。当两人相遇，公路大战也随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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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血大风暴

剧情 / 悬疑 / 惊悚 英文
Mississippi Burning

128 分钟
VCD

吉恩·哈克曼 / 威廉·达福 
艾伦·帕克

1964年6月21日，三K党徒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劫持一辆载有三名
民权主义者的旅行车，从此他们便失去踪影。为调查他们的下落，联
邦调查局派来两名特工人员——艾伦·沃得和鲁珀特·安德森。调查
工作进展困难，无论白人或黑人都不对他们说实话。沃德决定派海军
后备队参加行动。当地的三K党以袭击黑人和火烧教堂作为回答。小
镇的副镇长皮尔就是个三K党徒。他经常野蛮地殴打他娇小的妻子，
痛苦的皮尔太太爱上了同情她的安德森。安德森敏锐地嗅出皮尔太太
可能是个关键的知情人。剧力澎湃的种族问题电影，反映出导演处理
强烈戏剧矛盾的功力。哈克曼饰演曾担任小镇警长的老鸟调查员，他
懂得运用手段处理复杂情势；达福则饰演一板一眼按章办事的典型调
查员，两人之间因性格差异而激发出连场精彩的对手戏。出色的摄影
也将美国南方的炽热气氛烘托得山雨欲来风满楼。

巴里·林登

184 分钟
VCD

瑞安·奥尼尔 / 马里莎·贝伦森 / 帕特里克·马基
斯坦利·库布里克

爱尔兰，Raymond Barry(瑞安·奥尼尔 Ryan O’Neal 饰）从小
和母亲寄居在舅舅家，后来爱上了他的表姐Nora。Nora的父亲却想
把她许配给一个英格兰将军John Quin。于是Barry向Quin提出决斗，
决斗中Barry射中了Quin，误以为将他杀死了，匆忙逃离家乡。路上
他遭遇抢劫，走投无路只能加入英国军队。在军队中他才得知，其实
Quin并没有死。Barry从英军中出逃，却加入了普鲁士军。战争结束
后他成了普鲁士军官Potzdorf的心腹，更让他去监视一个在普鲁士的
爱尔兰间谍。Barry却和这个爱尔兰骑士惺惺相惜，爱尔兰骑士带他
出入赌场，收获颇丰。Barry觉得自己应该找个有钱的女人，于是盯
上了Lyndon爵士的夫人Lady Lyndon。Lyndon爵士病重身亡，一年
后，Barry和Lady Lyndon结婚，也成了一名贵族，改名为Barry Lyn-
don。但Lyndon爵士和Lady Lyndon的儿子Bullingdon却十分不喜欢
Barry，Barry也预感到自己的未来将会毁于Bullingdon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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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越南

剧情 / 喜剧 / 战争 英文
Good Morning Vietnam

121 分钟
VCD

罗宾·威廉姆斯 / 福里斯特·惠特克
巴瑞·莱文森

1965年西贡越战，死气沉沉的军方广播电台由于新DJ艾德里
安·克绕劳尔（罗宾·威廉姆斯 Robin Williams饰）的到来，而突然
变得生气勃勃。艾德里安每天以妙语如珠的风格主持早晨广播节目，
幽默风趣。他的节目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欢迎。后来他还深入到了越
南的民间生活，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然而他在节目中发表的跟军
方宣传相抵触的言论，却使艾德里安遭到黯然下台的命运。由知名奥
斯卡获奖导演巴里·莱文森执导的影片《早安越南》，根据一位电台
主持人当年在越南的亲身经历撰写而成。影片以黑色幽默的轻喜剧形
式，来反映越战这场残酷的战争。影片更以多首六十年代经典的流行
歌曲，唤起了观众深深的共鸣与怀旧情绪。罗宾·威廉斯凭借本片一
举获得1988年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及1988年第45届
金球奖电影类-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大奖。

杀戮战场

剧情 / 历史 / 战争 英文
The Killing Fields

141 分钟
VCD

萨姆·沃特森 / 吴汉 / 约翰·马尔科维奇
罗兰·约菲

1972年，美军在越南溃败撤离柬埔寨之后，纽约时报驻柬埔寨
的战地记者辛尼（萨姆·沃特森 Sam Waterston饰）仍留在当地继
续采访。柬埔寨人潘迪（吴汉润 Haing S. Ngor饰）是辛尼的当地翻
译兼助手。辛尼在潘迪的帮助下，多次化险为夷逃过鬼门关。两人在
战火纷飞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辛尼
得以全身而退，然而潘迪却因为没有护照而被捕，开始了生不如死的
地狱生活。在柬共的劳动改造中，潘迪目睹了红色高棉政权的残暴血
腥，受到了非人的待遇。1978年，越共入侵柬埔寨，潘迪趁机逃亡
到泰国边境，与一直在寻找他的老朋友辛尼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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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肯尼迪

剧情 / 悬疑 / 惊悚 英文
JFK

189分钟
VCD

凯文·科斯特纳 / 茜茜·斯派塞克
奥利佛·斯通

肯尼迪的遇刺成为了一桩美国历史上的悬案，电影重新审视了那
一段历史，到底杀手是一个普通人，还是整个庞大的政治阴谋，真相
和幻象，都在调查中渐渐露出端倪。总统遇刺的两小时内，官方认定
的凶手即被逮捕，他就是里·哈威·奥斯瓦多。然而巧合的是，在随
后的一个小时，这个嫌疑犯却火速被一名流氓杀死。经过调查，官方
还是认定里·哈威·奥斯瓦多为真凶。但是，三年后的一个美国地方
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凯文·科斯特纳 Kevin Costner 饰），却发现
肯尼迪中弹的蹊跷，从而推测当年官方的误判，接下来，他的侦查牵
连着一个历史上的惊天阴谋。

闪灵

剧情 英文
The Shining

119分钟
VCD

杰克·尼科尔森 / 谢莉·杜瓦尔
斯坦利·库布里克

杰克（杰克尼科尔森 Jack Nicholson 饰）是一个作家。一个冬
天，他得到了一个看管山顶酒店的差事。这正合杰克的意思，他正
好可以有一个幽静的地方写作。于是杰克带着妻儿搬进了酒店。冬
天大雪封路，山顶酒店只有杰克一家三口。从他们一搬进来，杰克
的妻子温蒂（谢莉·杜瓦尔 Shelley Duvall 饰）就发现这里气氛诡
异，杰克的儿子丹尼（丹尼·劳埃德 Danny Lloyd 饰）经常看到一
些他不认识的人，但这里除了他们一家别无他人。而杰克除了一整
天闷头写作外，脾气亦变得越来越古怪。直到有一天，温蒂发现丈
夫这些天来一直写就只有一句话：杰克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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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

动作 / 科幻 / 惊悚 英文
Superman

143 分钟
VCD

马龙·白兰度 / 吉恩·哈克曼
理查德·唐纳

1978年版的电影由克里斯托弗·里夫饰演，他一共饰演了四个版
本《超人》系列电影。氪星即将毁灭之际，为保持种族的延续，科学
家乔·艾尔通过飞船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卡尔（克里斯托弗·里夫 
Christopher Reeve 饰）送往地球。卡尔被地球上的肯特夫妇抚养成
人，改名为i卡拉克，他具有超人的能力，将成为地球上正义和真理
的守护者。长大了的卡尔来到大都市，成为《行星日报》的记者。平
时，他是温文尔雅的普通记者，危急时刻就变成穿着紧身衣、披着斗
篷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守护神超人。当邪恶的鲁索妄图统治全世界时，
超人是唯一能够制止他的人。

肖申克的救赎

剧情 / 犯罪 英文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42 分钟
VCD

蒂姆·罗宾斯 / 摩根·弗里曼
弗兰克·德拉邦特

20世纪40年代末，小有成就的青年银行家安迪（蒂姆·罗宾斯 
Tim Robbins 饰）因涉嫌杀害妻子及她的情人而锒铛入狱。在这座名
为肖申克的监狱内，希望似乎虚无缥缈，终身监禁的惩罚无疑注定了
安迪接下来灰暗绝望的人生。未过多久，安迪尝试接近囚犯中颇有声
望的瑞德（摩根·弗里曼 Morgan Freeman 饰），请求对方帮自己
搞来小锤子。以此为契机，二人逐渐熟稔，安迪也仿佛在鱼龙混杂、
罪恶横生、黑白混淆的牢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求生之道。他利用自身
的专业知识，帮助监狱管理层逃税、洗黑钱，同时凭借与瑞德的交往
在犯人中间也渐渐受到礼遇。表面看来，他已如瑞德那样对那堵高墙
从憎恨转变为处之泰然，但是对自由的渴望仍促使他朝着心中的希望
和目标前进。而关于其罪行的真相，似乎更使这一切朝前推进了一
步……本片根据著名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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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剧情 / 喜剧 英文
The Station Agent

89 分钟
VCD

Peter Dinklage / Josh Pais
托马斯·麦卡锡

芬巴·麦克布赖德（彼特·丁拉基 Peter Dinklage 饰），一个一
心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的普通男人，而他天生四尺五寸的矮小个头却
格外引人注目。在众人的指指点点和嘲笑声中，芬巴只得避开人群，
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研究各式火车上面。当唯一的好友过世，芬
巴决定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搬到纽泽西乡下朋友留给他的废弃火车
库房独自生活。然而接二连三出现的意外访客，让原本希望离群索居
的芬巴不情愿地开始了他的邻里生活。刚刚遭遇丧子之痛的中年女画
家奥利维亚·哈里斯（派翠西娅·克拉克森 Patricia Clarkson 饰），
健谈热情的热狗小贩乔·奥拉马斯（鲍比·卡纳威 Bobby Cannavale 
饰），以及其他新朋友。渐渐地，在他们的温暖关怀下，拒人千里之
外的芬巴开始敞开心扉，他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有了微妙的变化。

卓别林短片精选

剧情 英文
The Chaplin Revue

128 分钟
VCD

查理·卓别林 / 艾德娜·珀薇安丝
查理·卓别林

《卓别林短片精选》讲述了卓别林，英国电影喜剧演员，导演，
制片人，反战人士，后来也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导演，尤其在好莱坞
电影的早期和中期他非常成功和活跃。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
础，卓别林戴着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
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作为一个从无声片时代成功过
渡到有声片时代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难以估量。

ME- 265 D0000508ME- 264 D000050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独裁者

剧情 英文
The Great Dictator

99 分钟
VCD

萨莎·拜伦·科恩 / 本·金斯利
拉里·查尔斯

阿拉底（萨莎拜伦科恩 Sacha Baron Cohen 饰）是中东瓦迪亚共
和国领导人。一出生，他就开始了专制的统治。他参加百米比赛，自
己鸣枪自己跑，凡是跟随者统统被射杀。他视察核武器实验室，对于
不合心意的科学家统统铲除。他接见外国元首，总习惯炫耀自己独特
的腋臭。他每每睡过一个明星，总习惯拍张裸照存在自己的王宫。他
荒淫无度，备受瞩目，用沾满了血腥的手握紧了权杖。某日，他来美
国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却意外被牧羊人将军（本金斯利 Ben King-
sley 饰）出卖，后者竟然找了个山寨货作了他的替代者，成立了傀儡
政府。他眼看着那个脑残的李鬼在联合国大会上胡作非为，极度气
愤。他来到瓦迪亚驻美大使馆前示威游行，认识了收容难民有机食物
女店主（安娜法瑞丝 Anna Faris 饰）。他隐姓埋名来到店中闹出很多
笑话，后来他离店出走，意外遇到了昔日的下属，开始谋……

马戏团

剧情 英文
The Circus

71 分钟
VCD

查理·卓别林 / 梅尔纳·肯尼迪
查理·卓别林

马戏团的表演因为呆板无趣而失去了观众，他们面临着破产和倒
闭的危险，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救星”从天而降。流浪汉查理（查
理·卓别林 Charles Chaplin 饰）在游园会中被卷入了一个小偷的圈
套中，招来警察的追捕。他像无头的苍蝇一样钻进了正在演出的马戏
团。舞台上，查理 躲避警察的各种肢体动作，被观众当成马戏团的表
演，他们非常喜欢查理的“表演”，热烈地鼓掌来。马戏团老板想让
查理留下来，帮助马戏团起死回生。虽然查理并不想以马戏团为生，
但是走投无路的他为了维持生计也只好接受了老板的提议。很快，查
理的喜剧表演天赋让他成为了马戏团的招牌演员。他爱上了善良柔弱
的马戏团老板女儿，想尽办法取悦她，但是，老板的女儿真正爱上了
的人却是走钢丝的男演员，为了成全所爱的人，伤心的查理默默地离
开了喜欢他的观众。查理·卓别林凭此片获得第1届奥斯卡金像奖荣
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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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的艺界人生

剧情 英文
Charlie: The Life And Art Of Charles Chaplin

132 分钟
VCD

Robert Downey Jr / Charles Chaplin
Richard Schickel

美国著名影评人及影史学家 Richard Schickel ，以超过30年研究
电影历史与明星的专业经验，拍摄出这部精緻又细腻的丰富记录片，
极尽详细地从个性、罗曼史、人生历程以及拍片才华等角度描写卓别
林的一生。中间穿插了所有卓别林精华电影片段，并邀请许多明星、
导演与电影工作者深入？

舞台春秋

剧情 / 喜剧 / 爱情 / 音乐 英文
Limelight

137 分钟
VCD

查理·卓别林 / 巴斯特·基顿
查理·卓别林

1914年夏天，伦敦一所单身公寓。芭蕾舞女演员塞瑞拉·安布罗
斯（克莱尔·布鲁姆 Claire Bloom饰）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煤气企
图自杀。万幸的是，喝得醉醺醺，刚回家的邻居卡尔费罗（查理·卓
别林 Charles Chaplin饰）正好救了她。等赛瑞拉苏醒以后，卡尔费
罗才得知她是因为患了风湿不能再跳舞，才产生轻生的念头。而卡尔
费罗曾经是一名伟大的喜剧演员。他悉心的照料着赛瑞拉，并用自己
的滑稽喜剧打消了她自杀的想法。六个月后，赛瑞拉重新成功的站了
起来，并在一出芭蕾剧中担当重要角色。可赛瑞拉却与一名作曲家陷
入了热恋，卡尔费罗只能默默的祝福他们，独自上演他的含泪喜剧。
本片的主题曲为卓别林亲自操刀制作，以其优美动人的旋律，荣获
1973年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剧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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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剧情 / 喜剧 / 运动 英文
College

66 分钟
VCD

巴斯特·基顿 / Anne Cornwall
James W. Horne

冷面笑星-巴斯特基顿：出生于杂耍演员家庭，从小受到杂耍和
滑稽表演的影响。稍长，随家在美国各地作杂技和滑稽演出。20世纪
初，脱离家庭戏班子，在一些滑稽短片中充当配角，逐步走上拍喜剧
片的道路。他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表演艺术家，在喜剧的黄金时代。
他的声望同卓别林相媲美，因为惟有他同卓别林一样成功的创造了同
内心感情状态相适应的视觉形象。基顿自……

七次机会

喜剧 / 爱情 / 家庭 英文
Seven Chances

56 分钟
VCD

巴斯特·基顿 / T.罗伊·巴尔内斯
巴斯特·基顿

讲述商人吉姆面临经济危机，幸好去世的祖父留下巨额财产给
他，但条件是他必须在27岁生日晚上七点前结婚，结果引来全城妇
女的求婚，当然，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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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忆

悬疑 / 惊悚 / 犯罪 英文
Memento

113 分钟

VCD

John Hannah / D.S. Mackenzie Stone
Nicholas Laughland / Chris Lang

当记忆支离破碎后，你该怎样面对生活？本片的主人公就遭遇了
这样的事情。莱纳谢尔比（盖伊皮尔斯饰）在家遭到歹徒的袭击，妻
子被残忍的奸杀，自己脑部也受到严重的伤害。醒来后，他发现自己
患了罕见的“短期记忆丧失症”，他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
情，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更为了替惨死的妻子报仇，他凭借纹身、
纸条、宝丽来快照等零碎的小东西，保存记忆，收集线索，展开了艰
难的调查。调查中，莱纳遇上粗俗的酒吧女招待娜塔莉娅(凯瑞安妮莫
斯饰)，她似乎知道一些莱昂纳多感兴趣的事；还有泰迪(乔潘托利亚
诺饰)，自称是他以前好朋友，但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不怀好意。到底
谁能相信？娜塔莉娅？泰迪？还是他自己？抽丝剥茧之后，真相呼之
欲出，简单之至却又残酷无比，而莱纳是否有面对这一切的勇气？

烈火焚城

灾难 英文
Gallipoli

VCD

Casper Van Dien/Tom 
Rick Drew

经过十二年的监狱生涯后，Hee-soo终于刑满出狱。当他踏出监
狱之时，监狱突然传出爆炸声。随后，于釜山市中心的一间药厂亦发
生大火。釜山消防队队员为扑救这些火警忙得喘不过气来。这次大火
看似没有关连，但是警方的调查觉得这些火灾却是有人畜意造成的。
同时间，Hyun-tae被调往那间消防局驻守，可是他却与其他的消防
员不太合得来。在大火后的数天，某住宅区又发生另一宗大火。正当
大家认为火警已受到控制之时，突然之间气压又再次上升，再次发生
另一次大爆炸。这时Sang-woo看到了Hee-soo就是那个纵火的人，
可惜当Sang-woo想捉拿Hee-soo之时，Hee-soo已逃之夭夭……

11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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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英文

霹雳钻

剧情 / 惊悚
Marathon Man

125 分钟
VCD

达斯汀·霍夫曼 / 劳伦斯·奥利弗 
约翰·施莱辛格

热爱长跑运动的大学学生勒维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对历史十分感
兴趣，并在学校中主修历史。自从父亲多年前去世，勒维的日常开销
所需都由在华盛顿从事石油行业的哥哥多克供应。尽管多克工作繁
忙，兄弟俩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的感情却十分深厚。在学校图书
馆，勒维注意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经过勒维自己创造机会，他终于和
姑娘相识，并得知这位来自瑞士的姑娘名叫埃尔莎。很快，勒维和埃
尔莎陷入热恋，无论勒维是去跑步，还是到图书馆读书，埃尔莎都会
陪伴在他身边，这让勒维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充实。然而有一天，
两名黑衣人袭击了勒维，这让勒维感到莫名其妙。他将这一事件告诉
了多克，很快多克便从华盛顿返回家中。多克听说勒维新认识了女朋
友，便让勒维约埃尔莎一起共进午餐。多克从埃尔莎的谈吐中发现破
绽，他认定埃尔莎不是瑞士人，他希望埃尔莎对此解释。埃尔莎对此
十分生气，她愤怒地离开了现场。勒维也觉得哥哥……

毕业生

剧情 / 喜剧 / 爱情
The Graduate

106 分钟
VCD

达斯汀·霍夫曼 / 安妮·班克劳夫特
迈克·尼科尔斯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本恩（达斯汀霍夫曼 Dustin Hoffman饰）
对前途十分茫然，偏偏在这时遇上了风流的鲁滨逊太太（安妮班克
罗夫特 Anne Bancroft饰）。虽然不再年轻，但鲁滨逊太太却一再勾
引本恩，二人发生了关系。他们在约会过程中，本恩遇上了太太的女
儿伊莱恩（凯瑟琳罗斯Katharine Ross饰），被她的纯真青春深深吸
引。本恩吐露了爱意，与伊莱恩开始了正常的恋爱关系，却遭到了鲁
滨逊太太的剧烈反对。母亲的震怒使伊莱恩觉察到了一些内情。伊莱
恩非常伤心，仓促同意了另一个人的求婚。本恩冲向伊莱恩结婚的教
堂，他要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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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与爱莉丝

剧情 / 爱情 英文
Stanley & Iris

104 分钟
VCD

简·方达 / 罗伯特·德尼罗
马丁·里特

面包厂的女工艾丽斯·金在电车上遭到了抢劫，虽然小偷逃跑
了，但是随后赶到的一个男子把她扶了起来，这时，艾丽斯才知道这
个男子叫斯坦利·库克斯竟然就是面包厂食堂的厨师，只是人们从没
有注意过他。艾丽斯有一儿一女，她失业的妹妹和妹夫也和她住在一
起，因为丈夫早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斯坦利
则是个光棍，和年迈的父亲住在一起，这次偶遇之后，他对艾丽斯已
经产生了感情。之后，斯坦利又有几次碰到艾丽斯，在艾丽斯夜校的
门口，他骑车带她回家，在洗衣店，他请她吃鸡肉卷。一日，艾丽斯
在食堂午餐完毕，向正在收拾厨具的斯坦利要头疼药，斯坦利给她拿
了三瓶，但是都没拿对。这时，食堂老板来找斯坦利，斥责他私自挪
用了食堂采购的食品原料，斯坦利无法辨别，但艾丽斯为他解释了，
她看出来，斯坦利并不识字，而不识字的人是没法那么做的。很快，
斯坦利被解雇了，原因是他不识字，可能把食……

洛丽塔

剧情 / 爱情 英文
Lolita

152 分钟
VCD

詹姆斯·梅森 / 谢利·温特斯
斯坦利·库布里克

在大学教授法文的亨博特（James Mason 詹姆斯梅森 饰）少年
时期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当年的初恋情人不幸夭亡，令他此去
经年依旧对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有着别样情感。因工作之需，亨
博特寻找住房，因此结识了寡妇夏洛特（Shelley Winters谢利温特斯 
饰）及其妖精一般的女儿洛丽塔（Sue Lyon 休莱昂 饰）。夏洛特迷
上了这位儒雅庄重的大学教师，一心与之交往；而亨博特却迷恋上了
青春逼人的洛丽塔，为了和这个精灵长相厮守，甚至违心与夏洛特结
婚。他将对洛丽塔的情感全部写进日记，锁入抽屉。直到某天夏洛特
打开了潘多拉宝盒，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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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英文

码头风云

剧情 / 爱情 / 犯罪
On The Waterfront

108 分钟
VCD

马龙·白兰度 / 卡尔·莫尔登
伊利亚·卡赞

纽约港的码头上，以约翰尼为首的黑社会势力无情地压迫着码头
工人们。曾经是拳击手的特里（马龙·白兰度 Marlon Brando 饰）来
到码头为约翰尼工作。他的朋友乔伊因为向犯罪委员会揭发约翰尼等
人的罪行，被其手下，也是特里的哥哥查理从楼顶上推下摔死。乔伊
的妹妹伊迪（爱娃·玛丽·森特 Eva Marie Saint 饰）发誓要为哥哥
复仇，与教区牧师巴里神父一起展开调查。知情人都不敢出面告发。
特里也目睹了乔伊被害的经过，虽然同情伊迪的遭遇，想要帮她逃离
黑社会的迫害，但他没有告发哥哥的罪行。在与伊迪的接触中，两人
渐渐产生感情。当伊迪得知他是杀害哥哥的帮凶，她拒绝了他。之后
哥哥也为了救特里而被约翰尼杀害。无数罪恶的事件让特里决心去揭
发约翰尼的罪行。在码头上他被约翰尼的手下打成重伤，神父和伊迪
赶来支持他，一直沉默的码头工人们也觉醒了，他们团结在一起，为
了正义抗争……

后窗

剧情
Rear Window

112 分钟
VCD

詹姆斯·斯图尔特 / 格蕾丝·凯利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杰弗瑞（詹姆斯·斯图尔特 James Stewart饰）是一个摄影记
者，他喜欢冒险，到各地周游拍摄。一次意外令他的脚受了伤，现在
他必须安心在家养病，日常生活由护理工和时尚靓丽的女友（格蕾
丝·凯利 Grace Kelly饰）料理。时值炎夏天气，为了清凉透气家家
窗户大开，观察对面楼座上各色家里各色人物每天的生活成为杰弗瑞
派遣无聊的妙方。其中一个家庭是商人和他的妻子。妻子卧病在床，
二人常常吵架。然而异常的事件接连发生了。杰弗瑞注意到商人在一
个晚上出去了三回，次日早上整理一堆锯和刀。而邻居的小狗，也对
楼下的花坛又刨又挖，不久被人残忍地拧断脖子。而商人的妻子，也
已失踪了几天。事件越来越离奇，让敏锐的杰弗瑞对商人起了疑。但
是他的伤腿又无法行动，于是女友与好友一同加入了这个刺激的破案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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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魂记

剧情
 Vertigo

128 分钟
VCD

詹姆斯·斯图尔特 / 金·诺瓦克 / 芭芭拉·贝尔·戈迪斯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警官斯考蒂（詹姆斯斯图尔特 James Stewart 饰）在一次行动中
从高处失足掉下，虽然最终身体完全复原，但是却患上了恐高症。斯
考蒂只好辞职当起了私家侦探。一天，同学加文找到斯考蒂，委托他
去跟踪妻子玛伦（金诺瓦克 Kim Novak 饰），因为玛伦似乎患了精神
恐惧症，而加文却认为她受了她去世的曾祖母的诅咒。尽管斯考蒂认
为加文的想法十分天真，但他还是接下了这桩任务。玛伦的举止确实
十分奇怪，她试过盯着曾祖母的画像看了几个小时，去过墓地，甚至
还试图跳河自杀，幸好被斯考蒂救了。到底玛伦是真的受了诅咒，还
是背后隐藏什么阴谋？

捉贼记

剧情
To Catch A Thief

106 分钟
VCD

加里·格兰特 / 格蕾丝·凯利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最近城里的屡屡发生珠宝劫案，警察们都束手无策。因为贼人的
手法和以前闻名的大盗“黑猫”约翰（加里格兰特 Cary Grant 饰）如
出一辙，警察们找上了正在乡间别墅过着悠闲生活的约翰。约翰当然
不会轻易就范，他摆脱了警察之后，开始调查到底是谁用他的手法屡
屡作案。毫无头绪的约翰找到了以前的战友巴先生，却被巴先生餐馆
里的人视作不速之客。幸好在侍者孚的女儿的帮助下，约翰来到了嘎
纳海滩。在保险公司经理的帮助下，约翰展开了他的抓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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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谋杀案

剧情 英文 英文 
Dial M For Murder

VCD

雷·米兰德 / 格蕾丝·凯利 / 罗伯特·卡明斯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汤尼（雷·米兰德 Ray Milland饰）和玛戈（格蕾丝·凯利 Grace 
Kelly饰）是貌合神离的一对夫妻。汤尼常常为了他的事业和爱好，
把娇妻忘在一边，二人感情亮出红灯。而生活寂寥的玛戈和作家马克
不可避免的擦出爱之火花，他们约会、通信，不料竟被汤尼发现。汤
尼没有声张，只是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妻子以示警告。然而现在马克竟
然造访家中，为了一雪耻辱，加之图谋得到妻子玛戈的丰厚财产，汤
尼暗生毒计。汤尼向旧时同学列斯开出了一千英镑的价钱，让其参与
他布下的一整套严密杀人计划。这套计划有设计精妙的凶手不在场证
据，电话、钥匙，窗帘，统统成为这个阴谋的道具设置。然而计划终
究赶不上变化，列斯不但得不到赏金，还要赔上自己的性命。而汤尼
却也急中生了智。

怒海孤舟

剧情
Lifeboat

97 分钟
VCD

塔卢拉赫·班克黑德 / 休姆·克罗宁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二战中，某客运船在在北大西洋海域与德国潜水艇激战后沉没，
船上旅客5男3女蹬救生艇逃命。这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康妮·波特（
塔卢拉赫·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饰），轮机工约翰·科瓦奇
（约翰·霍迪克John Hodiak饰），发报员斯坦利·加勒特，受了腿
伤的格斯·史密斯（威廉·班迪克斯William Bendix饰），富豪查尔
斯·里滕豪斯（亨利·赫尔 Henry Hull饰），船上黑人服务员乔（加
拿大·李 Canada Lee饰），护士艾丽丝（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
son饰）和因婴儿死去而精神错乱的海莉太太（希瑟·安吉尔Heath-
er Angel饰）。众人还救上来一位德国潜艇上的纳粹威利（沃尔特·
斯莱扎克 Walter Slezak 饰），由此引发了无数尖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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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冤记

剧情/犯罪/黑色电影
The Wrong Man

105 分钟
VCD

亨利·方达 / 维拉·迈尔斯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贝斯手克里斯托弗（亨利·方达 Henry Fonda 饰）与妻子萝丝（
维拉·迈尔斯 Vera Miles 饰）过着平静的生活，虽然经济并不宽裕，
但幸福的婚姻和可爱的孩子们让克里斯托弗觉得人生再无遗憾。萝丝
需要一笔钱去治疗牙痛，囊中羞涩的克里斯托弗决定贷款，而当他拿
着单据来到银行后，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明就里的克里
斯托弗因为抢劫银行被警方逮捕，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对于他的指
控浮出了水面，虽然对这些指控毫不知情，但面对确凿的证据和证
人，克里斯托弗哑口无言。在被保释后，克里斯托弗和萝丝委托律师
开始调查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发现的所有线索都对克里斯托弗不
利。正当夫妻两人开始绝望之时，事情出现的转机。

深闺疑云

剧情 / 悬疑 / 惊悚
Suspicion

VCD

琼·芳登 / 加里·格兰特 / 塞德里克·哈德威克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英俊帅气的约翰尼·依斯咖斯（加里·格兰特 Cary Grant）在火
车上邂逅羞涩美丽的女孩丽娜·艾美斯莱德劳（琼·芳登 Joan Fon-
taine饰）。单纯善良的丽娜很快就被这位外表充满魅力的男人所
吸引，却不知道约翰尼实际上是一位嗜赌如命的瘾君子。当得知丽
娜是一位拥有大量财富的千金小姐后，约翰尼更是使尽浑身解数去
追求她。很快，两人结婚。然而就在两人的蜜月期间，丽娜发现了
约翰尼很多可疑之处，她开始害怕丈夫为谋取财产而杀害她。面对
居心叵测的约翰尼，终日惴惴不安的丽娜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受害
者。由著名悬疑惊悚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于1941年执导的悬
疑影片《深闺疑云》，荣获1942年第1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奖及最佳影片提名和最佳配乐提名。

9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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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富翁

剧情 英文
Rich And Strange

92 分钟
VCD

Henry Kendall / 琼·巴瑞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本片讲述两个因得到大笔遗产而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的奇特遭遇，
弗雷德无意中得到叔叔给予的一大笔钱，带着妻子埃米莉踏上周游世
界的旅程。弗雷德病倒在豪华游轮上，埃米莉则结识了受人欢迎的戈
登上校，并相互发生好感，病愈的弗雷德被一位别人称为公主的风骚
女子迷倒。戈登上校请求埃米莉跟他走，但被拒绝，临走前告诉埃米
莉那个公主是假的，未听妻子警告的弗雷德果然被公主骗走大笔现
金，只得回到埃米莉的身边，最后两人买了最便宜的船票返回伦敦。
在海上遭遇海难……是希区柯克早期作品。其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爱情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你会感到惊讶，它使一切都变得艰难而且危
险。你知道，我不认为爱情像书上写的那样，使人变得勇敢，我认
为，它反而让人胆怯。当人们伤心喜悦时，会变得更加伤心喜悦，这
令人害怕。因为每件事都是双倍的——痛苦、死亡、未来……

美人计

剧情 / 爱情 / 惊悚 英文
Notorious

101 分钟
VCD

加里·格兰特 / 英格丽·褒曼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二战刚刚结束，莉亚（英格丽·褒曼 Ingrid Bergman饰）作为
战犯的女儿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相中，利用她对父亲罪恶的负疚和其父
在纳粹阵营内的关系网络，深入调查纳粹首脑契巴斯（克劳德·雷恩
斯Claude Rains饰），获得情报将其定罪。联邦调查员迪奥（加里·
格兰特Cary Grant饰）在与莉亚合作的过程中，深深爱上这个迷人的
姑娘。然而二人感情还是要服从国家利益，因此他将私情搁置一边，
忍痛让莉亚成为契巴斯身边的女人。莉亚深深失望的同时，也在契巴
斯的生活中充当了间谍的角色，处于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等到莉亚
终于发现了契巴斯的关键情报，不料却被契巴斯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
份。然而，契巴斯也有自己投鼠忌器的顾虑，为了置莉亚于死地，契
巴斯设计了一个不动声色的计谋。莉亚境况堪忧，间谍计划悬念重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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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员

剧情 英文
Foreign Correspondent

120 分钟
VCD

乔尔·麦克雷 / 拉雷恩·黛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二战时期，乔尼·琼斯是一位被派往欧洲的美国战地记者在荷
兰，他被卷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刺杀阴谋，这一阴谋也和被绑架的荷
兰外交官以及间谋们及切想得到手的一份情报有关，在经过一番痛苦
的代价之后，乔治琼斯终于看穿了间地之后，始终痛苦的代价之后,乔
治琼斯终于看穿了间谋们恶毒的伎俩，于是他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反纳
粹主义的斗争中……

夺魂索

剧情 英文
Rope

80 分钟
VCD

詹姆斯·斯图尔特 / 约翰·道尔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勃兰顿和菲利普是两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的大学生。他们两人合
谋，用绳索勒死了同学戴维，并把戴维的尸体放进一只书箱中。为了
炫耀自己的“智慧“，他们在书箱上铺起台布，置好餐具，然后邀请
死者的父母、未婚妻、同学和教师前来赴宴。一场危险的游戏就此开
始……宴会在戴维的棺材上举行了，勃兰特谎称戴维有事外出，稳住
了客人。席间，胆小的菲利普越来越坐立不安，而勃兰特却口若悬
河。觥筹交错之间，勃兰特越来越为自己“伟大“的罪行所陶醉，言
谈中渐渐一点一点暗示出事情的真相。被邀请的客人中还有一位茹伯
特教授。茹伯特是尼采的信仰者，经常在学生中宣扬超人哲学，勃兰
顿和菲利普的杀人行径很大程度上也受了他的影响。他听着勃兰特的
夸夸其谈，越来越觉得事情蹊跷。宴会结束，客人散去后，茹伯特借
故回到现场，终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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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尉的女人

剧情 / 爱情 英文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24 分钟
VCD

梅丽尔·斯特里普 / 杰瑞米·艾恩斯
卡雷尔·赖兹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镇莱姆，年轻的绅士查尔斯（杰里米艾恩
斯 Jeremy Irons 饰）在海边的悬崖上邂逅了一个神秘黑衣女子（梅丽
尔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 饰）。听当地人说，黑衣女子名叫萨拉，因
为曾与一名法国中尉有染，所以遭众人非议，被称为“法国中尉的女
人”。不过，查尔斯却对这位遗世独立的女人颇感兴趣，尽管他已经
有了一个贤淑的未婚妻，并拟定了婚期，但他还是抑制不住萨拉的诱
惑。两个人在几次试探后，终于开始幽会。萨拉对查尔斯讲述了她的
遭遇和经历，但这一幕却被他人窥视，于是偷偷摸摸的私情面临公诸
于众的危机……无独有偶，这段故事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女主角萨
拉的扮演者安娜与男主角查尔斯的扮演者迈克，也给戏中人一样，保
持着若即若离的情人关系，只是结局却出人意料……

海角擒凶

剧情 英文
Saboteur

108 分钟
VCD

普瑞丝西拉·兰恩 / 罗伯特·卡明斯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洛杉矶的飞机制造厂里，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工人伯金（Rob-
ert Cummings 饰）和朋友简奋勇救火，但简不幸葬身火海，事后调
查发现伯金递给简的灭火器中装满了电油，于是警方将伯金定为重大
嫌疑人，展开搜捕。获悉这一情况的伯金回忆后发现，灭火器实际出
自一名叫做弗莱的工人之手，但警方并未给伯金说明的机会，危急时
刻，伯金奋力逃出，追寻弗莱的去向为自己洗脱罪名。在弗莱工作过
的农场，伯金发现农场主杜宾居然也跟此事有牵连，于是匆忙逃跑。
亡命路途上，铂金结识了广告模特佩蒂（Priscilla Lane 饰），铂金
用诚挚打消了后者对自己的怀疑，与她结伴同行。在弗莱可能藏身的
荒僻小镇，伯金乔装成杜宾的手下，打入了这个神秘的破坏组织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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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父

剧情 / 战争 英文
Father Of A Soldier

83 分钟
VCD

Sergo Zakariadze / Vladimir Privaltsev
雷佐·齐克黑泽

农民格奥尔基·马哈拉什维里收到了儿子高杰尔基在部队的来
信，说他因负伤住进了后方医院。故决定去探望儿子，当赶到军医院
时，儿子已经返回部队。老头子决定前往儿子所在部队，就在寻找儿
子的过程中，他不由自主的参加了战斗，最终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参
加了部队。当苏军战士消灭了敌人冲入大楼时，儿子已经倒在血泊
中，他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父子终于见到了最后一面……本片曾获
第四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与1966年度列宁奖金。

黄牛惨案

剧情 / 犯罪 / 西部 英文
The Ox-Bow Incident

75 分钟
VCD

亨利·方达 / 达纳·安德鲁斯
威廉·A·韦尔曼

在美国西部的化达州，有个小镇叫勃烈杰井，镇上大牧场主拉
莱·金凯的两个牧工阿特·克罗夫特与杰尔·卡特，在酒吧听说牧
主金凯被人打死了，杂货店老板德维斯要报告警长和法官，年轻人
却都要自己动手去抓凶手，施以私刑。代理警长梅泼斯组织了一支
没有经过警长正式委派，不合法的民团队伍，大约20人左右，准
备出发。法官劝大家不要去做非法之事，以免造成犯罪行为，但毫
无效果。队伍来到崎岖的山路，去找所谓凶手，因为他们认为这一
定是偷牛贼干的，而有人恰好看见三个人赶着一群牛离开此地，他
们追上了这三个人，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把他们绑起来。三人中为
首的青年叫马丁，他解释说，他们的牛是从金凯牧主那里买来的，
不是偷的。当他听说人们怀疑他与杀人案有关，他大吃一惊，德维
斯从人群中走出来，说应给他们起码的人权——公正的审判，可是
大家听不进去，非要绞死他们不可。马丁临死前给妻子留下一封遗
书，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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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十字勋章

剧情 / 动作 / 战争 英文
Cross Of Iron

132 分钟
VCD

詹姆斯·柯本 / 马克西米连·谢尔

萨姆·佩金帕

该片从德军的角度回顾了在1943年东部战场的一段血腥经历，
围绕着一个厌战老兵和一个以谋取铁十字勋章作为人生目标的贵族军
官展开。两人的几番较量，代表了当时德军中的两种心态，同时也揭
示了战争的终极走向……1943年，德国战场，德军上尉史特兰斯基
刚被提为中队长，他一心想获得德军最高荣誉“铁十字勋章”。上尉
想提拔能征善战的史泰纳，可是史泰纳对晋升和荣誉不屑一顾。上尉
十分恼火，便将其派往最前线，让史泰纳的部下在混战中互相残杀。
史泰纳怒不可遏，冒着敌人的炮火，紧追上尉复仇……从人性角度再
现血腥战场，在疯狂极端的特殊时刻，人性会展现最美好或最卑劣的
一面。德国人也一样，战争带来巨大痛苦，也引发深刻思考。战争是
人挑起的，它的残酷和毁灭性，我们没有必要忘记！点评：该片虽然
是美国电影大师、“暴力牛仔”山姆—派金法的惟一一部战争片，但
他依然能将《碧血黄沙》式的西部情……

骗中骗

剧情 / 喜剧 / 犯罪 英文
The Sting

129 分钟
VCD

保罗·纽曼 / 罗伯特·雷德福
乔治·罗伊·希尔

卢克领导着一个诈骗集团在芝加哥附近的约里埃特行骗。这
天，手下人向他交了一大笔刚刚骗了的钱。不久，卢克就遭到了谋
杀。原来，这笔钱是芝加哥的黑社会头目 朗尼根（罗伯特肖 Robert 
Shaw 饰）刚刚收回的赌款，正是这笔钱令卢克引火烧身。胡克（罗
伯特雷德福 Robert Redford 饰）是卢克的一个手下，卢克平日待他
如亲生儿子一般，生前就想把他介绍到芝加哥的好友骗术大师冈多
夫（保罗纽曼 Paul Newman 饰）处学艺。胡克发誓要给卢克报仇，
于是前往芝加哥寻找冈多夫。胡克顺利找到了冈多夫，听闻这次的
对头是朗尼根，冈多夫马上摩拳擦掌。于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行骗
计划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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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凶记

剧情 英文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120 分钟
VCD

詹姆斯·斯图尔特 / 多丽丝·黛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本（詹姆斯·斯图尔特 James Stewart 饰）和乔（桃丽丝·戴 
Doris Day 饰）是一对感情十分要好的夫妻，带着儿子汉克（Christo-
pher Olsen 饰），一家三口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摩洛哥度假。一次偶然
中，本和乔结识了名叫路易斯（丹尼尔·盖林 Daniel Gelin 饰）的男
人，他们在一起相处十分融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路易斯被凶手刺
杀身亡，临死前，他透露了一个神秘的名字——“安伯斯·查培”，
并且告诉本和乔，有人正在伦敦执行一项秘密的暗杀行动，在得知了
这个惊天秘密后，本和乔来到了伦敦。暗杀者自知行动泄露，为了取
得最后的成功，他们不择手段绑架了汉克，可即便如此，也没能动摇
本和乔声张正义的决心。

杀手

剧情 英文
The Killing

85 分钟
VCD

斯特林·海登 / 小伊莱莎·库克
斯坦利·库布里克

在监狱服刑的5年期间，乔尼科雷（Sterling Hayden 饰）想出一
条绝妙的抢劫计划。出狱后，他集结一帮非法之徒，共同策划抢劫
赛马场的两千万美元巨资，并且做到“无一人伤亡”。然而智者千
虑，必有一失。乔尼天衣无缝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却被同伙乔治
（Elisha Cook Jr. 饰）的老婆谢莉（Marie Windsor 饰）打乱。她得
知丈夫的计划后，联合情夫沃尔（Vince Edwards 饰）向巨款伸出贪
婪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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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安巴逊

剧情 / 爱情 英文
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

88 分钟
VCD

约瑟夫·科顿 / 提姆·霍尔特
奥逊·威尔斯

20世纪初，Amberson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名门望族。年轻人Eu-
gene Morgan（约瑟夫·科顿饰）苦苦追求Amberson家的Isabel（
多洛雷斯·卡斯特洛饰）无果，Isabel最终嫁给了（Wilbur饰），两
人生下儿子George（提姆·霍尔特饰）。George在父母的溺爱下长
大，从小就是个骄横的孩子，长大后更是变本加厉。从大学回家的
George遇到了来他们家做客的Morgan，此时的Morgan已是一个在
研究动力车的人，他的妻子去世，留给他一个女儿Lucy（安妮·巴克
斯特 Anne Baxter）。George爱上了Lucy，而George的姑姑似乎也
对Morgan青睐有加。不久George……

年轻姑娘

剧情 英文
Young And Innocent

80 分钟
VCD

Nova Pilbeam / Derrick De Marney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对夫妻争吵起来，阳台外是汹涌的海浪
拍打着礁石。罗伯特正在海边行走，忽然发现海滩上有一个女人趴
着，他走近才发现自己认识这个女人，他急忙跑开想去找人，两个
女孩发现了他和那具尸体。警察根据勒死被害人的一根风衣腰带认
定了他是正要逃走的凶手，决定起诉他。这是个古老偏僻的小镇，
人们几乎没见过这样的杀人案，罗伯特趁上个案子乱糟糟吵闹的时
候只多戴了一付眼镜就逃出了法庭。警察局督察的女儿爱瑞卡碰到
了他，虽然对他的清白还很怀疑，但还是答应帮他寻找证据风衣。
爱瑞卡帮他躲藏起来，还带来食物。逃出警察追捕后，两人来到罗
伯特丢风衣的酒馆，引起一番争斗之后，终于获得消息。为了和罗
伯特一起寻找风衣，爱瑞卡到姑妈家，本想借机向父亲撒谎，却被
姑妈看出两人关系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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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周末

剧情 英文
The Lost Weekend

101 分钟
VCD

雷·米兰德 / 简·怀曼 / 菲利普·特里
比利·怀尔德

唐（雷·米兰德 Ray Milland 饰）都不知道自己能否称自己为一个
失意的作家，因为一个作品从来没有被公众所接受过的作家怎么能是
作家呢？为了排遣心中的愤懑，唐选择了向酒精寻求安慰，殊不知，
酒精只会让他的情况变得更糟。海伦（简·怀曼 Jane Wyman 饰）的
出现将唐从酗酒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她的温柔和善解人意温暖了唐孤
寂的生活，也令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属，他决定重新振作起来。好景不
长，海伦的父亲对唐和女儿的关系十分不满，在他的眼中，唐只是一
个一事无成的浪荡儿而已。感情遭到否定的汤再次陷入了酗酒的危机
中，甚至动起了自杀的念头。面对心灰意冷的爱人，海伦能否再一次
将唐从死亡边缘中解救回来呢？

贵妇失踪记

喜剧 / 悬疑 / 惊悚 英文
The Lady Vanishes

96 分钟
VCD

玛格丽特·洛克伍德 / 迈克尔·雷德格瑞夫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正要赶往伦敦完婚的凯莉（Margaret  Lockwood）因雪崩被困
在山下的小旅馆里，偶遇摄影记者康德（Redgrave），两个人因小
事发生争执，第二天大家各自赶路，却登上了同一列火车。在车上
凯莉与一名老妇人佛洛伊（Dame May Whitty）结伴，彼此照料。
然而凯莉因头部被撞，恍惚中沉沉睡去，待她醒来，老妇人不见
了。四处寻找佛洛伊，却不见她的踪影，凯莉只好报警。出乎意料
的是同车厢的每个人都说没见过什么老妇人，陷入困惑的凯莉再次
遇到康德。康德相信凯莉，也感到事有蹊跷，两人渐渐和好，一起
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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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仙

剧情 英文
Black Narcissus

100 分钟
VCD

迈克尔·鲍威尔 / 艾默力·皮斯伯格
迈克尔·鲍威尔 / 艾默力·皮斯伯格

剧情讲述印度加尔各答修道院的克罗塔修女奉调到纳普修道院当
院长，纳普修道院在印度北方海拔8000尺高山上，常年刮着强风。克
罗塔建立学校和医院，连小将军都来受教育。克罗塔虽从百废待兴中
辛勤工作，治理得有条有理，但年轻的修女们在偏远高山上全凭自律
修持，唯美的环境使精神受到挑战，在不断的诱惑下，无法把持者只
有放弃圣职。在此中有如智者所言，只有圣者和俗人可能生存——因
为生活在大自然中只有修身养性或是随波逐流。后来，发生了幼儿
病死及露丝修女因爱恨还俗并欲杀害院长反坠入深谷等事件，克罗塔
也因此离开纳普修道院以弥平心中的伤痕。迈克尔．鲍威尔导演，本
片表现出人性在环境的影响下可以改变的不争事实，在人性脆弱的时
候，就不能抗拒环境带给它的压力，和抵抗外来环境的影响的自制。
影片在表现角色内心挣扎的细微活动细致，演员在诠释各种角色的角
度也把握得非常好。

金玉盟

剧情 / 喜剧 / 爱情 英文
An Affair To Remember

119 分钟
VCD

加里·格兰特 / 黛博拉·蔻儿
莱奥·麦卡雷

Nickie Ferrante（加里·格兰特 Cary Grant饰）是一个游手好闲
的有钱人，在一艘游轮上邂逅了Terry McKay（黛博拉·蔻儿 Debo-
rah饰）。两人相谈甚欢，Nickie更是船临时靠岸的时候带着Terry去
了一个乡镇上看望了他的奶奶，Terry发现了Nickie在油画上的天赋。
两人间情愫暗生。船到了终点站纽约，两人要分开了，约定半年后在
纽约帝国大厦顶层重聚。半年后，Nickie独自一人在帝国大厦从白天
等到天黑，未见Terry的踪影，失望而去。而另一边，Terry却在赶来
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而无法到达。不能走路的Terry不愿再去寻找Nick-
ie，却偶然在半年后的一场舞会上又见到了Nickie，此时的Nickie已经
是小有名气的画家。Nickie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Terry的住所，准备再
次追求Terry的芳心。到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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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本色

剧情 英文
Night And The City

101 分钟
VCD

理查德·威德马克 / 吉恩·蒂尔尼
朱尔斯·达辛

夜晚就是今夜，就是明晚，就是任何一个晚上。
哈瑞是个靠帮酒吧拉客的皮条客，他一直不放弃搞大的愿望，四

处寻找发财的机会，他和酒吧老板胖子菲利的太太海伦关系暧昧，菲
利有所察觉，一日，他利用计谋和前著名摔跤手乔治瑞斯搭上了关
系，哈瑞希望通过组织摔跤比赛牟利，这引起了掌控伦敦摔跤比赛的
黑帮不满，乔治的儿子因为知道哈瑞的底牌而警告他不要耍花招，而
菲利正好利用黑道对哈瑞的不满设计陷害，踌躇满志的哈瑞一门心思
想靠比赛赚钱，他用激将法找来了史瑞勒对阵乔治瑞斯的手下尼古拉
斯，在经理人的撮合下签下伦敦最红的摔跤比赛合约，谁知道人算不
如天算，未到比赛，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个意外，乔治瑞斯在
和对手的争执里暴毙，控制伦敦黑帮的乔治瑞斯之子悬赏追杀哈瑞，
巨额的悬赏让许多人眼红，他成了过街老鼠，亡命在黎明的伦敦。

畸形人

剧情 / 恐怖 英文
Freaks

64 分钟
VCD

华莱士·福特 / 丽拉·海厄姆斯

托德·布朗宁

本部饱受争议的离奇影片围绕马戏团里一群畸形人展开。矮人汉
斯（哈利·厄尔斯 Harry Earles饰）暗自倾心于“正常人”——美貌
的秋千表演者克里奥佩特拉（奥尔加·巴古拉诺娃 Olga Baclanova
饰），同为侏儒人的弗里达（黛西·厄尔斯 Daisy Earles饰）告诫
汉斯，她只是为他的钱财。克里奥佩特拉与“正常人”大力士赫
克留斯（道格霍奇森 Henry Victor饰）两人相好，设计让克里奥佩
特拉嫁给汉斯得到钱财。婚礼上，克里奥佩特拉大吼在场的人都
是“FREAKS”，激怒了所有畸形人。雨夜，畸形人对这两个“正常
人”展开了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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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爱博士

剧情 / 喜剧 英文
Dr. Strangelove 

95 分钟
VCD

 彼得·塞勒斯 / 乔治·C·斯科特
斯坦利·库布里克

美国空军将领杰克瑞（斯特林·海登 Sterling Hayden 饰）怀疑
苏共的“腐朽思想”正在毒害“正直善良”的美国人民，他于是下令
携带核弹头的飞行部队前往苏联，对敌人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苏联
方面得知此事，立即致电美国总统墨尔金马夫雷（彼得·塞勒斯 Pe-
ter Sellers 饰），并威胁如若领土遭到攻击，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按
下“世界末日装置”。该装置的威力足以摧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
场有关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命运的战争就这样悄然且荒诞地拉开了序
幕……

大情人

爱情 / 悬疑 / 惊悚 英文
Marnie

95 分钟
VCD

萧芳芳 / 胡枫 / 黎灼灼
蒋伟光

职员玛尔尼偷走了公司保险柜里的将近一万美元的现金，并很快
离开了这个地方。公司的大主顾马克·拉特兰也在场，他对这个漂亮
但品行不端的玛尔尼非常感兴趣。其实玛尔尼并不是缺钱。我们看到
玛尔尼和她母亲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隔阂，玛尔尼非常想陪母亲安度
晚年，但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又显得那么陌生，并且玛尔尼始终对
红色的东西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以至于她经常在夜里作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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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总书记

剧情 / 动作 / 惊悚 英文
The Package

108 分钟
VCD

吉恩·哈克曼 / 汤米·李·琼斯

安德鲁 戴维斯 (Andrew Davis)

丹尼斯·艾伦是一个科学家，他访问海地的力量一个谣言的一种
药物，使收信人完全瘫痪但意识。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常常愚弄医生宣
布死亡的受害者。这可能是起源的“僵尸”的传说吗?艾伦开始一个
令人惊讶的和经常超现实的调查是在动荡的社会混乱，是海地革命期
间推翻独裁者赶下台的“娃娃医生”杜瓦利埃。通常一个棋 子，在更
大的游戏，艾伦必须决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什么是未知的在
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警察腐败和witch-doctory是司空见惯的
事

大地雄狮

剧情 / 传记 / 战争 英文
Lion Of The Desert

173 分钟
VCD

安东尼·奎恩 / 奥列佛·里德
穆斯塔法·阿凯德

内容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利比亚回教游击队领袖奥玛
穆德在北非沙漠对抗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占领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被
意军杀害。但他的精神鼓舞着利比亚人们，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反
抗，最终取得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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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活佛

剧情 英文
Unmistaken Child

102 分钟
VCD

Nati Baratz

即便你走了，我也会在今生找到你。
转世活佛，真有其事？被誉为「当代密勒日巴」的衮却格西于

2001年圆寂，遗体火化当天，烧出数量惊人的舍利子，天空瑞象涌
现，似是预告这位即身成佛的大成就者将要乘愿再来。

达赖喇嘛任命衮却的大弟子巅津梭巴寻找其转世，透过占卜和梦
的启示，巅津专注静思，理出澄澈心绪，不畏劳苦跋山涉水。然而经
过长年遍寻，却始终未有所获。巅津最后来到他的故乡─尼泊尔的樽
区，当年衮却曾在此闭关多年。是灵感牵引，抑或上天安排？巅津发
现了个一岁多的男童，男童见到衮却生前的念珠便紧抓不放，甚至在
日后严格的鉴定程序中，精确选出衮却的所有法器，最终获得达赖喇
嘛的正式认证！真实记录的情感，跨世相系的缘分，透过真诚的生命
信仰，小活佛带领观众历经了一场心灵之旅，见证奇迹的诞生。

遮蔽的天空

剧情 / 冒险 英文
The Sheltering Sky

138 分钟
VCD

德博拉·温格 / 约翰·马尔科维奇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作曲家波特（约翰·马尔科维奇 John Malkovich 饰）和作家妻
子姬特（德博拉·温格 Debra Winger 饰）在二战后携两人的朋友
雷纳（坎贝尔·斯科特 Campbell Scott 饰）一起来到北非撒哈拉旅
行。在神秘而捉摸不定的沙漠中，波特和姬特的婚姻危机似乎也因
此得到了异样 的缓和——波特流连于和当地的妓女寻欢，而姬特却
和雷纳发生了关系。在夫妻关系的断裂中，波特和姬特重新意识到
对方对自己的重要性。然而此时波特不幸染上霍乱，姬特带着他辗
转奔袭在撒哈拉，严酷的沙漠吞噬了希望，最终波特还是离姬特而
去。姬特在悲痛中阴差阳错跟随一支驼队继续在沙漠中踯躅，并成
为驼队的女人，在无尽的沙漠中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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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豆先生 10年

喜剧 / 家庭 英文
Mr. Bean 10year 

VCD

罗温·艾金森 / Matilda Ziegler
John Birkin / 约翰·霍华德·戴维斯

《憨豆先生》(Mr. Bean)是英国BBC电视台的招牌喜剧，以半小
时剧集形式播放，第一季共计14集。罗温·艾金森担当剧中主角，并
建立了其形象。第一集于1990年1月1日在英国首播，而大结局则于
1995年10月31日播出。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 Rowan Atkinson 
饰）是个“有一点笨拙、有一点幼稚、有一点单向思维、有一点腼
腆、又有一点短路的家伙，做着单一的事情，穿着单一的衣服。憨豆
先生有一个亲密的伙伴，就是他常常随身携带心爱的泰迪熊，连睡觉
也要抱着。他平日的穿着则是非常典型的英国保守中产阶级的装扮。
剧中对白极少，几乎都是靠“丰富的肢体动作”和“变化多端的表
情”来呈现。

保持缄默

剧情 英文
Keeping Mum

103 分钟
VCD

罗温·艾金森 / 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Niall Johnson

本片讲述了小镇牧师沃尔特·古德菲勒（罗温·艾金森 Rowan 
Atkinson 饰）是位上帝忠实的侍奉者，他整天为教区的事忙得不可
开交，还要为快要召开的牧师大会发言稿准备着。却忽视了家庭和
妻子格洛里亚·古德菲勒（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Kristin Scott 
Thomas 饰）的感受。妻子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又被家庭琐事纠缠着，
又担心青春期的女儿滥交男友，而懦弱的儿子在学校经常被同学们
欺负。还每天晚上被邻居家狗的叫声骚扰使她心烦意乱。这时招来
了管家格雷斯·霍金斯(玛吉·史密斯 Maggie Smith 饰)，这位慈祥
的老人来到了他们家。管家到来后她就像亲人一样照顾和关心着全
家人，一切都在悄无声的改变着，每天晚上都在叫的邻居家的狗忽
然消失了，而格洛里亚·古德菲勒的情人也没了踪影，所有原来对
他们家不利的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所有事仿佛都与这位管家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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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戴茜惹的祸

剧情 / 喜剧 / 家庭 英文
Because Of Winn-Dixie

106 分钟
VCD

杰夫·丹尼尔斯 / 爱娃·玛丽·森特
王颖

十岁的小女孩欧宝（Anna Sophia Robb饰）三岁时母亲离家出
走，成为她心灵的创伤。父亲的牧师职业让二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
生活，这次来到了佛罗里达的一个小镇。小镇上的居民生活沉闷，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真心，欧宝晚上对着天空许愿：希望上天赐给她一
个朋友。一天欧宝在超级市场购物，突然一条流狼狗从货物架冲了出
来，气急败坏的员工正想捉拿这只狗，欧宝急中生智告诉员工这狗是
自己的，还给它起了个名字——温迪西。机灵的温迪西从此成了欧宝
最忠实的朋友。自从温迪西出现，欧宝的生活变得快乐起来，这对好
朋友的活力也在感染着小镇上的每个人，蜜糖般的欢笑开始在小镇上
流传。

深渊

剧情 / 动作 / 科幻 英文
The Abyss

138 分钟

VCD

艾德·哈里斯 Ed Harris / 玛丽·伊丽莎白
詹姆斯·卡梅隆

美国核潜艇蒙坦娜号在深海追踪一个不明物体的时候不幸失
踪，高压潜水钻台深海之心号工头巴德（迈克尔·比恩Michael 
Biehn 饰）接到命令负责配合科菲中尉（艾德·哈里斯 Ed Harris 
饰）前去营救。令人意想不想不到的是一同前往的还有跟巴德一直
在闹别扭的妻子——石油公司工程师琳西（玛丽·伊丽莎白·马斯
特兰托尼奥 Mary Elizabeth Mastrantonio）。三人为主的救援队潜
到潜艇失踪的海底深渊边缘，却发现潜艇上无人幸存，令人恐慌的
是深渊里还存在着一种未知的怪物。经过一系列的危机之后，科菲
中尉不听劝阻认定这是苏联的阴谋，决定把从潜艇上拆下来的核弹
发射给不明的敌人，于是巴德和琳西联手开始了殊死搏斗。千钧一
发之际巴德不顾危险救下了琳西，并且潜下深渊去拆掉核弹头上的
引信，完成任务之后巴德的氧气已经消耗殆尽，而就在此刻深海的
怪物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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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

动作 / 奇幻 / 冒险 英文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The Curse Of The Black Pearl

143 分钟
VCD

约翰尼·德普 / 杰弗里·拉什
戈尔·维宾斯基

故事发生在17世纪，传说中海盗最为活跃的加勒比海。风趣迷人
的杰克斯伯洛（强尼戴普 饰），是活跃在加勒比海上的海盗，拥有
属于自己的“黑珍珠”号海盗船。对他来说，最惬意的生活就是驾驶
着“黑珍珠”号在加勒比海上游荡，自由自在的打劫过往船只。但不
幸的是，他的仇敌，老谋深算的巴尔巴罗萨船长(杰弗里拉什 饰)偷走
了他的“黑珍珠”号。巴伯萨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他抢劫了杰克
的”黑珍珠号”后，更加猖狂，在加勒比海上横行霸道，一时成为整
个加勒比海的霸主。一次，巴伯萨一伙袭击了罗亚尔港小镇，并绑架
了还绑架了总督的女儿伊莉莎白斯万(凯拉奈特丽 饰)和伊莉莎白青梅
竹马的铁匠学徒威尔特纳（奥兰多布鲁姆 饰），想方设法救出了狱中
的船长杰克，偷来英国皇家舰队最快的”拦截号”军舰迅速向 “黑珍
珠” 追去。在打斗中，威尔和杰克发现，巴尔巴罗萨和他的海盗们身
背着咒语，在每……

雷蒙·斯尼奇的不幸历险

喜剧 / 家庭 / 奇幻 / 冒险 英文
Lemony Snicket’s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108 分钟
VCD

金·凯瑞 / 连姆·艾肯 / Emily Browning
布拉德·塞伯宁

三姐弟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父母，继承了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遗
产。因为年龄尚小，只能到了法定年龄才能动用这笔钱。于是，三姐
弟被暂时带到远房亲戚奥拉夫（金·凯瑞 Jim Carrey饰）家，由奥拉
夫来抚养。姐姐维奥莱特（艾米莉·布朗宁 Emily Browning饰）是
个善于发明创作的小精灵，弟弟克劳斯则博闻强识，是个地道的小博
士。最小的孩子有一口锋利的牙齿，呀呀说些姐姐哥哥才能听得懂的
话。这次三姐弟却落进了奥拉夫的圈套里，被这个贪婪的亲戚盯上了
那笔遗产。他们一次次陷入险境，看来奥拉夫非把他们害死不可。于
是，他们逃到了做生物学家的叔叔家里，然而这里却满是蛇类动物，
颇为惊悚。更不妙的是，奥拉夫像摆脱不掉的影子跟随而至。三个孩
子继续出逃，在发现姑妈家也不是去处时，他们决定自力更生，跟邪
恶的奥拉夫周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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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梦魇

 剧情 / 悬疑 英文
Spider

98 分钟
VCD

 拉尔夫·费因斯 / 米兰达·理查森
大卫·柯南伯格

丹尼斯（拉尔夫·费因斯 Ralph Fiennes 饰）已经在精神病院治
疗了20年，现在他刚回归社会，却发现并不能顺利地开始新生活。因
为，往昔的情景一幕幕闪回，支离破碎而又让他无法摆脱。尤其是母
亲，以及父亲和那个破坏了丹尼斯家庭的妓女，更让他回忆中的往事
似乎变得真实。是父亲和妓女杀死了他心爱的母亲。他们残忍地用铁
锹砸死母亲，把她埋在菜园子里……把回忆串联起来后，丹尼斯决定
找妓女复仇。然而，他的记忆可靠吗？事情的原貌正如他还原出来的
样子吗？有时记忆常常会欺骗我们。

湖群狗党

剧情 / 犯罪 英文
Mean Creek

90 分钟
VCD

罗瑞·卡尔金 / 瑞恩·凯利 / 斯科特·麦克洛维茨
雅各布·艾伦·埃斯戴斯

一群年青人为了向恶霸报复，以为年纪最小的同伴庆祝生日为
由，筹备了一次划艇之旅，邀请恶霸同行。旅程中，一些队员开始
衍生出邪恶的念头，游戏开始变成一项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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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快车谋杀案

剧情 / 悬疑 英文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128 分钟
VCD

阿尔伯特·芬尼 / 劳伦·白考尔
西德尼·吕美特

午夜过后，一场大雪迫使东方快车停了下来。侦探Poirot（阿尔
伯特·芬尼 Albert Finney 饰）于深夜中被吵醒三次。次日清晨发现同
车的美国富商被杀，在取证的过程中众说纷纭，昨晚那三次声响，以
及出现的神秘女子，都让Poirot百思不得其解。根据同一车厢内12人
的口供，凶手应该是以为头披红色围巾的女子，大家一口咬定她的特
质以及出现的时间，与凶案处处吻合。这位女子如今不知所踪，而列
车自始至终没有停下。这12人口供的一致性反而给Poirot打开了破案
的思路，这是一桩叫人惊讶的凶杀案件。

阳光下的罪恶

英文
Evil Under The Sun

117 分钟
VCD

彼得·乌斯蒂诺夫 / 简·伯金

阿伦娜·马歇尔（黛安娜·里格 Diana Rigg 饰）是一个美艳不可
方物的女明星，天性放浪的她从不掩饰对其他男性的喜爱，也十分享
受被男性追求的感觉，从而彻底忽略了丈夫和养女的感受。帕特里克
（尼古拉斯·克莱 Nicholas Clay 饰）是个血气方刚的英俊小伙，虽
然已经有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克里斯汀（简·伯金 Jane Birkin 饰），
但他依然难以抵挡向他暗送秋波的阿伦娜的诱惑。今年，位于莱瑟库
姆湾旁小岛上的度假旅馆“快乐罗杰”成为了展示罪恶的舞台，来这
里渡假的所有游客，似乎都和阿伦娜有个多多少少的利益纠葛。哪里
有罪恶，哪里就有波罗（彼得·乌斯蒂诺夫 Peter Ustinov 饰），这
次也不例外，聪明的他将一切矛盾都看在眼底。阿伦娜死了，这令众
人毫不意外。尽管每个人都有作案的动机，但每个人又都有完美的不
在场证明。究竟是谁杀了阿伦娜？其实凶手早早……

盖伊·汉弥尔顿

剧情

ME- 322 D0000568 ME- 323 D000056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尼罗河上的惨案

剧情 英文
Death On The Nile

140 分钟
VCD

彼得·乌斯蒂诺夫 / 贝蒂·戴维斯
约翰·古勒米

年轻漂亮的林内特（洛伊丝·奇利斯 Lois Chiles 饰）继承了父
亲的巨额财产，这让林内特的朋友杰奎琳（米亚·法罗 Mia Farrow 
饰）心生嫉妒，但更让奎杰琳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男友道尔（西
蒙·麦克金代尔 Simon MacCorkindale 饰）居然抛弃了自己，投入
了这个富婆的怀抱。闪婚的林内特和道尔决定去埃及度蜜月，得知
这一消息，一群人像闻到了腥味儿的猫咪一样悄悄聚集到了他们身
边。波罗（彼得·乌斯蒂诺夫 Peter Ustinov 饰）也察觉到这趟旅程
中有些不寻常的味道，聪明的他和助手雷斯上校（大卫·尼文 David 
Niven 饰）也来到埃及，登上了那条驶往阴谋和死亡的船。林内特死
了，她的女佣路易斯（简·伯金 Jane Birkin 饰）死了，案件的目击
者，色情小说家莎乐美（安吉拉·兰斯伯瑞 Angela Lansbury）也死
了……

恐惧的代价

剧情 / 惊悚 / 冒险 英文
Le salaire De La peur

131 分钟
VCD

伊夫·蒙当 / 查尔斯·文恩 / 彼得·范·埃克
亨利-乔治·克鲁佐

马里奥（伊夫·蒙当 Yves Montand 饰）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混
混，在那个小镇里，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可是没有一个人有正式的
工作。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每天还有无数人前来淘金，落魄的
商人吉奥（查尔斯·文恩 Charles Vanel 饰）就是其中的一员。同时，
命不久矣的鲁奇（Folco Lulli 饰）和嚣张跋扈的班巴（彼得·范·埃
克 Peter van Eyck 饰）也出现在了当地鱼龙混杂的酒吧里，他们的目
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此时，500公里外的S.O.C石油公司的油井
燃气了熊熊大火，为了灭火，必须有人驾驶着装有十吨硝化甘油的卡
车开往此地，而对于公司的雇工来说，这无疑是自杀的举动，因为只
要有任何一点点的颠簸和受热，十吨硝化甘油就将化为十吨威力无比
的炸弹。无良的老板打起了混混们的主意，因为即使他们死了，也不
会有工会来追究责任。马里奥、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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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梦幻岛

剧情 / 家庭 / 传记 英文

VCD

约翰尼·德普 / 凯特·温丝莱特

作家巴里（约翰尼·德普 Johnny Depp饰）正处于灵感枯竭期。
他每天经过公园的时候，都会看见里面有一帮小孩在嬉戏。他停下脚
步来观察，原来孩子在玩海盗游戏，孩子们还热情邀请他加入海盗队
伍。巴里成了一个大孩子，在队伍中虽然高出一个头，却玩得不亦乐
乎——道具、角色、各色情节、公园变成一个快乐的幻想世界。这段
经历，成了巴里创作《小飞侠》的灵感源泉。孩子的母亲（凯特·温
丝莱特 Kate Winslet 饰）是一个寡妇，她也受到了这里快乐的气氛
感染。巴里和他们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享受着单纯的快乐，然而也
难免招人闲话。而巴里的妻子，也终究只属于现实世界，走不尽巴里
的内心。《小飞侠》的完稿上演，遭到了众人的质疑。然而演出后当
地的反响，证明了巴里的坚持是正确的。但这时，巴里和孩子们正面
临着一场来自现实世界的巨大打击，他们善良的母亲，正在离他们远
去……

半个尼尔森

英文
Half Nelson

106 分钟
VCD

瑞恩·高斯林 / 安东尼·麦凯

瑞安·弗雷克

白人历史教师丹邓恩（瑞恩高斯林 饰），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
破旧的公立中学教书，他的学生多是黑人。丹有激情和创造力，热爱
学生，不遵循官方教学大纲，相信黑格尔辩证法，认为历史本质由相
反力作用而成。他使得纸页间枯燥的历史生动鲜活，鼓励学生思考和
分析历史，及自己周遍世界的运作法则，学生成为丹存活于社会的救
生索。晚上，他是不可救药的瘾君子。这种分裂的生活没有能持续多
久，丹某次在空无一人的女更衣室吸毒而虚脱，被他的黑人女学生德
丽（莎莉卡艾普斯 饰）发现。共同保守的阴暗秘密，拉近了他们的
关系，也改变了各自的生活。

剧情
Finding Neverland

106 分钟

马克·福斯特
ME- 326 D0000572 ME- 327 D000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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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猫头鹰

英文
Hoot

91 分钟
VCD

 罗根·勒曼 / 布丽·拉尔森
Wil Shriner

来自蒙大纳州的男孩罗伊，刚刚随父母搬家到阳光灿烂的佛罗里
达。潮湿炎热的佛罗里达天气就够让罗伊烦躁的了，而新学校新规矩
更让身为学校菜鸟的他一开始就受到了排斥和欺负，知情的父母还
无动于衷、甚至不支持罗伊复仇，一切别提有多么不顺意了！这天在
校车上，罗伊又被学校小霸王唐纳恶整，然而就在唐纳把他的脸压到
校车玻璃窗上的时候，罗伊却看见了一个正在街上狂跑的赤脚男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开始偷偷跟着赤脚男孩跑，原来赤脚男孩叫穆
勒，因为不喜欢学校而老是逃课的穆勒向往着自由自在的林间生活，
同时加入的还有为罗伊打抱不平的同年级女子足球队员碧崔丝，拥有
共同话题的三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在共同进行了一连串刺激有趣的历
险之后，三个好朋友无意之中发现，地产开发商计划开发的知名的“
宝拉妈妈全美松饼屋……

我爱贝克汉姆
Bend It Like Beckham

顾伦德·查达哈
帕敏德·纳格拉 / 凯拉·奈特莉

剧情 / 喜剧 / 爱情 
112 分钟

VCD

英文

因为热爱足球，而喜欢贝克汉姆。因为贝克汉姆而更加喜爱足
球。与许多球迷一样，杰西（帕明特纳格拉饰）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作为一个居住英国的印度裔少女，杰西有过人的足球天赋，她热
爱足球，狂热迷恋贝克汉姆，房间里面贴满了小贝的照片。她的梦想
就是能像小贝一样成为出色的球员。然而，这一切在印度家庭都是不
被允许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杰西结识了霍斯特女队的队员朱莉(凯
拉-耐莉 饰)，并在她的邀请下加入了球队。杰西便瞒着家人，偷偷地
开始编织她绿荫场上的梦想。造物弄人，杰西和朱莉竟然同时爱上了
她们的教练乔（阿奇潘贾比 饰）。面对家庭的反对，朋友的冲突，
杰西内心充满矛盾，完成足球之梦，原来如此艰难。也许，心中的偶
像，会给杰西带来力量吧……

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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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

喜剧 / 科幻 / 家庭 英文
93 分钟

VCD

里克·莫拉尼斯 / 马特·弗里沃
乔·庄斯顿

科学家韦恩·斯萨林斯基（里克·莫拉尼斯 Rick Moranis饰）发
明了能将物体放大缩小的机器，光顾着高兴的他却忘记了告诉他的两
个孩子。于是这个神奇的仪器把他的孩子们跟邻居家的两个孩子都给
缩小了。四个孩子开始了一次刺激的神奇之旅。院子里的矮小平坦的
草坪变成了高耸茂密的热带雨林，微不足道的昆虫变成了凶猛硕大的
野兽，原先稀松平常的东西都瞬间变成了巨型障碍。然而粗心的夫妇
发现孩子们失踪后，才意识到大事不妙。怎样才能把孩子们都变回
原来的模样呢？而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到底在身边的哪个角
落……

的士速递4

喜剧 / 动作 英文
Taxi 4

91 分钟
VCD

萨米·纳塞利 / 佛瑞德瑞克·迪分索
热拉尔·克瓦兹克

故事围绕由比萨快递员转职为计程车司机的丹尼尔（萨米纳塞利 
饰）和英俊但迷糊的马赛警察埃米利安（弗雷德里克迪方多 饰）展
开。丹尼尔驾驶技术高超，他所开的计程车经特别改良，时常在马路
上风驰超速，在改装的出租车的帮助下多次协助老出纰漏的马赛警察
侦破案件；警察埃米利安是丹尼尔的好朋友，英俊的他有时有点迷糊
老干傻事儿。经常需要丹尼尔来帮他收拾烂摊子。

埃米利安和他的马赛警察们接受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一看守被
押送过境的比利时籍恐怖分子头目24小时。高人但不威猛的马赛警
察局长吉贝尔部署下了“天罗地网”，没想到还没出机场就差点把犯
人弄丢了，搞得军方大为火光；而埃米利安的美丽动人的辣妹女友
蓓塔则接到了另一项卧底任务，两个人刚刚开始的假期又不得不分
开……恐怖组织为了营救他们的头目，在马赛精心设计了一连串的袭
击。而法国政府似乎对此也有所准备。一场精心谋划的连环局……

Honey, I Shrunk The Kids

ME- 330 D0000576 ME- 331 D000057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仙境之桥

剧情 / 奇幻 / 冒险 英文
Bridge To Terabithia

96 分钟
VCD

乔什·哈切森 / 安娜索菲亚·罗伯
嘉柏·丘波

杰西（乔什·哈切森 Josh Hutcherson 饰）是个过得不怎么快乐
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受同学欺负，在家中又无法得到父母的宠爱。只
有两个人能为他的童年带来亮光——一个是音乐老师，另一个便是刚
转校来到班上的莱斯利（安娜索菲亚·罗伯 Annasophia Robb 饰）
。莱斯利以她独特的方式感染了生活暗淡的杰西，慢慢打开了他的生
活的另一扇窗。在河的另一边，他们要建造一个叫做“特雷比西亚”
的王国，他们在树上打造一个屋子，王国的成员有妖怪、马蜂军团、
松鼠和秃鹰。这个幻想的天地创造了他们每天放学后最好的时光。然
而，童话毕竟太虚幻，杰西和莱斯利的特雷比西亚世界，迎来了风雨
飘摇的一天……

珍爱泉源

剧情 / 爱情 / 科幻 英文
The Fountain

96 分钟
VCD

休·杰克曼 / 蕾切尔·薇兹 / 肖恩·格莱特
达伦·阿伦诺夫斯基

1500年，大将军托马斯（休·杰克曼 Hugh Jackman 饰）奉皇
后伊莎贝拉（蕾切尔·薇兹 Rachel Weisz 饰）之命前往新大陆寻找
创传说中的“生命之树”。只要饮下一滴树的汁液，便会获得永生。
一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一座辉煌的隐蔽之地，看到了永生难
忘的奇异景象。2000年，脑癌专家汤米（休·杰克曼 Hugh Jackman 
饰）急切为患脑癌的妻子丽兹（蕾切尔·薇兹 Rachel Weisz 饰）寻
找良药。研究小组从南美洲丛林里带回了一株奇异的树种标本，在提
炼药物用于黑猩猩实验时奇迹般地产生了效果。2500年汤姆乘坐着
用思想控制的透明圆球飞船中，穿梭于太空宇宙。辽阔的星际间，身
边却只有那棵已快死亡的古树，他无时无刻不回想着关于丽兹的记
忆。千年的奔涌时空里，苦苦寻觅的一直是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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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2 ：聚魂棺

剧情 英文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

151 分钟

VCD

约翰尼·德普 / 奥兰多·布鲁姆
戈尔·维宾斯基

迷人的杰克（约翰尼戴普 饰）船长又回来了，这次，他遇到了更
为强大的敌人——传说中的不死人大卫琼斯(比尔奈伊 饰)，他驾驶着
让人恐惧的“飞行荷兰人”号快船，在速度与装备上，没有任何船能
够超越它。杰克船长欠下琼斯一个血债，他必须赶在最后时限到来之
前，找到破解的方法，否则他会永远背负血债，并且在余生永远成为
琼斯的奴隶。当然，杰克船长的好朋友威尔特纳（奥兰多布鲁姆 饰）
也被卷入了他的坏运气当中。因为杰克，威尔和伊丽莎白（凯拉奈特
莉 饰）的婚礼被迫取消，伊丽莎白还被皇家海军关进了监狱，威尔
为了救她，只能去寻找杰克。这次两个好朋友遇到了巨大神秘的海洋
怪物、不友善的小岛土著、打扮华丽的占卜者戴尔玛，威尔失散多年
的父亲--“拉靴带”比尔特纳(斯特兰斯卡斯加德)在关键时刻离奇现
身，成为全局的转折点……

德蕾莎修女

剧情 / 传记 / 历史 英文
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

VCD

Olivia Hussey / Sebastiano Somma / Mi
Fabrizio Costa

本片内容跨越了半个世纪，真实而深刻的记述了德蕾莎修女秉持
著对上帝的信仰与奉献的精神，发扬人性至善的光辉，超越国界与
藩篱，给予数以百万计贫困苦难的人带来希望与尊严慈悲的恻隐之
心，无怨无悔的照顾无依无靠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有人关心著他们，
她抚慰了苦难人的心，发扬了信、望、爱的至高精神，为那些弃婴、
麻疯病人以及比穷人还穷的人们默默付出，鞠躬尽瘁。德蕾莎修女生
平记事：德蕾莎修女生于一九一Ο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阿尔巴
尼亚人。一九二八年派调印度加尔各答洛瑞图修道院。一九四八年因
深感受印度贫民的苦况，而走出修道院济世救人。一九五Ο年获教宗
特准，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一九九七年六月在华府接受美国政府
颁赠国会自由奖章。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加尔各
答，享年八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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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接触

剧情 / 科幻 / 冒险 英文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132 分钟
VCD

理查德·德莱弗斯 / 弗朗索瓦·特吕弗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978年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外语片。
1945年的一天夜里，当诺伊·尼尔瑞（理查德·德莱福斯 Rich-

ard Dreyfuss 饰）在装载卡车时，忽然被神秘的光线所笼罩，之后奇
怪的幻象和五个音符一直在他脑海中回旋。他能否发现幻象的意义，
又是谁将其置于他的脑海中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同星际来客有了
一定的接触并确定其降落的地点。为了掩饰真相，政府要求人们远离
此地。然而，包括诺伊在内的一群人，却被其共同的幻象所吸引，来
到此地。在沙漠中的魔鬼山上，空军临时修建的基地上空，外星人如
约来到，他们的飞船流光异彩，将半个天空都照亮了。人类播放了以
前从太空接受到的外星人信息中破译出的音乐作为联络的手段，飞船
的大门打开了，从前失踪的地球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一批外形
矮小的外星人则来到地球人中间和他们做心灵的沟通……

这个杀手不太冷

剧情 / 动作 / 惊悚 / 犯罪 英文
Leon The Professional

110 分钟
VCD

让·雷诺 / 娜塔莉·波特曼
吕克·贝松

里昂（让·雷诺饰）是名孤独的职业杀手，受人雇佣。一天，邻
居家小姑娘马蒂尔达（纳塔丽·波特曼饰)敲开他的房门，要求在他
那里暂避杀身之祸。原来邻居家的主人是警方缉毒组的眼线，只因贪
污了一小包毒品而遭恶警（加里·奥德曼饰）杀害全家的惩罚。马蒂
尔达得到里昂的留救，幸免于难，并留在里昂那里。里昂教小女孩使
枪，她教里昂法文，两人关系日趋亲密，相处融洽。女孩想着去报
仇，反倒被抓，里昂及时赶到，将女孩救回。混杂着哀怨情仇的正邪
之战渐次升级，更大的冲突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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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佳偶

剧情 / 喜剧 / 爱情 英文
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

102 分钟
VCD

简·鲍威尔 / 霍华德·基尔
斯坦利·多南

一个姑娘，她要嫁给一个心爱的男人。但这个男人家中共有七兄
弟。谁能想像，蜜月期除了自己的老公，还得和六个愣头青小伙一起
度过，大房子会被乱搅和得糟糕透顶，他们也将失去二人世界。想好
了，给他们每个人找个姑娘吧。最终，成为七对佳偶。

小逃亡者

剧情 / 儿童 英文
80分钟

VCD

Richie Andrusco / Richard Brewster

莫里斯·恩格尔 / 雷·阿什利 / 鲁思·奥金

由于母亲要出远门，照顾7岁的弟弟乔伊（Richie Andrusco 饰）
的职责便落到了哥哥雷利（Richard Brewster 饰）的肩上，对此感到
十分厌烦的雷利想出了一个不仅可以博朋友们一笑，并且可以解自己
心头之气的点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雷利通过装死让乔伊误以为是
自己杀死了哥哥，没想到，个性耿直的乔伊居然在惊恐之下孤身踏上
了逃亡的旅程。乔伊的目的地是风景如画的科尼岛，然而，从此地到
彼处的路程对于一个7岁的男孩来说无疑十分漫长。一路上，乔伊睡
沙滩，捡瓶子，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安然无恙的前进着，而另一边，
心急如焚的雷利也开始了他寻找乔伊的征程。乔伊能够平安到达科尼
岛吗？

Little Fug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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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艳后

剧情 英文
Cleopatra

192 分钟
VCD

伊丽莎白·泰勒 / 理查德·伯顿
达里尔·F·扎努克

52岁的凯撒（雷克斯哈里森 Rex Harrison 饰）以罗马执行官的身
份驾临埃及，为了解决王室姐弟争位的事端。皇姐克里奥佩特拉（伊
丽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 饰）美艳绝伦，凭借自身的魅力和政治手
腕，迅速让凯撒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但获得了对埃及的统治权，
而且还以美貌征服了罗马。克氏与凯撒完婚后，为其产下一子，深得
凯撒喜欢，被立为继承人。但此事引起了凯撒手下大将安东尼（理查
德伯顿 Richard Burton 饰）与屋大维（罗迪麦克道尔 Roddy McDow-
all 饰）的不满。在凯撒遇刺驾崩之后，安东尼接掌了罗马的统治权，
但他同样无法抵挡克氏的绝世美貌。当安东尼彻底沉溺于暴风雨般爱
情的时候，身在罗马的屋大维已经吹响了夺权的号角……

我的大学

剧情 / 传记 英文

120 分钟
VCD

Nikolai Valbert / Stepan Kayukov
马克·顿斯阔依

阿廖沙十岁就来到人间，进入社会大学。他在社会上干过各种工
作，在鞋店和绘图师家里当过学徒，在轮船上当过小工，还当过面包
坊和杂货店和绘图杂货店的伙计，饱尝生活的艰辛，这使他更加憎恶
沙皇统治，对劳动人民更加同情。在社会大学里，阿谬沙还接触了各
种各样的人，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全书人物众多却形象
鲜明、性格各异，无论作家对之着力刻画还是寥寥数笔略加勾勒，全
都显得轮廓分明、鲜活灵动，读来如见其面，如闻其声。罗马西的深
沉干练，杰连科夫的温厚善良，老警察的居心叵测，纺织工的质朴纯
真，杰连科娃的矫揉造作，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口是心非……无不给读
者留下来难以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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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传

英文
Lust For Life

122 分钟
VCD

柯克·道格拉斯 / 安东尼·奎恩
文森特·明奈利 / 乔治·库克

在立志成为画家之前，梵高（柯克·道格拉斯 Kirk Douglas 饰）
曾经是画廊里颇有前途的售画员，经过几次情感失败之后，他开始尝
试成为一名画家。梵高悲天悯人的性格让他能与贫穷矿工们和谐相
处，用画笔描绘他们的悲惨生活。他的画奔放热情、情感肆意，但却
得不到主流画坛的欣赏。梵高邀请当时正崛起的印象派画家高更（安
东尼·奎恩 Anthony Quinn 饰）一同去法国南方作画。多年来，弟
弟提奥一直在经济上支持梵高，甚至为他资助高更去南方的所有费
用。刚开始两人其乐融融，一起创作了很多高水准的作品，但因两人
的个性互不相容，逐渐产生激烈争吵。高更试图离开，梵高为此精神
受打击，试图持刀威胁高更，高更仓皇而逃，梵高最终自残割下了自
己的耳朵。孤独、贫困的梵高受精神病所折磨，几度进入病院疗养。
而他始终没有停止绘画，一直在等待大众的赏识，最终精神崩毁，开
枪结束了生命。

爱奴

剧情 / 爱情 / 惊悚 英文
Dot The I

92 分钟
VCD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 娜塔丽娅·沃拜克
Matthew Parkhill

女孩卡门（娜塔丽娅·沃拜克 Natalia Verbeke 饰）即将和她相
识不久的爱人巴纳比（詹姆斯·达西 James D’Arcy 饰）结婚了，
尽管卡门对于巴纳比的感情并不深厚，但巴纳比富裕的财产足以让卡
门找到与他结合的理由。在仪式中，根据传统，卡门必须亲吻一个
陌生男子，那名男子就是基特（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Gael Garcia 
Bernal 饰）。这个吻让卡门惊讶的发现，自己的真命天子原来正是基
特，可此时她已经无法再放弃一切重新选择了，一段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两男一女之间就此展开。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卡门想象的那样单纯，
没有爱情的婚姻令她无时不刻不在痛苦中煎熬。同时，一些奇怪的事
情开始在卡门的周围发生，她发现自己似乎被卷入了某个秘密之中。

剧情 /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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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恶魔的崛起

剧情 / 传记 / 历史 英文
Hitler: The Rise Of Evil

130 分钟
VCD

Robert Carlyle
Christian Duguay

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布劳瑙镇一个公务员家庭。青年
时期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
他的出现与崛起是希望的开端、还是灾难的开始？这个看似平凡的小
男孩，长大后却指挥了德国军队大规模入侵各国，掀起了惨烈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这部电影非常的真实的再现了希特勒的发家史，我们看
到，他的确有作为领袖的潜质：爱国，善辩，有远见，阴险狡猾（客
观的讲就连希特勒的敌人也是如此），善于收买人心等等。但我认为
其在乱局中最终成为大独裁者的基本条件就是两个不变的真理：“枪
杆子里出政权”和“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希特
勒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也就是这部电影的出发点。

孩子梦天堂

剧情 英文
Stolen Summer

90 分钟
VCD

Aidan Quinn / Bonnie Hunt
Pete Jones

大部分三年级学生都在过他们的暑假，8岁的彼得却因在校犯
事，被恶修女警告已迈向地狱之门，除非他在这个暑假修成正果。彼
得决定在区内广行善事，虽未能「招揽」信徒，却渐渐与7岁犹太男
孩丹尼结为好友。彼得向丹尼说只要信奉天主教就可得救赎，后来得
知丹尼患上白血病。确保丹尼能上天堂成为彼得当前使命，两人踏上
探索人生、宗教和哲理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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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13号

剧情 / 历史 / 冒险 英文
Apollo 13

140 分钟
VCD

汤姆·汉克斯 / 比尔·帕克斯顿
朗·霍华德

1969年7月20日，乘坐着阿波罗11号的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
成功登陆月球，迈出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步。与此同时，
资深宇航员吉姆·洛维尔（汤姆·汉克斯 Tom Hanks 饰）和亲人好
友们通过电视密切关注着这历史性的一刻。吉姆曾乘坐阿波罗8号飞
到月球附近，他同样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登陆月球的梦想。这个时刻
很快来临，就在3个月后，吉姆被任命为阿波罗13号的指挥官，他将
连同伙伴佛瑞·德汉斯（比尔·帕克斯顿 Bill Paxton 饰）、杰克·史
威吉特（凯文·贝肯 Kevin Bacon 饰）再次升空前往月球。他们满怀
着希望，却没想到有无限的磨难等在前方……

灯火阑珊处

 剧情 英文
Around The Bend

82 分钟
VCD

 迈克尔·凯恩 / 乔什·卢卡斯
Jordan Roberts

一脉相承的四代男子偶然聚首，他们终于有机会一同发现家族过
往的秘密。这是一趟充满惊奇的旅程，时而喜剧、时而戏剧，但无论
如何这都是他们最私密的资产。贾森·莱尔（乔什·卢卡斯）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人，一心只想平静地过正常人的生活，对于一个性情温和
的银行职员来说这原本并不是件难事。但世事难料，在他的生活中一
件大事正在发生。他的妻子暂时离开他去尼伯尔作画，留下他要照顾
他们六岁大的儿子扎克（乔纳·鲍勃）。而这时，他病重的祖父亨利
（麦克尔·凯恩）也将不久于人世，亨利以前是一名考古学家，他要
为他即将到来的葬礼进行一次调查。之后贾森许久未见的父亲，亨利
的儿子——特纳（克里斯托弗·沃尔肯）的突然到访让贾森的生活在
没有平静与正常可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莱尔家的男人们都将踏上
一次不寻常的旅途，这次旅程不仅跨越了美丽的西南大沙漠，而且也
跨越了家庭成员情感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次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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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来

剧情 英文
Back To The Future

116 分钟
VCD

 迈克尔·J·福克斯 / 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罗伯特·泽米吉斯

布朗博士（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Christopher Lloyd 饰）总是有些
稀奇古怪的发明。在一次试验他发明的时光机器时，他找来了忘年交
高中生马丁（迈克尔J福克斯 Michael J. Fox 饰）。岂料实验过程中博
士被歹徒杀害了，马丁慌乱中架着时光机逃跑，回到了30年前。马丁
遇到了30年前的父亲乔治（克利斯丁格拉夫 Crispin Glover 饰）和母
亲洛莲（莉汤普森 Lea Thompson 饰）。马丁一边找寻30年前的布朗
博士，好让自己回到未来；一边尽力撮合乔治和洛莲，以免自己在以
后消失了。但乔治为人懦弱，马丁在撮合过程中弄巧成拙让洛莲爱上
了自己。还有令人讨厌的贝夫从中作梗，令马丁恼怒不已。马丁周旋
在他的双亲之间，还要尽快找到博士，想办法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2

剧情 英文
Back To The Future2

116 分钟
VCD

迈克尔·J·福克斯 / 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罗伯特·泽米吉斯

马丁（Michael J. Fox 饰）才回到现实世界与女友团聚，布朗博
士（Christopher Lloyd 饰）就心急火燎地把他们带到了30年后的未
来世界，原来这一次是马丁未来的两个孩子因参与抢劫锒铛入狱，博
士要携马丁一起阻止悲剧发生。周旋一番后，两个孩子被成功挽救，
但三人回到现实世界后，却发现周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被
贝夫（Thomas F. Wilson饰）所控制，马丁的父亲乔治惨死，母亲洛
莲（Lea Thompson 饰）竟然成了贝夫的妻子！这一切都是因为时光
机器的秘密不慎被未来的老贝夫识破，他偷偷回去捣鬼，竟因此使得
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下！马丁与博士再次踏上时光穿梭的征途，希
望将世界扳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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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大兵瑞恩

剧情 / 动作 / 历史 英文
Saving Private Ryan

169分钟
VCD

汤姆·汉克斯 / 汤姆·塞兹摩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瑞恩（马特达蒙 Matt Damon 饰）是二战期间的美国伞兵，被困
在了敌人后方。更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兄弟全部在战争中死亡，如果
他也遇难，家中的老母亲将无依无靠。美国作战总指挥部知道了这个
情况，毅然决定组织一个小分队前往救援，其中包括米勒上尉（汤姆
汉克斯 Tom Hanks 饰）和翻译厄本（杰里米.戴维斯 Jererry Davies
饰）。然而，敌方危险重重，他们一路上随时与死亡打交道。他们非
常怀疑，到底值不值得冒着八个人的生命危险，去搭救一个人。大家
一路辗转寻找瑞恩，对于这次搭救行动，有人不满，有人热忱，有人
好奇。大家一次次闻到死神的气息，瑞恩的获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到未来3

剧情 英文
Back To The Future2

116 分钟
VCD

迈克尔·J·福克斯 / 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罗伯特·泽米吉斯

马丁（迈克尔·J·福克斯 饰）从他生活的八十年代来到了1955
年，根据好朋友埃米布朗博士（克里斯托弗·洛伊德 饰）于1885年留
下的信件，马丁找到了博士研制的时空穿梭机。本以为可以乘坐着这
台机器回到未来，马丁却意外发现了博士的墓碑，原来他在留下那封
信后不久便被人杀害。为了拯救埃米博士，马丁乘坐时空穿梭机来到
了1885年的美国西部。马丁能否改变历史，拯救博士的生命？二人能
否成功回到未来？“回到未来三部曲”完结篇，一起与马丁乘坐时空
穿梭机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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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旅

剧情 / 悬疑 / 惊悚 英文
After.Life

104 分钟
VCD

连姆·尼森 / 克里斯蒂娜·里奇
Agnieszka Wojtowicz-Vosloo

安娜（克里斯蒂娜里奇 Christina Ricci 饰）是一次车祸的幸存
者，然而她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被判定了死亡。证据是她的葬礼已
经在准备中，负责人正是葬礼主管艾略特（连姆尼森 Liam Neeson 
饰）。安娜对此既不解又恐惧。因为她很清楚，葬礼的终点就是入棺
活埋。她对艾略特现身，希望后者坚持自己还活着的真相。两个人在
封闭的停尸间进行着辩论，艾略特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对安娜解
释她到“来世”的种种缘由。而安娜面对不见底的黑暗，内心无比悲
凉。然而，艾略特并不认同安娜的说法。他坚持自己是因为通灵才能
辨识安娜的游魂。只有一个人还坚信安娜活着，那就是她的男友保罗
（贾斯汀朗 Justin Long 饰）。他并不认同艾略特的说法，坚持调查
安娜的死因，慢慢地，他接近了真相……

地心历险记

剧情 英文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93 分钟
VCD

布兰登·费舍 / 乔什·哈切森

埃里克·布雷维格

虽然特雷弗（布兰登·费舍 Brendan Fraser 饰）是大学的地址
教授，但是却经常做出挑战传统的事情。他认为凡尔纳的小说并不
是科幻，而是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对立理论，使其被传为
学院里的笑话，使得他的学术名声毁于一旦。不过特雷弗却毫不在
意这些，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特雷
弗带着侄子肖恩（乔什·哈切森 Josh Hutcherson 饰）和当地的向导
汉娜（安妮塔·布瑞姆 Anita Briem 饰）开始了在冰岛的旅行。在旅
行时，三人意外发现一个奇特的洞穴，并在探询时踏破薄冰跌入了
无底深渊。不过，当他们醒来时，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心世界，
里面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生物，与凡尔纳小说里面描述的场景一模
一样。证据终于找到了，但是如何将证据带回地上？特雷弗三人开
始了寻找出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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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尼亚传奇1：狮子、女巫和魔衣橱

家庭 / 奇幻 / 冒险 英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143 分钟
VCD

乔基·亨莉 / 斯堪德·凯恩斯 / 威廉·莫斯里
安德鲁·亚当森

二战期间，四个小孩子随着父母来到乡下避战。这些乡村住宅古
色古香，其中有一个房间里摆着一个大衣柜。一天，几个小孩子玩捉
迷藏，露西（乔基·亨莉 Georgie Henley 饰）躲进了衣柜里，眼前却
意外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那里白雪皑皑，荒无人烟。她在雪地
上走着走着，遇上了 人羊怪物。其他孩子也一一进入这个魔法衣橱。
他们得知里面的王国叫纳尼亚，正在被一个邪恶的女巫所统治。女巫
想把这几个外来者一网打尽，同时这些孩子得知纳尼亚正在女巫的黑
暗统治后，和雄狮亚斯兰并肩作战，帮助纳尼亚开始了复国之举。

老无所依

剧情 / 惊悚 / 犯罪 英文
No Country For Old Men

122 分钟
VCD

汤米·李·琼斯 / 哈维尔·巴登 / 乔什·布洛林

伊桑·科恩 / 乔尔·科恩

美国西部巴尔的摩，老牛仔Moss在猎杀羚羊时发现几具尸体，几
包海洛因和200万现金。Moss决定将毒品和现金占为己有，想以此改
变自己的生活，谁知却遭到冷血杀手Chigurh（Javier Bardem 饰）
的跟踪和追杀，陷入了逃亡的险境。同时，当地治安官Bell（Tommy 
Lee Jones 饰）也在对一连串的杀人事件进行调查，并努力保护Moss
的安全。但是，让Bell感到无力绝望的是，他使劲浑身解数也无法追
踪到冷血杀手，Moss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Bell一边缅怀父
辈们的光荣岁月，一边深感现实中老无所依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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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青春

剧情 / 喜剧 / 家庭 英文
High School Musical

98分钟
VCD

扎克·埃夫隆 / 瓦妮莎·哈金斯
肯尼·奥特加

特洛伊（扎克·埃夫隆 Zac Efron饰）和盖布利拉（瓦妮莎·哈金
斯 Vanessa Hudgens饰）本是分属两个世界的年轻人。特洛伊从小就
作为篮球种子来培养，而盖布利拉则是个高智商的学习优秀学生。新
年晚会两人被推上舞台，合唱了一首美妙的歌，彼此的内心都燃起了
火花。碰巧的是，两人竟成为了高中同班同学。艺术老师打算挑选合
适的人选参演一部音乐剧，特洛伊和盖布利拉凭着优美默契的歌声打
动了老师。要获得最终的演出资格，他们还得在第二轮面试中打败对
手，然而，事情却起了波折。这边篮球队正为了一场重要的比赛而加
紧训练，队员纷纷要求特洛伊专心练球；那边学术比赛即将开始，众
人反对队员盖布利拉为音乐剧的事情分心。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竞争
对手从中作梗，把篮球赛、学术比赛和音乐剧面试排在了同一天。鱼
与熊掌该怎样取舍，两个年轻人当机立断，妙计横生。

歌舞青春2

剧情 / 喜剧 / 家庭 英文
High School Musical 2

104分钟
VCD

 扎克·埃夫隆 / 瓦妮莎·哈金斯
肯尼·奥特加

高一生涯结束，野猫队的所有成员都准备好迎接美妙的暑假。暗
恋特洛伊（扎克·埃夫隆 Zac Efron饰）已久的夏培（阿什丽·提斯
代尔 Ashley Tisdale饰）利用她父亲的影响力帮特洛伊在自家经营的
豪华俱乐部中弄到一份工作，和藉机让他获得大学篮球奖学金的机
会。而条件是特洛伊必须放弃野猫队,并和夏培搭档参加俱乐部一年一
度的才艺比赛。同时，这也是夏培让特洛伊远离女朋友盖比瑞拉（瓦
妮莎·哈金斯 Vanessa Hudgens饰）的计谋。可特洛伊让盖比瑞拉被
同时被俱乐部录用，让夏培十分气愤。夏培的弟弟莱恩和没了特洛伊
的野猫队合作，排练曲目参加比赛。不料被夏培知道，强行取消了他
们的资格。盖比瑞拉伤心地从俱乐部辞了职，并开始与特洛伊产生裂
痕，野猫队的成员也开始把特洛伊排除在外。这一次特洛伊到底该选
择哪一边的阵营？这个夏天到底会有怎样不一样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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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山

剧情 / 爱情 / 战争 英文
Cold Mountain

154 分钟
VCD

裘德·洛 / 妮可·基德曼 / 蕾妮·齐薇格
安东尼·明格拉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连连征战和南方军队的节节败退令士兵
Inman（Jude Law 饰）心灰意冷，为了再见情人Ada（Nicole Kid-
man饰），他离开部队，踏上了漫漫回家路。在他的家乡，偏僻
的冷山镇，Ada也饱受生活的折磨和等待的痛苦。父亲的去世和
奴隶的离开，使养尊处优的Ada生活难以为继，在山区女孩Ruby 
Thewes（Renée Zellweger 饰）的帮助下，Ada渐渐学学会与周围粗
砺尖锐的生活对抗挣扎，期待Inman的归来。穿越连绵战火，冷山，
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连系，在这里，即使旧日所有的信仰天堂都已破
灭，却仍能让你疗伤止痛。

非洲猎豹

剧情 英文
Running Wild

120 分钟
VCD

Brooke Shields / Norman Anstey
Duncan McLachlan

科学家克瑞斯泰和大卫在非洲森林里研究非洲猎豹，一天夜里，
他们跟踪研究的猎豹，遭到一群狮子的袭击，母豹黎明时死去，大
卫和克瑞斯泰收留了母豹留下的两只幼豹。偷猎者准备掠走两只小猎
豹，科学家们在当地人的配合下成功地运走了两只小猎豹。本片的克
瑞斯泰由美国著名影星波姬·小丝饰演。影片拍摄真实，画面完美。
通过大量的真贵镜头，表现小猎豹在人类的关心下成长的经历，是一
部不可多得的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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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重托

惊悚 / 历史 / 战争 英文
Entrusted

130 分钟
VCD

托马斯·桑斯特 / 乔凡娜·梅索兹殴诺
Giacomo Battiato

托马斯（托马斯桑斯特 Thomas Sangsters 饰）天生记忆力极强，
她的母亲玛丽亚（乔凡娜梅索兹殴诺 Giovanna Mezzogiorno 饰）是
二战时法国地下组织的成员。为了保护犹太人在瑞士银行的财产，玛
丽亚让托马斯记住了大量瑞士银行的账户密码，并把托马斯寄养在乡
下外公家。不久纳粹杀了托马斯的外公，托马斯开始了逃亡。纳粹请
来了玛丽亚的大学老师格里高（克劳斯马利亚布朗道尔 Klaus Maria 
Brandauer 饰）帮助追捕玛丽亚母子两。万分火急之下，玛丽亚只好
向托马斯远在美国的父亲大卫（史蒂芬莫尔 Stephen Moyer 饰）求
助。当大卫赶到法国时，发现格里高已经抓获了托马斯。无奈之下，
玛丽亚只好提出以自己交换托马斯。玛丽亚英勇就义时，大卫趁乱救
出了托马斯。父子一起亡命到了瑞士。无奈狡猾的格里高又尾随而
至……

艾格尼丝·布朗恩

剧情 / 喜剧 / 爱情 英文
Agnes Browne

125 分钟
VCD

安杰丽卡·休斯顿 / 马里昂·奥德怀尔
安杰丽卡·休斯顿

艾格妮丝的丈夫死了，留下七个未成年的孩子，以及筹办葬礼所
带来的大笔债务。幸亏她天性乐观坚强，再加上好友玛丽安的帮助
与扶持，总算在艰困中逐渐站稳脚步。在几位热心的街坊邻居的撮合
下，艾格妮丝更与面包师傅皮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想不到
此时却传出玛丽安罹患了不治之症，只剩下半年不到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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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恋

剧情 / 爱情 / 传记 英文
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102 分钟
VCD

 威廉·霍尔登 / 珍妮弗·琼斯
亨利·金

根据韩素音小说改编，韩战背景的爱情悲剧。

阳光小美女

剧情 / 喜剧 / 冒险 英文
Little Miss Sunshine

101 分钟
VCD

阿比盖尔·布蕾斯琳 / 托妮·科莱特
乔纳森·戴顿 / 维莱莉·法瑞斯

7岁的奥利芙，戴眼镜，小肚腩，做一夜成名的美梦，坚信自己
有朝一日能当选美国小姐。爸爸，推销成功学课程的讲师，相信“世
界上只有两种人，成功者和失败者”，四处贩卖他的“成功九部曲”
；哥哥，自闭男，崇拜尼采，为了考上飞行学院发哑誓，九个月没有
同家人说话；舅舅，自称是美国最好的普鲁斯特研究学者，同性恋，
恋人和同事跑掉、失业，自杀未遂，生活混乱；爷爷（阿兰·阿尔金 
饰），被养老院赶出来的老流氓，满嘴脏话、吸毒；妈妈，是这个疯
狂家庭唯一正常的人。在家人的支持下，奥利芙参加了“阳光小美
女”的选美比赛，一家人踏上了集体寻梦的旅程。奥利芙能否如愿当
选？家庭成员们怎样才能度过他们各自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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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男人

剧情 / 家庭 / 传记 英文
Cinderella Man

144 分钟
VCD

罗素·克劳 / 蕾妮·齐薇格 / 保罗·吉亚玛提
朗·霍华德

伊丽莎白2：黄金时代

爱情 / 传记 / 历史 英文
Elizabeth: The Golden Age

114 分钟
VCD

凯特·布兰切特 / 克里夫·欧文
谢加·凯普尔

1585年，此时伊丽莎白一世（凯特布兰切特 Cate Blanchett 饰）
已经52岁。她单身未嫁，政治手腕已经非常成熟，处理国务也比年
轻时得心应手。她思想开明，允许人们信仰罗马天主教。然而，却屡
屡受到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种种对抗，玛丽甚至派杀手暗杀伊
丽莎白未遂。另一方面，女王还面临着西班牙这个宿敌。西班牙和英
国之间的宗教差异，加之海盗活动猖獗的现况，使得二国矛盾日渐尖
锐，为日后的战争埋下伏笔。罗利带着海外新鲜的探险经历在女王面
前出现，令女王多年尘封的心有了悸动。然而，女王的爱情，注定了
要屈服于国家的利益。

布洛克（罗素·克劳 Russell Crowe 饰）除了是一名过气的拳
击手，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当他的拳击生涯走下坡路后，紧接着
而来的是生活的拮据和入不敷出的家庭状况。幸好有贤惠美丽的妻
子梅（芮妮·齐薇格 Renee Zellweger 饰）理解支持，她的从不埋
怨和勤劳持家，令这个家庭不至于毫无生机。布洛克放下自尊去排
队领取救济金，却挡不住严冬的即将来临，家里食物短缺，生存问
题迫在眉睫。布洛克终于决定重上拳击台，这是他可以挽救家人的
唯一办法。他的复出引来了民众的关注，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平民英
雄。他在比赛中英勇挥拳，为了男人的尊严，为了家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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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独裁

剧情 / 传记 / 历史 英文
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

121 分钟
VCD

福里斯特·惠特克 / 詹姆斯·麦卡沃伊
凯文·麦克唐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轻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哥瑞肯（James 
McAvoy 詹姆斯麦艾维 饰）踌躇满志，怀着为穷苦人民救死扶伤的伟
大理想来到了贫困的乌干达。在此他结识了医学会的白人同事，美丽
的莎拉（Gillian Anderson 吉莉安德森 饰），深深为之所吸引。某次
集会上，尼古拉斯得以见到乌干达总统安迪阿明（Forest Whitaker 福
里斯特惠特克 饰）阿明的言论使尼古拉斯甚为着迷，甚至狂热崇拜。
集会之后，他救助了因事故受伤的阿明，并因其苏格兰人身份受到赏
识。之后更以总统御用医生的身份走近这位残暴君主……影片改编自
Giles Foden的同名小说，男主角福里斯特惠特克凭借此片获得第79届
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奖。

汤姆·沙迪亚克

剧情 / 喜剧 / 奇幻 英文
Bruce Almighty

101 分钟
VCD

金·凯瑞 / 摩根·弗里曼 / 詹妮弗·安妮斯顿
汤姆·沙迪亚克

布鲁斯（金凯瑞 Jim Carrey 饰）是美国水牛城的一名记者。三十
而立的他，不仅没有变得成熟和独立，反而还整天毛手毛脚，弄得自
己诸事不顺。布鲁斯还不知自我检讨，总是把一切过错的责任推到别
人或上帝身上。还好他的幽默颇受当地观众喜爱，才不致于他被电视
台扫地出门。这天，布鲁斯一醒来就霉运就来了：先是在床上烦躁得
睡不着，接着女友做的早餐难吃得要命，跟着家里的狗竟然在沙发上
撒尿了……布鲁斯忍无可忍，指着天空没完没了地大骂起上帝对他的
不公。上帝真的被他从天上骂下来了！上帝允许布鲁斯做一天上帝，
管理这个世界。兴奋的布鲁斯发现自己真的无所不能了，他开始了自
己疯狂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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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夏令营

喜剧 / 家庭 英文
Daddy Day Camp

89 分钟
VCD

小库珀·古丁 / 保罗·瑞 / 洛奇林·莫罗
弗莱德·萨维奇

在利用“老爸托儿所”大赚一笔后，查理（小库珀·古丁 Cuba 
Gooding Jr. 饰）和菲尔（保罗·瑞 Paul Rae 饰）发现，生意不像以
前那么好做了。暑假将至，查理和菲尔驾车将自己的孩子们送往名
叫“浮木”的夏令营，对于孩子们来说，那里是树立自信磨练意志的
最佳场所。到达目的地后，查理一行人惊讶的发现，营地里一片破败
景象，而与营地一湖之隔的卡纳拉夏令营里却人头攒动。原来，卡纳
拉夏令营的经营者兰斯（洛奇林·莫罗 Lochlyn Munro 饰）利用卑鄙
的手段抢夺生源，孩子们在他的夏令营里不仅不会得到任何锻炼，反
而会养成养尊处优的坏习惯。兰斯和查理是一对老冤家，查理决定新
仇旧恨一起报，他和菲尔买下了“浮木”夏令营，决定在那里大展拳
脚，重振“浮木”的雄风。

世界之战

剧情 / 动作 / 科幻 / 惊悚 英文
War Of The Worlds

116 分钟
VCD

汤姆·克鲁斯 / 达科塔·范宁 / 米兰达·奥图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雷费瑞尔（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 饰）和妻子离婚了，一儿一
女都跟母亲生活——因为他的的贪玩懒散，疏忽责任，这个家庭才如
此支离破碎。一场外星人入侵的灾难却让他们重新建立起亲密的的关
系。这天妻子繁忙，只好把儿女交给雷照顾。电闪雷鸣天色灰暗，一
切好像有些异样。果然，马路上赫然一个庞大的三脚飞行器掘地而
起，邪恶的火星人关顾了这个本来平静的小镇。人们四处逃亡，雷也
带着女儿奔走逃命，开始了生死历险。当局想尽办法对付外星人，却
屡屡失败，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恐慌当中。有了父爱的本能，平日吊儿
郎当的父亲变得英勇顽强，保护儿女成了他支撑他的动力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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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一万年

 剧情 / 奇幻 / 冒险 英文
10,000 BC

109分钟
VCD

史蒂文·斯崔特 / 卡米拉·贝勒 / 蒂姆·巴洛
罗兰·艾默里奇

史前一万年的世界，神秘而幽远。在终年为白雪覆盖的大白山
上，生活着以打猎为生的亚高族。他们擅长捕猎猛犸象，然而随着猛
犸象越来越少，亚高族也逐渐走向末路。具有预知能力的老妈妈临死
前做出预言：亚高族将面临四脚恶魔的入侵，届时族人将迎来最后一
次狩猎，在此之后一位伟大的战士就会出现，并迎娶躲避战乱来到部
落的蓝眼睛小女孩伊芙乐（Camilla Belle 饰）为妻，最终带领亚高族
远离饥饿。族人们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决定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男孩达雷（Steven Strait 饰）和卡恩（Mo Zinal 饰）对伊芙乐都心
存爱慕。某日，消失十多年的猛犸象群重新回到大白山，达雷阴差阳
错杀死一头猛犸象，赢得了女孩的心。不久，野蛮的外族入侵，虏走
了美丽的伊芙乐。为了找回爱人，达雷和伙伴们踏上了充满艰险的旅
途。

静静的顿河

剧情 / 战争 英文
Quiet Flows The Don

107分钟
VCD

皮约特·格勒博 / 叶林娜·贝斯特里茨卡娅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

电影《静静的顿河》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的著名长篇小说，影片共分三部，生动地描写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中，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斗
争。刻画了格里高利和其情妇阿克西尼娅等众多人物，描绘了多色调
的场景，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同时也表现了
苏维埃政权在哥萨克地区建立和巩固的艰苦过程及其强大的生命力，
揭示了一切反动落后势力必然灭亡的命运。这部史诗式的长篇巨著一
问世便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重视，荣获了斯大林奖金，并获得1958
年全苏电影节一等奖和最佳导演奖、1958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
大奖和1960年美国导演工会最佳改编影片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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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陪伴的儿童

喜剧 / 家庭 / 冒险 英文
Unaccompanied Minors

90 分钟
VCD

Dyllan Christopher / Dominique Saldana
Paul Feig

由于暴风雪的袭击，机场取消了所有的航班，兄妹斯潘塞（戴
连·克里斯托福 Dyllan Christopher 饰）和凯瑟琳（Dominique 
Saldana 饰）被滞留在了机场内。在航空术语里，斯潘塞和凯瑟琳被
称为“UM”，即“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因此，他们被送往了机
场专门设置的“UM看护中心”。在看护中心里，有着许多和兄妹两
情况相同的孩子，在那里，兄妹两认识了白富美格蕾丝（Gina Man-
tegna 饰），假小子多娜（奎恩·谢法德 Quinn Shephard 饰），天
才查理（泰勒·詹姆斯·威廉姆 Tyler James Williams 饰）和宅男蒂
莫西（布莱特·凯利 Brett Kelly 饰）。由于受不了看护中心内的混乱
和吵闹，斯潘塞兄妹和他们的四个小伙伴们决定出逃。

我的童年

剧情 英文
The Childhood Of Maxim Gorky

98 分钟
VCD

Aleksei Lyarsky / Varvara Massalitin
马克·顿斯阔依

本片是表现高尔基的电影三部曲的第一部。它描绘了高尔基的童
年生活。我们从银幕上看到的是俄国19世纪末外省城市的生活风貌和
日常习俗。高尔基跟着外祖父、外祖母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周围
的环境充满了谎言、欺骗和残酷行为，使他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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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灵犬莱西

剧情 英文
Lassie

 94 分钟
VCD

汤姆·盖里 / 海伦·斯雷特 / 乔恩·坦尼

丹尼尔·皮特里

决心开始新生活的透纳一家，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来到维吉尼亚
山间居住。然而家中每个成员或多或少都有自身的问题需要解决。尤
其是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儿子麦特（汤姆·盖里 Tom Guiry饰），面对
新环境他感到深深的孤独和迷失。幸运的是，一只无家可归的牧羊犬
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位家庭里的新成员不仅坚定忠诚，保护着麦特
和透纳一家的安全，而且聪明到甚至通晓人性。透纳一家因为这只非
凡的灵犬莱西，而渐渐凝聚在了一起。1994年版的电影《新灵犬莱
西》，再一次将灵犬莱西的传奇故事搬上荧幕。自1943年首次将它
的冒险经历拍摄成电影之后，灵犬莱西的经历成为日后拍摄的最长盛
不衰的故事之一。在人际关系疏离、暴力充斥的90年代，本片着实是
一部适合全家观赏的温馨感人之剧。

指环王

剧情 / 动画 / 奇幻 / 冒险 英文
The Lord Of The Rings

132 分钟
VCD

Christopher Guard / William Squire
拉尔夫·巴克希

魔幻战争逐渐进入高潮阶段。霍比特人弗拉多（伊利亚·伍德 Eli-
jah Wood 饰）携带着魔戒，与伙伴山姆（Sean Astin 饰）以及狡猾
阴暗的咕噜等前往末日山，一路上艰难险阻不断，魔君索伦为阻止魔
戒被销毁用尽全力阻挠。另一方面，白袍巫师甘道夫（伊安·麦克莱
恩 Lan McKellen 饰）率中土勇士们镇守刚铎首都——白城米那斯提里
斯。魔兽大军压境，黑暗与光明的决战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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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

剧情 / 动作 / 爱情 英文
King Kong

187 分钟
VCD

娜奥米·沃茨 / 杰克·布莱克 / 艾德里安·布洛迪
彼得·杰克逊

导演率领拍摄组来到神秘的骷髅岛开始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女主
角是漂亮娇小的安(娜奥米沃茨 Naomi Watts 饰)，她在纽约的演艺事
业陷入了低谷，这是她时来运转的大好机会。他们乘坐轮船来到岛
上，却不知在岛上即将要险象横生。正当导演要开始开机拍摄时，他
们遭到了当地土著的袭击，几个随行人员遇难身亡。摄制组慌忙逃
离，幸好起航离去，却发现不见了女主角安。原来安土著野人抓走，
被当作祭品。安尖声惊叫，引来了传说中骷髅岛的猩猩——金刚的关
注。金刚在岛上很有霸气，连恐龙都要忌它几分。然而，野兽爱上了
美人，金刚搭救安脱离困境，不料却让自己陷入了一场悲剧。

卢旺达饭店

剧情 / 历史 / 战争 英文
Hotel Rwanda

121 分钟
VCD

唐·钱德尔 / 苏菲·奥康内多 / 杰昆·菲尼克斯
特瑞·乔治

影片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唐钱德尔 Don 
Cheadle 饰)在乱世中开了一家饭店，这家饭店在杀戮如麻的世界中，
就像一个绿洲供人休憩，救人性命。事件源于两国元首的罹难：他们
分别是胡图族和图西族的首领，同乘一班机，却被意外击落。这样一
来，两族人之间的猜忌和争斗开始了，胡图族人开始疯狂杀戮图西族
人。而保罗是一个胡图族人，他有着图西族的妻子和朋友，为了挽救
身边的人，挽救一个民族，他在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中，奋力救活1000
个难民性命，卢旺达饭店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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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逃城

战争 英文
Escape From Huang Shi

125 分钟
VCD

乔纳森·雷·麦耶斯/  周润发 / 杨紫琼
罗杰·斯波蒂伍德

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乔纳森莱斯梅耶斯 饰）潜入了南京，打算把
日军在当地的暴行公诸于世。可是他被日军发现了，在即将被斩头之
际，一名中国游击队员陈汉生（周润发 饰）救起了。何克还认识了战
地外籍医生丽（拉达米契尔 饰）。何克辗转到了黄石，与60多名孤儿
一起居住。孩子们保饱受战争折磨，对外国人他们都有抵触心理，甚
至不尊重。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何克的热心与善良还是感动了孩子
们，短短几个月他们的生活与周遭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幸得有好
心人王太太（杨紫琼 饰）的帮助。生活日渐上了安稳的轨道，战争的
步伐也逐渐逼近。何克与汉生还有丽决定带着孩子们到山丹，一个人
迹罕至的地方。路途之艰辛，同伴的离世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可
是一场疾病，还是打击了汉克、丽与孩子们的生活…… 

龙之战

剧情 / 动作 / 惊悚 英文
Dragon Wars

90 分钟
VCD

杰森·贝尔 / 阿曼达·布鲁克斯 / 罗伯特·福斯特
沈炯来

朝鲜古老传说中，天界生活着许多巨蟒，它们中间德行最高的将
有机会变成龙。每五百年会有一名女性被选中，她将利用龙珠（Yeo-
uijoo）帮助巨蟒实现向龙的蜕变，可是邪恶之蟒布那基（Buraki）处
心积虑要夺取正义之蟒蛇伊莫吉（Imoogi）手中夺取化龙的机会，为
此不惜召唤魔兽大军攻掠拥有龙印少女所在的城池。少女和保护她的
恋人逃亡寻找伊莫吉，但男孩却违背誓言，一切以悲剧收场。五个世
纪过去，童年时代曾听说过巨蟒传说的新闻记者伊森·肯德里克（杰
森·贝尔 Jason Behr 饰）意识到，发生在洛杉矶的一连串神秘事件都
与布那基（Buraki）和龙印少女有关。及至与女孩萨拉（阿曼达·布
鲁克斯 Amanda Brooks 饰）邂逅后，一切似乎变得愈加明朗。穿越
了数个世纪的龙之战，正义与邪恶的战火再次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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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精灵事件簿

家庭 / 奇幻 / 冒险 英文
The Spiderwick Chronicles

96 min
VCD

 弗莱迪·海默 / 玛丽·露易斯·帕克

马克·沃特斯

本片根据霍利布莱克（Holly Black）及托尼迪特里奇（Tony DiT-
erlizzi）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单亲母亲格蕾丝（玛丽-路易斯帕克 
Mary-Louise Parker 饰）带着双胞胎儿子贾里德与西蒙（弗莱迪海默
尔 Freddie Highmore 饰）和大女儿马洛丽（莎拉伯格 Sarah Bolger 
饰）搬入斯派特维克祖居，竟碰到一系列怪事。贾里德在独自调查过
程中发现了楼顶阁楼中伯祖母父亲阿瑟斯派特维克（大卫斯特雷泽恩 
David Strathairn 饰）的精灵探索指南。尽管书表皮有一纸警告，贾
里德还是阅读了指南，随后便看到了书中描述的精灵之一，棕精灵辛
伯来泰克（马丁肖特 配音）。辛伯来泰克警告贾里德不能把书拿到
斯派特维克祖居保护圈外，以防恶灵莫格拉斯（尼克诺特 Nick Nolte 
饰）将指南据为己有，加害其他……

康斯坦丁

剧情 / 动作 / 恐怖 / 奇幻 英文
Constantine

121 分钟
VCD

基努·里维斯 / 蕾切尔·薇兹 / 希亚·拉博夫
弗朗西斯·劳伦斯

康斯坦丁（奇诺李维斯 Keanu Reeves 饰）生来就能看出游走在人
间的恶魔与天使，这令年幼时的他十分痛苦，曾经自杀想以这种方式
结束自己的痛苦。后来获悉了上帝与撒旦之间有过协议，谁也不能直
接插足人间，只能间接诱使人们选择天堂与地狱，而自杀者不得上天
堂，他便开始利用自己天赋的超能力帮助铲除人间的恶魔，以此祈求
获得一张天堂的门票。一次在帮助一名女警调查她的妹妹的离奇死亡
事件时，康斯坦丁意外获释了天使长加百利意图和撒旦的儿子联手统
治人间的阴谋。康斯坦丁当然要竭尽全力阻止这一黑暗降临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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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宝奇兵4

剧情 英文
Indiana Jones And 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

122 分钟
VCD

哈里森·福特 / 希亚·拉博夫 / 凯特·布兰切特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9年后，印第安纳琼斯博士（Harrison Ford饰）再次启程，旨在
将埃克托王国遗失的水晶骷髅头骨归还原地——传说中，归还圣物者
将被赐予巨大力量。在琼斯的老友奥克斯发现水晶头骨前，这一切还
只是传说。可奥克斯之后却不知何故丧失了心智，并落入苏联特工队
的手中。为首的冷酷女间谍艾瑞娜（Cate Blanchett饰）深深着迷于
所谓的神秘力量，她胁迫琼斯一行人与其共同前往亚马逊流域，找寻
失落的黄金城埃克托王国。在秘鲁密林，琼斯等人和苏军展开酣畅淋
漓的战斗，其间还伴随着沼泽、食人蚁、原始土著攻击等致命威胁，
在他们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踏入密室的那一刻，世界上最奇异的景象
出现了……

纳尼亚传奇2：凯斯宾王子

剧情 英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Prince Caspian

150 分钟
VCD

乔基·亨莉 / 斯堪德·凯恩斯 / 安娜·帕波维尔
安德鲁·亚当森

邪恶的勋爵弥若兹（塞吉·卡斯特里图）害死了自己的兄长，并
长久挟制王子凯斯宾（本·巴恩斯），伺机篡位。迫于弥若兹的谋
害，凯斯宾在深夜逃离城堡，奔向纳尼亚丛林深处。在敌人的追击
下，凯斯宾慌张的吹响了号角。在另一个世界，彼得（威廉·莫斯
里）、苏珊（安娜·帕波维尔）、埃蒙德（斯堪德·凯恩斯）和露西
（乔基·亨莉）四人已成为伦敦街头的普通学生。可是号角的吹响，
让他们再次感到纳尼亚的呼唤。1300年后，受制于台尔马人的纳尼
亚，正等待国王和女王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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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天地

剧情 / 音乐 英文
Take The Lead

118 分钟
VCD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 罗伯·布朗 / 阿尔法·伍达德

里兹·弗德兰德

杜兰尼（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Antonio Banderas 饰）是一位小有
名气的舞蹈家，但是，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弥补他的空虚感，因为在
杜兰尼的内心里，将舞蹈的精髓发扬光大，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舞蹈
的乐趣和自由才是他真正想要到达的终点。怀抱着这样的理想，杜兰
尼开始行动了。杜兰尼将据点设在了位于纽约的一间公共学校之中，
虽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依旧让杜兰尼感到沮丧
和失落。不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
学生们加入到了杜兰尼的舞蹈学习班里来，通过和这些年轻又富有活
力的年轻人交流，杜兰尼也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意义。

亚历山大大帝

剧情 / 动作 / 爱情 / 传记 英文
Alexander

175分钟
VCD

柯林·法瑞尔 / 安吉丽娜·朱莉 / 方·基默
奥利佛·斯通

本片拍摄耗时94天，而男主角柯林·法瑞尔在拍摄期间曾经摔断
手臂和摔伤脚踝。影片讲述了Alexander（柯林·法瑞尔 Colin Farrell 
饰）年轻时的梦想、荣耀与冒险生活，他征服世界后的孤独生活以及
神秘的死亡。他与将军Hephaistion（杰瑞德·莱托 Jared Leto 饰）
不寻常的关系也得意展现。Alexander的母亲（安吉丽娜·朱莉 An-
gelina Jolie 饰）也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不同凡响的影响力。亚历山大自
幼聪颖过人，曾受教于亚利斯多德，稍长即被授予首府总督之职，并
以平定山贼有功而任命为马其顿大军统帅，随父横扫希腊城邦之乱。
融合东西文化，鼓励民族间通婚，并倡导民族间地位平等，讲希腊思
想律法散布各地，开创希腊化时代文化，死时却年仅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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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塔

剧情 英文
Babel

143 分钟
VCD

布拉德·皮特 / 凯特·布兰切特 
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

在摩洛哥、墨西哥和日本发生的三个故事。理查德（布拉德皮特 
饰）和妻子苏珊（凯特 布兰切特 饰）因为婚姻危机，去摩洛哥旅行，
苏珊在旅行车里遭遇枪击，为了医治苏珊，一车美国游客不得不在摩
洛哥的小村滞留，而警方也将此次事件上升为恐怖袭击，展开了调
查，其实真相却惊人的简单。理查德夫妇滞留在摩洛哥，影响到了家
里的孩子们，墨西哥保姆为了参加儿子的婚礼，只能让她的侄子（盖
尔贾西亚 饰）开车带着她和孩子们一起去，但是，从墨西哥过境回来
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麻烦，警方怀疑她绑架美国小孩，事情开始不受
控制。日本，聋哑少女千惠子孤寂地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母亲的自
杀使她和父亲的沟通越发困难，由于自己的残疾，她也得不到异性的
关注，性格越发叛逆。于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和世界沟通交流。

心灵捕手

 剧情 英文
Good Will Hunting

126 分钟
VCD

马特·达蒙 / 罗宾·威廉姆斯 / 本·阿弗莱克
格斯·范·桑特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蓝波在席上公布了一道困难的数学题，
却被年轻的清洁工威尔（马特·戴蒙 饰）解了出来。可是威尔却是个
问题少年，成天和好朋友查克（本·阿弗莱特 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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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进看守所。蓝波向法官求情保释，才使他免于牢狱之灾。蓝波为了
让威尔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浪费他的数学天赋，请了很多心理学
专家为威尔做辅导，但是威尔十分抗拒，专家们都束手无策。无计可
施之下，蓝波求助于他大学的好友，心理学教授尚恩（罗宾·威廉姆
斯 饰），希望能够帮助威尔打开心房。经过蓝波和尚恩的不懈努力，
威尔渐渐敞开心胸，而好友查克的一席话，更是让他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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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情敌

喜剧 / 爱情 英文
Hitch

118分钟
VCD

威尔·史密斯 / 伊娃·门德斯 / 凯文·詹姆斯
安迪·坦纳特

希什（威尔史密斯 Will Smith 饰）十分准确的把握了男性的弱
点：他们在求爱的时候由于过分迫切想得到对方好感，反而会表现笨
拙失去魅力。而希什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独家的理论，可以帮助男士在
头三次约会时候就成功俘获对方的心，这套谋略全面实用，令约会期
间的就餐、牵手、接吻，有了指导细则。这次希什的客户是胖男人阿
伯特（凯文詹姆斯 Kevin James饰）。他生性温顺，却爱上了当红女
明星。于是对阿伯特的一番彻底改造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竟
然在工作中爱上了女明星的跟班记者莎拉（伊娃门德斯 Eva Mendes
饰）。这个自己感情一直空缺的约会指南者，开始尝到爱的气息。但
是，好像现实中的爱跟他平时设计的并不一样。屡试不爽的爱情法
则，在他身上反而失了灵。也许，他的爱情学问还远远不够精通。

低俗小说

 剧情 / 惊悚 / 犯罪 英文
Pulp Fiction

154 分钟
VCD

约翰·特拉沃尔塔 / 乌玛·瑟曼
昆汀·塔伦蒂诺

《低俗小说》由“文森特和马沙的妻子”、“金表”、“邦妮的
处境”三个故事以及影片首尾的序幕和尾声五个部分组成。看似独立
的小故事里面，却又有环环相扣的人和事。盗贼“小南瓜”和“小兔
子”在早餐店里打劫，却遇上了天大的麻烦——黑社会成员朱尔斯（
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饰）和文森特（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饰）在店内用餐，可谓天外有天。二人是否会放过两名小盗
贼？而文森特是黑社会大哥马沙华莱士（文瑞姆斯Ving Rhames饰）
的手下，马沙下命令让他陪妻子一个晚上，明知如有雷池必死无疑，
但面对马沙妻子美艳诱惑，文森特该怎么办。文森特的故事还没完，
拳击手布奇（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饰）的出现将令他的人生从此
改变。布奇有一块祖传金表，就是因为这块金表，他和马沙分享了一
个耻辱的秘密。

ME- 389 D0000738 ME- 390 D000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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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背山

 剧情/爱情/同性/家庭 英文
Brokeback Mountain

134分钟
VCD

 希斯·莱杰 / 杰克·吉伦哈尔
李安

美国怀俄明州的西部，沉默寡言的农夫恩尼斯（希斯莱杰饰）和
热情开朗的牛仔杰克（杰克吉伦希尔饰)一道被派到山上牧羊，那里
人迹罕至，他们只有与羊群为伴，生活单调无味。一个天寒地冻的夜
晚，在酒精与荷尔蒙的作用下，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也就此
他们在断背山上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季节性放牧结束，迫于
世俗压力，杰克和恩尼斯不舍地与对方分离并各自结婚生子。恩尼斯
迎娶了自幼相识的阿尔玛，并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杰克到了德州，
在妻子露琳家族的扶植下事业顺利，还有了个儿子。虽然彼此真心相
应，他们只能每年定期约会。一边知情的阿尔玛痛苦无比，而他们又
无法满足一年只有几天的团聚。这时意外发生……

太空巴迪

剧情 英文
Space Buddies

84 分钟
VCD

比尔·法格巴克 / 戴德里克·巴德
Robert Vince

这是一部让家人陪孩子一起享受的电影。电影中洋溢着星际行动
和勇气，太空狗狗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路上的旅程中的相互忠诚
是对生命旅程和友谊的最高礼赞。狗狗的爱好者的家庭肯定会很享
受这部充满冒险的可爱电影。B-Dawg, Mudbud, Budderball还有其
他可爱的小狗都重新出现在这一部适宜全家观看的科幻冒险电影中迪
斯尼公司无法抗拒让这群可爱的小狗以全新的面貌重归影屏。狗狗们
这次要实现登月计划了。在一些明星朋友的帮助下，这次人世所无，
只应天上有的奇幻冒险只是这群狗狗的一小步，但却是狗种族的一大
步.以疯狂的速度前进，还要避开小行星甚至还有很多困难。狗狗们
和两个新朋友Spudnick和Gravity，必须得提起勇气发挥才思敏捷去
实现登月计划而且还要乘火箭回家，它们能成为太空英雄吗？　　

ME- 391 D0001293-D0002110 ME- 392 D00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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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狗大战
Cats & Dogs

剧情 英文
87 分钟

VCD
劳伦斯·哥特曼
杰夫·高布伦 / 伊丽莎白·帕金斯

猫狗自古就水火不容，这部动画更是将它们卷入一场势不两立的
战斗当中。在这里，猫是最邪恶不过的动物，它们貌似平静温顺，却
在暗中紧锣密鼓筹划着统治地球的阴谋。狗则是人类最忠实的保护
者，他们忠心耿耿，要把危害人类的猫类“赶尽杀绝”。猎犬小卢正
是这么一只身负重任的狗。因为，它得知了猫们正在野心勃勃，要毁
灭狗类进而威胁人类。这只毫无战斗经验的小狗，临危受命担任起狗
类的统帅，狗军师们帮他出谋划策。众狗各施所长，就连人类惯用的
卧底招数也成为了这场猫狗大战的超级战术！看来小卢要在复杂的“
战况”中鼓足斗志才行。

圣诞狗狗Puppy Paws想要圣诞节消失，因为它只想要做一只普
通的小狗。它偷偷溜到外面的世界，并且找到了顽皮小狗名单上Bud-
derball。在Budderball的介绍下，它认识了其他几位顽皮狗朋友。圣
诞冰柱快速融化，储存在冰水晶里的圣诞魔法在慢慢的消失，Puppy 
Paws的出走加速了这一过程，圣诞节因此岌岌可危。Puppy Paws被
捕狗人抓走关在动物拘留所，在那里它认识了小狗Tiny，从而懂得了
圣诞节的重要性，也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此时，圣诞狗精灵和圣
诞精灵正在四处寻找Puppy Paws，在Budderball等朋友的帮助下终于
找到并救出了Puppy Paws，狗狗们必须尽快赶回北极拯救圣诞节。

罗伯特·文斯
VCD

88 分钟
剧情 英文

Santa Buddies
圣诞巴迪

ME- 393 D0002112 ME- 394 D00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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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
Precious

剧情 英文
110 分钟

李·丹尼尔斯
加布蕾·丝迪贝 / 莫妮克 / 宝拉·巴顿

上世纪80年代，又胖又丑的黑人女孩叫克拉丽丝·珍爱·琼斯
（嘉伯蕾·西蒂比 Gabourey Sidibe 饰）和暴虐的母亲依靠救济金
一起生活，目不识丁的她给自己取名珍爱。年仅16岁的她有个智障
女儿的同时还怀有两个月的身孕，而孩子们的父亲就是强奸她的父
亲。珍爱时常幻想着自己有迷人的舞姿，有艳丽的舞台，还有一个
帅气的男友，而这些只存在于她的白日梦里，现实中的她不但要忍
受外人的侮辱，而且还要想办法应付自己亲生母亲的讽刺和刁难。
直到她被学校退学并被介绍到一对一选修学校，在那里她认识到其
他几个问题少女以及一个让她们每天都写日记的老师布鲁·瑞恩。
珍爱慢慢的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可是她却发现自己感染了艾
滋病。在希望和不幸的夹缝里，珍爱将何去何从？

戴维·塞维尔（杰森·李 Jason Lee 饰）是洛杉矶一名郁郁不得
志的词曲作者，他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创作，但作品总也得不到唱片
公司老板的赏识。某天，满腔愤怒的戴维在家中大发雷霆，这时，三
只来自大山的花栗鼠艾尔文（贾斯汀·朗 Justin Long 配音）、西蒙
（马修·格雷·古柏勒 Matthew Gray Gubler 配音）、西尔多（杰
西·麦卡尼 Jesse McCartney 配音）闯入戴维的生活。戴维惊讶地发
现，这三个顽皮胡闹的小家伙不仅会说话，而且还能和声唱歌。于是
他和小家伙们达成协议，它们可以在家中居住，但是必须演唱戴维创
作的歌曲，妙趣横生的故事也由此展开……

杰森·李 / 大卫·克罗斯 / 卡梅隆·理查德森
蒂姆·希尔

92 分钟
剧情 / 喜剧 / 音乐 英文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鼠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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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Slumdog Millionaire

剧情 / 爱情 英文
120 分钟

丹尼·鲍尔 / 洛芙琳·坦丹
 戴夫·帕特尔 / 芙蕾达·平托 / 亚尼·卡普

这是《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电视猜谜节目的人生版。杰玛马利克
在已经赢得1千万卢比的情况下被警方以欺诈罪逮捕，严刑拷问下杰玛
说出他获得1千万卢比的真相——他确实知道答案，但他只知道这些！
出身贫民窟的杰玛年幼就生活艰苦，他与哥哥沙里姆、少女拉媞卡(芙
蕾达平托饰)三人却一起经历了几十年印度的变迁。之前每一个问题，
都好像是杰玛的记忆碎片，牵动他关于亲情、爱情与人生的回忆。而
现在，杰玛一方面要洗清自己的犯罪嫌疑，一方面要拯救与拉媞卡的
爱。在金钱与爱之前，杰玛能够沉着冷静，选择出正确的答案吗？

太阳活动异常，地球内部的能量平衡系统面临崩溃，玛雅人的预
言即将实现，人类将遭遇灭顶之灾。各国政府已经联手开始秘密制造
方舟，希望能躲过这一浩劫。以写科幻小说谋生的杰克逊（约翰·库
萨克 John Cusack 饰）在带孩子们到黄石公园渡周末时发生一连串怪
事，而且遇到了神经兮兮的查理（伍迪·哈里森 Woody Harrelson 
饰)，查理告诉他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伴随着火山爆发，强烈地震以及
海啸，杰克逊带领自己的家人驾驶一架临时租来的飞机冲出被死神阴
霾瞬间笼罩的城市上空，开始寻找查理口中各国政府正在联合秘密制
造的方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些伟大的鬼魂将脱颖而出，而一些
自私的心灵将无所遁形，当千千万万个生灵通过各种方法来到方舟制
造基地之时，方舟有限的容纳数量引发前所未有的恐慌。最终，仅存
的人们用互爱和对生命的尊重渡过了难关。

约翰·库萨克 / 切瓦特·埃加福特
罗兰·艾默里奇

158分钟
剧情 英文

2012

2012

VCDVCD ME- 397 D0002116 ME- 398 D000211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激辩风云
The Great Debaters

剧情 / 传记 英文
126 分钟

VCD
丹泽尔·华盛顿
丹泽尔·华盛顿 / 福里斯特·惠特克

本片取材自真人真事，曾获得美国青少年观众票选大奖提名。
上世界30年代的德州，黑人被剥夺选举权，并在就业、司法、军

役、婚姻等各方面受到隔离和歧视。Tolson（丹泽尔·华盛顿 Denzel 
Washington 饰）希望自己的同胞们做些事情。他在学校成立了黑人
高 校的第一支辩论队。在仔细选拔下，四位学生脱颖而：Hamilton（
杰梅因·威廉姆斯 Jermaine Williams 饰）、Henry（内特·派克 
Nate Parker 饰）、Samantha（朱尼·斯莫利特 Jurnee Smollett 饰）
和James（丹泽尔·惠特克 Denzel Whitaker 饰）。在辩论队成长的
道路上，Mel不断的挑战着社会当时的传统观念。他反叛的精神和他
激烈的教学方式也不断的被人们炮轰，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信念，最
终和辩论队员们一起进入了哈佛大学的...

1959年，美国马塞诸塞州列辛顿威廉道斯小学，该校即将迎来校
庆日，小女孩露辛达安伯利（Lara Robinson 饰）提出的创意为校长
所采纳。校庆日时，学生们将画下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并集中放入金
属时间囊中埋入地下，准备50年后重新开启。校庆日之后，举止怪异
的露辛达用鲜血在墙上写下奇怪文字，并向老师提出警告。2009年，
威廉道斯小学再次迎来校庆日，被埋藏地下50年之久的时间囊重见天
日。小男孩凯勒（Chandler Canterbury 饰）得到露辛达的信，上面
没有任何图画，整页布满毫无规律可言的数字。凯勒的父亲约翰（尼
古拉斯凯奇 Nicolas Cage 饰）夜晚研究这些数字，竟发现这是一组具
有预言性的密码。文中的数字清楚记录了世界上过去50年所发生的各
种灾难。除此之外，这组数字还包括了接下来将发生的重大灾难……

尼古拉斯·凯奇 / 钱德勒·坎特布瑞
亚历克斯·普罗亚斯

121 分钟
剧情 / 科幻 / 悬疑 英文

Knowing
神秘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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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大冲撞
Deep Impact

剧情 / 动作 / 科幻

120 分钟

咪咪·莱德
伊利亚·伍德 / 瓦妮莎·雷德格瑞夫

“毕德曼慧星”正朝着地球飞奔而来，给人类致命一击。当局紧
急行动，研究出一个最佳方案——由宇航员坦纳（罗伯特·杜瓦尔 
Robert Duvall饰）驾驶“弥赛号”飞船飞往慧星，把预先准备好的核
弹放置到慧星上面引爆，以令它化成碎片或是改变轨道。坦纳英勇地
完成了任务，却发现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慧星碎成了一大一小两部
分，向地球步步逼近。当局迅速采取最后的行动，用“诺亚方舟”计
划保住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些地球物种。这是一个秘密的地下庇护所，
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在这里避开大劫难，等灾难散尽后方重建世界。较
小的那部分慧星已经撞向地球，引发山崩地裂，一片世界末日的景
象。而跟随其后的大慧星给地球带来的毁灭程度，将远远超乎人们想
象，力挽狂澜的人类进入了倒数时刻。

老庄园主去世后，可怜的母女四人被长子逐出了庄园。靠着亲戚
的帮助，她们在一处小小的农舍安顿下来。势力眼的长嫂未曾想到的
是，她的弟弟爱德华（休·格兰特 饰）爱上了三姐妹中的大姐埃莉诺
（艾玛·汤普森 饰）。理智的埃莉诺尽管也倾心于爱德华，却顾及两
人地位的悬殊而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与此同时，妹妹玛丽安娜（
凯特·温丝莱特 饰）和英俊的军官威罗比（格雷·怀斯 饰）陷入热
恋。情感外露的玛丽安娜热情奔放的释放着自己对威罗比的爱慕，甚
至不顾及伤害追求者布兰登（艾伦·瑞克曼 饰）上校的感情。未曾
想，威罗比为人不正，根本没有把玛丽安娜的感情真正放在心上。两
个姐妹的感情相继陷入了危机。性格迥异的两姐妹谁能得到真正的爱
情，如愿以偿呢？母女四人又该如何走出生活的困境呢？

 艾玛·汤普森 / 凯特·温丝莱特
李安

136 分钟
剧情 / 爱情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智与情感

英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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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遥控器
Click

剧情 / 喜剧 / 家庭
107 分钟

VCD
弗兰克·克拉斯

亚当·桑德勒 / 凯特·贝金赛尔

建筑师迈可·纽曼（亚当·桑德勒 饰）每天都过着忙碌的生活。
事业有成的他纵使有个美满的家庭，美丽贤惠的妻子唐娜（凯特·贝
金赛尔 饰），可爱的一对儿女，他总是没时间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为
了晋升而逃避甚至忘记了与家人们的约定。迈可正寻找一个万能遥控
器，一个神秘身份的老板莫蒂（ 克里斯托弗·沃肯 饰）给了他一个。
当迈可回到家尝试使用后才发觉了这个遥控的神奇功能：他可以利用
这个遥控器控制自己的生活时间，这对他来说是件极其兴奋的事情，
他可以逃过那些繁琐的事，随心所欲到达自己想要的时段。直到有一
天，这个遥控器不再受他的控制了，他的生活变得乱七八糟，时间迅
速向前走，而他也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他迅速的成为公司的高
层、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与别人结婚、父亲逝世、儿子结婚等等，他才
后悔自己故意错过的东西，而他也来到了弥留之际，他努力要告诫儿
子不要重蹈覆辙，多把时间留给家人……

简奥斯汀（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 饰）的一生是否如她
的文字那样充满曲折的过程和完满的结局？《成为简》用传记方式描
述她的一生：她的母亲竭力为她撮合婚事，对象是上层社会的有钱
人。但是简不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认为女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养活
自身。于是，她拒绝贵族瓦斯莱先生的求婚，爱上了心灵相通的汤姆
勒弗罗伊（詹姆斯·麦卡沃伊 James McAvoy 饰）。好事多磨，有人
从中作梗，导致汤姆家人并不赞成二人婚事，汤姆决定携简私奔。但
是这样一来，汤姆的经济来源就会被切断，简亦将面临着世俗的压力
和贫困的生活。到底二人在私奔路上会走得多远？会不会有美满的结
局。

安妮·海瑟薇 / 詹姆斯·麦卡沃伊
朱里安·杰拉德

VCD
120 分钟
剧情 / 爱情 / 传记

Becoming Jane
成为简·奥斯汀

英文英文

ME- 404 D0002123 ME- 405 D000212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男孩们回来了
The Boys Are Back

剧情 / 家庭
104 分钟

斯科特·希克斯
克里夫·欧文 / 劳拉·弗雷泽 / 乔治·麦凯

乔（克里夫·欧文 Clive Owen）的第二任妻子突患重症，不久
便离开了人世，给他留下的除了无限的哀思同时，还有一个年仅五岁
的儿子纳提。乔拒绝了妻子母亲的帮助，决定带着纳提独自生活，可
是带孩子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一个刚失去母亲的五岁小朋
友，在与纳提相处的过程中，纳提的可爱和乖戾让乔无所适从；和前
妻所生之子哈瑞专程从英国来看他，这个正处叛逆期而且沉默寡言的
孩子同样让乔不知所措。琐碎的家务事和忙碌的工作让乔焦头烂额，
单身父亲似乎并没有独自照顾两个儿子的能力，小儿子让岳母接走，
大儿子回到了英国，乔同时失去了两个儿子。但故事并没有完，乔并
不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父亲，他开始想法设法的挽回自己的儿子……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淡淡的哀伤满溢，故事也慢慢的拉开了序幕。

流行音乐作曲家史蒂夫（Red Skelton）在加州与美丽多情的大
学游泳课老师卡罗琳（Esther Williams）一见倾心，两人谈婚论嫁之
际，遭到唱片公司高层的反对，他们怕影响到史蒂夫为“水上盛典”
作曲，但史蒂夫无视阻挠。史蒂夫的经纪人乔治雇用女演员玛丽娅假
冒史蒂夫的妻子，后者带着三个假冒的孩子来到婚礼上大闹，卡罗琳
一气之下出走，史蒂夫得知卡罗琳任教的学院虽是女子学院，但章程
规定也招男生，于是报名入学，笑话自此层出不穷。

雷德·斯克尔顿 / 埃丝特·威廉斯
乔治·西德尼

101 分钟
喜剧 / 歌舞

Bathing Beauty
出水芙蓉

英文英文

VCDVCD ME- 406 D0002125 ME-407 D000212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宾虚
Ben-Hur

剧情 / 动作 / 爱情
212 分钟

VCD
威廉·惠勒
查尔登·海斯顿 / 杰克·霍金斯

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护民官米撒拉(史蒂芬博伊德 Stephen 
Boyd 饰)回到了故乡，重遇了儿时的好友宾虚(查尔登海斯顿 Charl-
ton Heston 饰)。宾虚家是犹太人的豪门，在犹太人中享有相当高的
待遇，为了控制犹太人，使他们安份的臣服于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之
下，米撒拉希望宾虚帮忙。但宾虚不肯出卖自己的民族，于是两个好
友决裂了。随后，米撒拉找了借口治了宾虚一家谋反罪，宾虚被卖到
一艘军舰上当奴隶，而他也失去家人们的信息。一次偶然机会，宾虚
立了战功，得到了古罗马的皇帝接见，他回到了故乡，也开始了他的
复仇之旅！

八公（Forest 饰）是一条谜一样的犬，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
来。教授帕克（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 饰）在小镇的火车站拣到一
只走失的小狗，冥冥中似乎注定小狗和帕克教授有着某种缘分，帕克
一抱起这只小狗就再也放不下来，最终，帕克对小狗八公的疼爱感化
了起初极力反对养狗的妻子卡特（琼·艾伦 Joan Allen 饰）。八公在
帕克的呵护下慢慢长大，帕克上班时八公会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下班
时八公也会早早便爬在车站等候，八公的忠诚让小镇的人家对它更加
疼爱。有一天，八公在帕克要上班时表现异常，居然玩起了以往从来
不会的捡球游戏，八公的表现让帕克非常满意，可是就是在那天，帕
克因病去世。帕克的妻子、女儿安迪（萨拉·罗默尔 Sarah Roemer 
饰）及女婿迈克尔（罗比·萨布莱特 Robbie Sublett 饰）怀着无比沉
痛的心情埋葬了帕克，可是不明就里的……

理查·基尔 / 萨拉·罗默尔 / 琼·艾伦
莱塞·霍尔斯道姆

VCD
93分钟
剧情

Hachi：A Dog’s Tale
忠犬八公的故事

英文英文

ME- 408 D0002127 ME- 409 D000212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变形金刚2
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动作 / 科幻 / 惊悚
150分钟

迈克尔·贝
希亚·拉博夫 / 梅根·福克斯 / 乔什·杜哈明

军方和汽车人的秘密合作计划面临被取消的危险，而重新复活
的威震天和红蜘蛛引领霸天虎军队，密谋夺取能量源，企图在地
球掀起又一场腥风血雨。此时主人公萨姆（希安·拉博夫 Shia La-
Beouf 饰）告别相恋的女友米凯拉（梅根·福克斯 Megan Fox 饰）
，要开始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了，但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顺利，
一块小小的魔方碎片似乎在给予萨姆某种启示。为了获取魔方里的
信息，霸天虎开始了对萨姆的追击，擎天柱为了保护萨姆而牺牲，
萨姆受其感召，决定重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萨姆在自己室友里奥
（雷蒙·罗德里格斯 Ramon Rodriguez 饰）和“机器战士”西蒙斯
（约翰·托尔托罗 John Turturro 饰）的帮助下，与女友米凯拉根
据魔方碎片给萨姆的提示来到了埃及，他们在金字塔里发现了能量
源。而此时，霸天虎的军队也赶到了埃及。军方此时有一小队人马
也在……

美军侵入伊拉克后，上士威廉姆斯詹姆斯（杰瑞米雷纳 Jeremy 
Renner 饰）被调入陆军亡命连拆弹组，接替刚在巴格达执行任务中
牺牲的同事。拆弹组另两人，负责联络的士官桑波恩（安东尼麦凯 
Anthony Mackie 饰）和负责掩护的特种兵欧文（布莱恩杰拉蒂 Brian 
Geraghty 饰）对意气用事的威廉姆斯相当反感。但在联合国大楼的
拆弹行动中，抗拒命令强行拆弹的威廉姆斯却得到上校瑞德（大卫莫
尔斯 David Morse 饰）的赞赏。在一次仓库拆弹任务中，威廉姆斯认
为被用作尸体炸弹的伊拉克小男孩是他在军营认识的卖盗版DVD的贝
克汉姆（克里斯托佛萨伊 Christopher Sayegh 饰）。小贝克汉姆的
死让威廉姆斯更为疯狂，竟私离军营单枪匹马入城调查……

杰瑞米·雷纳 / 安东尼·麦凯
凯瑟琳·毕格罗

131 分钟
剧情 / 惊悚 / 战争

The Hurt Locker
拆弹部队

英文英文

VCDVCD ME- 410 D0002129-D0002130 ME- 411 D000213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地球淹没之惊涛大历险
Category 7: The End Of The World

剧情 / 动作 / 科幻
120 分钟

VCD
Dick Lowry
Gina Gershon / Cameron Daddo

地球变暖引发的罕见的飓风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便是惊天大海
啸和特大冰雹灾害：艾菲尔铁塔摇摇欲坠，埃及大金字塔土崩瓦解，
纽约自然博物馆被浓雾吞噬，美国白宫瞬间崩塌，死伤无数，整个地
球瞬间变为人间炼狱科学家罗斯教授组织发起了一支风暴敢死队，他
们用生命去争取人类的最后一线生机。而此时恐怖分子的袭击让整个
局面更加混乱不堪。就在此时，飓风突然以不可挡之势迅速上升为历
史上罕见的特大风暴，难道这真的是世界末日了吗？敢死队将如何拯
救地球，人类将如何幸存…… 

战斗中负伤而下身瘫痪的前海军战士杰克萨利（萨姆沃辛顿 Sam 
Worthington饰）决定替死去的同胞哥哥来到潘多拉星操纵格蕾丝博
士（西格妮韦弗 Sigourney Weaver饰）用人类基因与当地纳美部族基
因结合创造出的 “阿凡达” 混血生物。杰克的目的是打入纳美部落，
外交说服他们自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从而SecFor公司可砍伐殆
尽该地区的原始森林，开采地下昂贵的“不可得”矿。在探索潘多拉
星的过程中，杰克遇到了纳美部落的公主娜蒂瑞（佐伊索尔达娜 Zoe 
Saldana饰），向她学习了纳美人的生存技能与对待自然的态度。与
此同时，SecFor公司的经理和军方代表上校迈尔斯（史蒂芬朗 Ste-
phen Lang饰）逐渐丧失耐心，决定诉诸武力驱赶纳美人……

 萨姆·沃辛顿 / 佐伊·索尔达娜
詹姆斯·卡梅隆

VCD
162 分钟
剧情

Avatar
阿凡达

英文英文

ME- 412 D0002132 ME- 413 D000215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蝙蝠侠：黑暗骑士
The Dark Knight

剧情 / 动作 / 科幻
152分钟

克里斯托弗·诺兰
克里斯蒂安·贝尔 / 希斯·莱杰

从亲眼目睹父母被人杀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蝙蝠侠”，经历了
成长之后，已经不再是那个桀骜不的孤单英雄了。在警官吉姆·戈登
和检查官哈维·登特的通力帮助下，“蝙蝠侠”无后顾之忧地继续满
世界的奔波，与日益增长起来的犯罪威胁做着永无休止的争斗，而他
所在的高谭市，也是进展最为明显的地方，犯罪率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持续下降着，毕竟对方是能够上天入地的“蝙蝠侠”，不借两个胆子
谁还敢造次呢？不过像高谭这种科技与污秽并存的城市，平静是不可
能维持太久的，果不其然，新一轮的混乱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城市，人
们再一被被恐慌所笼罩着，而声称愿意为这一切负责的，自然就是所
有混乱的源头以及支配者--“小丑”了。先不管“小丑”掀起一个又
一个犯罪的狂潮的最终目的为何，他的企图都是邪恶的，所作所为更
是早就危害到了高谭市民的正常生活……其中自然包括了“蝙蝠侠”
身边几个非常重要的人，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将这股新的 危 机
全部亲自用手捏得粉碎。然而在面对着这个有史以来最
具 针对性、最恶毒的对手时，“蝙蝠侠”却不得

不从他的地下军械库里搬出每一件能够用
得上的高科技武器，还得时刻纠结着为
他曾经信仰的一切寻找答案。

奥地利皇储突然自杀案件，让沉寂6个月的福尔摩斯（小罗伯
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 饰）再次启动。这次，福尔摩斯有了一
个强有力的对手——智力上与福尔摩斯相当的莫里亚蒂教授（杰瑞
德·哈里斯 Jared Harris 饰）。为了调查清楚皇储的自杀案件，福尔
摩 斯与华生（裘德·洛 Jude Law 饰），在吉普赛占星师西姆（劳
米·拉佩斯 Noomi Rapace 饰）的帮助下，和莫里亚蒂展开了在整
个欧洲大陆上的较量，从英国到法国、德国……虽然被称为最聪明的
人，但是莫里亚蒂教授仿佛能预知福尔摩斯的行踪，都能先一步福尔
摩斯逃之夭夭。莫里亚蒂教授死亡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被抹杀，历史可
能就此被改编，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福尔摩斯如何应对？

小罗伯特·唐尼 / 裘德·洛
盖·里奇

129分钟
剧情

Sherlock Holmes：A Game Of Shadows
大侦探福尔摩斯2：诡影游戏

英文英文

VCDVCD ME- 414 D0002457 ME- 415 D000245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反恐特警组：火速救援
S.W.A.T.: Fire Fight

剧情

89 分钟
VCD

 Benny Boom
 盖布瑞·马赫特 / 罗伯特·帕特里克

洛杉矶警察局特警保罗卡特勒(Gabriel Macht饰),奉命调往底特律
特警组帮助训练反恐人员。然而他发现这次要面对的是一个心狠手辣
的杀手……

本片根据美国作家杰夫·金尼（Jeff Kinney）的同名畅销儿童系
列读物改编。第一天升入初中的格雷·郝夫利（扎克瑞·戈登 Zach-
ary Gordon 饰）忐忑不安，拼命想要突出表现成为班级年鉴中的明
星。格雷的哥哥罗德里克（戴文·博斯蒂克 Devon Bostick 饰）给了
他一堆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的忠告，他的好朋友罗利·杰佛森（罗伯
特·卡普荣 Robert Capron 饰）却不以为然，继续沿用小学时那一套
穿戴、用语、态度，让格雷十分头疼。格雷拒绝了女孩安琪（科洛·
莫瑞兹 Chloe Moretz 饰）加入校报的邀请，拉着罗利加入了校安全巡
逻队。在逃避万圣节得罪的三个小混混时格雷犯了错误，却又缺乏勇
气承认，听任罗利替自己背了黑锅。后续事件的发展越来越糟，格雷
在学校的受欢迎度直线掉落，就连他与罗利的友谊都岌岌可危……

扎克瑞·戈登 / 科洛·莫瑞兹
Thor Freudenthal

VCD
94 分钟
剧情

Diary Of A Wimpy Kid
小屁孩日记

英文英文

ME- 417 D0002460 ME- 418 D000246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美国女孩的秘密
Kit Kittredge: An American Girl

 剧情 / 家庭

101 分钟

帕特丽夏·罗兹玛
阿比盖尔·布蕾斯琳 / 朱莉娅·奥蒙德

1934年，经济大萧条越来越严重，10岁的女孩Kit（阿比吉尔·
布莱斯林 Abigail Breslin 饰）的家庭也遭到连累，父亲前往芝加哥寻
找工作，为了维持生计，母亲把房子的空余房间出租，各色各样的
住客搬了进来。包括流动图书馆的馆长Miss Bond、健美操小姐Miss 
Dooley、魔术师、还有Kit的同学Stirling以及他母亲，无业游民Will
和弟弟Countee在此打工，做些修补工作以换取食物。Kit的志愿是当
一名伟大的新闻记者，当她了解新闻是需要新鲜的题材，便随时挖掘
新鲜事件。当地一直发生游民抢劫的恶性案件，这次轮到Kit的好友
Ruthie家被抢，继而是Kit家的保险箱而被偷走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
了Will，只有Kit相信他是无辜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下，Kit和她的小伙
伴们发现了真凶，并且打算用计谋擒住对方。他们能在感恩节到来之
前让生活。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错：战争，恐怖主义，自然灾害。从城市撤
离了难民营周围县市。在战争，饥荒和疾病打击的幸存者。现 在，
二十年后，炸弹落和瘟疫，过了少数几个仍然生活在恐惧和没有希望
的。该岛的明星莎拉在后世界末日的童话故事，一个年轻女人的旅程
将在15年内第一个孩子出世。莎拉拒绝放弃的灵感在她的广播一个孤
独的声音。迈克尔广播模糊和遥远的希望的消息和他从死者打扫的音
乐。被迫从干旱的她的地下室家和那些谁想要她的孩子不断的追求，
莎拉穿越的路径与迈克尔在海绵状，不同的幸存者的地下避难所。
它是由三的洞穴，迈克尔和莎拉将走上一条超越南方走廊的边界的旅
程，进入未知的未来。

 Azura Skye / Joshua Leonard
Jim Torres

95 分钟
剧情 / 科幻 / 奇幻

惊变20年

英文英文

VCDVCD

20 Years After

ME- 419 D0002462 ME- 420 D000246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波西·杰克逊与神火之盗
Percy Jackson & The Olympians: The Lightning Thief

奇幻 / 冒险
118 分钟

VCD
克里斯·哥伦布
罗根·勒曼 / 布兰登·T·杰克逊

黑夜，天神宙斯召见海神波塞冬，称其子偷了闪电火，要挟他若
不尽快找回，必将开战。现实中，波塞冬与人妻萨利之子波西杰克逊
（罗根勒曼 Logan Lerman 饰）是个大学生，17岁的他可以在水下
呆7分钟，但对老师关于莎翁的提问不感兴趣。参观博物馆时，他遇
到了摇着轮椅的人马老师（皮尔斯布鲁斯南 Pierce Brosnan 饰）。
而文学老师却变身成了复仇女神，向他逼问闪电火的下落。幸好人马
教授和羊男朋友及时赶到，化险为夷。他们带波西来到营地，训练波
西，他们找来了一个女战士安娜贝斯（亚历山德拉达达里奥 Alexan-
dra Daddario饰）与之比武。落败后，触水的波西被激活了潜能，成
为奋勇无敌的战士，并开始踏上了追寻闪电火的英雄之旅。面对蛇女
美杜莎等神怪的攻击，冥王冥后珀尔赛弗涅的刁难，他的自我救赎只
剩下10天……

2003年秋，哈佛大学。恃才放旷的天才学生马克·扎克伯格（Ei-
senberg饰）被女友甩掉，愤怒之际，马克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了学校
的系统，盗取了校内所有漂亮女生的资料，并制作名为“Facemash”
的网站供同学们对辣妹评分。他的举动引起了轰动，一度致令哈佛
服务器几近崩溃，马克因此遭到校方的惩罚。正所谓因祸得福，马
克的举动引起了温克莱沃斯兄弟的注意，他们邀请马克加入团队，
共同建立一个社交网站。与此同时，马克也建立了日后名声大噪
的“Facebook”。经过一番努力，Facebook的名气越来越大，马克
的财富与日俱增。然而各种麻烦与是非接踵而来，昔日的好友也反目
成仇……

杰西·艾森伯格 / 安德鲁·加菲尔德
大卫·芬奇

VCD
120 分钟
剧情 / 传记

The Social Network
社交网络

英文英文

ME- 421 D0002464 ME- 422 D000246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博物馆奇妙夜2
Night At The Museum: Battle Of The Smithsonian

喜剧 / 动作 / 家庭
105 分钟

肖恩·利维
 本·斯蒂勒 / 艾米·亚当斯 / 欧文·威尔逊 

由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警卫有出色表现，拉瑞（本·斯
蒂勒 Ben Stiller 饰）出任某家电小公司的CEO，而且还在电视上接受
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的访谈，儿子对他仰慕，爱情如影随形，一派
春风得意的样子。不过，好景不长，当他故地重游，却意外发现馆长
已经因为更新展览并准备把过时的展品挪到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继
续展出。这让拉瑞感到有些气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重振博物馆之雄
风，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再做一晚警卫，以唤起那些老朋友的共同努
力。事实上，在搞定了罗斯福（罗宾·威廉斯 Robin Williams 饰）
、林肯、拿破仑、伊凡雷帝和阿尔卡邦等人之后，他遭遇了一个劲
敌——邪恶的古埃及法老的卡门拉，二人在夜晚再度上演了博物馆的
惊魂对决……

暑假到了，长大的苏珊和彼得与父母生活在美国，露西（乔基
亨莉 Georgie Henley 饰）和埃德蒙（斯堪德凯恩斯 Skandar Keynes 
饰）则借住到了姨妈家。这让他俩很不情愿，因为那里有个总惹人厌
的表弟尤斯塔斯（威尔保尔特 Will Poulter 饰 ）。有一天，一幅描绘
海上行船的油画活了起来，水面不断外溢，露西、埃德曼和小表弟就
这样被卷入了纳尼亚世界的汪洋中。好在三人被大船上的凯斯宾王子
（本巴恩斯 Ben Barnes 饰）救起，原来他正在寻找王国旧臣的路上，
四人于是共同展开了新的冒险。

本·巴恩斯 / 斯堪德·凯恩斯
迈克尔·艾普特

113分钟
剧情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

英文英文

VCDVCD

纳尼亚传奇3：黎明踏浪号

ME- 423 D0002466 ME- 424 D000246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启示
Apocalypto

剧情 / 动作 / 冒险
139 分钟

VCD
梅尔·吉布森
 鲁迪·杨布拉德 / Dalia Hernández

玛雅文明末期，奢华淫靡之气蔓延，为了祭奠那些刚刚落成的
金字塔以及驱散众神的愤怒，玛雅王国派出强悍的军队入侵丛林深
处的弱小部落，将战俘作为祭天的牺牲斩杀。年轻骁勇的战士虎爪
（Rudy Youngblood 饰）和族人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有可爱的儿子
和美丽的妻子，并且不久将迎来新的生命。但玛雅军队打破了这一
切，他的部落遭到袭击，虎爪及时将妻儿藏在深坑之中，自己却不慎
被俘。经过一路坎坷，他和其他战俘来到玛雅城。无数头颅被可耻的
刽子手斩落，但即便在这个时刻，虎爪也念念不忘丛林深处的妻儿。
只要一息尚存，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妻儿的身边……

一场车祸，母亲丧生，而孩子却奇迹般幸存，他赤裸着身体获
救，然而救人者竟然是来自未来的自己。原来，这个名叫亨利（艾瑞
克巴纳 Eric Bana 饰）的图书管理员，患上慢性时间错位症，以至于
每次发病都将穿越时空。而且，他每次穿越都赤身裸体，经常闹出笑
话。久而久之，亨利习以为常。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一个名叫
克莱尔（瑞秋麦克亚当斯 Rachel McAdams 饰）的女孩。为了追求克
莱尔，他穿越时空对6岁的克莱尔表白，并许诺未来将娶她为妻。因
此，当亨利在现实中出现时，两人迅速热恋、结婚，而且还生了一个
女孩。但是，亨利的老毛病依旧无法改变，所以克莱尔必须适应这个
穿越时空的老公，两人也因此历经磨难……

瑞秋·麦克亚当斯 / 艾瑞克·巴纳 / 阿莱克斯·费瑞斯

罗伯特·斯文克
VCD

107 分钟

剧情 / 爱情 / 悬疑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英文英文

ME- 425 D0002468 ME- 426 D000246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小鬼当家
Home Alone

剧情
103 分钟

克里斯·哥伦布
 麦考利·卡尔金 / 乔·佩西 / 丹尼尔·斯特恩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全家忙着外出欢度圣诞假期，不料忙
中出错，将家里最小的成员——8岁的凯文（麦考利卡尔金 Macaulay 
Culkin　饰）留在了家里。爸爸妈妈急坏了，可此时他们已经身在外
地，一时亦无可奈何。倒是凯文乐坏了，难得一个人在家，凯文将家
里布置成了“游乐场”。两个刚出狱的窃贼将目光瞄向了凯文家。当
他们鬼鬼祟祟的踏入凯文家时，凯文凭借自己的醒目和家里的“游乐
场机关”，和两个笨贼玩起了“游戏”，笑料百出。凯文最后能否这
场“游戏”的胜利？

这一集中，食死徒开始肆无忌惮横行于麻瓜和魔法两个世界中，
霍格沃茨内忧外患，危机重重。邓不利多（迈克尔·甘本 Michael 
Gambon 饰）带着哈利（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Daniel Radcliffe 饰）
辗转找到隐居多年的鲁弗斯·斯克林杰，请他出山接替斯内普（艾
伦·里克曼 Alan Rickman 饰）担任魔药学的老师。鲁弗斯曾经教授
过无数优秀的学生，而汤姆·鲁斯——伏地魔——正是他最出色的一
名弟子。邓不利多深信鲁弗斯保有伏地魔不死身的秘密，他希望哈利
能够说服鲁弗斯。另一方面，德拉科·马尔福（汤姆·费尔顿 Tom 
Felton 饰）宣誓效忠伏地魔，他想方设法将食死徒引入霍格沃茨。而
此时，罗恩（鲁伯特·格林特 Rupert Grint 饰）、赫敏（艾玛·沃特
森 Emma Watson 饰）他们却还沉浸在青春的躁动中，全然不知黑暗
正渐渐逼近……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艾玛·沃森
大卫·叶茨

153 分钟
剧情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英文英文

VCDVCD ME- 427 D0002470 ME- 428 D000247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小鬼当家3
Home Alone 3

剧情
102 分钟

VCD
拉加·高斯内尔
亚历克斯·D·林兹 / 奥莱克·克鲁帕

美国国防部的一块电脑芯片不见了，里面存着高级的机密。国际
犯罪分子也将其价格炒到了天文数字。为了能完成交易，犯罪分子将
其藏匿在一台玩具遥控车里面，并顺利通过了机场的安检。不过，途
中却阴差阳错的被一位老太太调包，最终这台藏着高级机密芯片的遥
控车被送到了8岁男孩儿阿历克斯（亚历克斯·D·林兹 Alex D. Linz 
饰）的手中。为了取回芯片，受过专业训练的犯罪分子潜入了阿历克
斯所住的小区。一天晚上，阿历克斯因为长水痘而被独自留在了家
里，这给犯罪分子极大的机会。不过……阿历克斯却不是他们想象中
的8岁男孩儿，他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武器”，最终用智慧打败了
犯罪分子。由于之前两部的小主角麦考利克金在第三部开拍时已经长
大，所以第三部启用了新的小主角亚历克斯·D·林兹。

又一年圣诞节来临，上集因被遗忘在家而没有去成圣诞旅游的凯
文（麦考利·卡尔金 Macaulay Culkin 饰）今年和家人准备到佛罗里
达去享受他们的圣诞假期。粗心的爸爸妈妈这次当然不会再忘记带上
凯文，但他们丢三落四的性格没有改变。眼看飞机准备起飞了，一家
子才急冲冲的赶到机场。这次凯文没被忘在家里，却在登记时被忘在
了机场，阴差阳错的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第一次来到这个完全陌
生的大城市，聪明捣蛋的凯文也不禁暗暗害怕。更糟糕的是，他竟然
遇上了上一集在他家里被他修理得很惨的那两个笨贼。两人刚刚越狱
出来，碰上了凯文，这次自然要一雪前耻。于是，凯文的战场从上一
集的家里搬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酒店和玩具反斗城！

麦考利·卡尔金 / 乔·佩西 / 丹尼尔·斯特恩
克里斯·哥伦布

VCD
120 分钟
剧情

Home Alone 2: Lost In New York
小鬼当家2

英文英文

ME- 429 D0002472 ME- 430 D000247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加菲猫
Garfield

剧情
80 分钟

皮特·休伊特
比尔·默瑞 / 詹妮弗·洛芙·休伊特

加菲猫从小到大的生活都沉浸在――高热量的食物，睡觉，捉弄
愚蠢的狗狗和主人乔恩阿卜(布瑞金梅耶 Breckin Meyer 饰)的宠爱中，
加菲觉得这就是完美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乔恩带加菲去宠物医院
时，受美女兽医所托领养了小狗欧弟，加菲的生活彻底改变。欧弟的
到来意味着要和加菲分享食物和阿卜的宠爱，更让加菲嫉妒的是阿卜
和美女兽医约会竟然带欧弟而不带它。加菲恨不得将欧弟赶出家门。
一晚，加菲将欧弟关在门外，原只想惩罚一下欧弟，没想到欧弟走失
了。阿卜四出寻找欧弟未果。加菲通过调查，得知欧弟被残忍的训狗
师捉走了。加菲决定大展身手，只身前往救出欧弟。

《小鬼当家》是约翰.休斯1990年推出的假日强档节目。它不
仅为广大电影爱好者带来了无限快乐，也使此片成了美国电影史上
总票房排名第九的影片。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拍得最好的喜剧片。两
年之后，休斯编写导演的《小鬼当家》的续集《小鬼当街》，同样
成为热卖的喜剧片。在这一集里，小鬼凯文的爸爸和妈妈离了婚，
爸爸和一位新的女友搬到了新家。在他俩一起出去庆祝圣诞节的时
候，那些可爱的匪徒又要来抢夺小朋友满怀希望的神秘装置，小鬼
凯文再次抵挡这两个匪徒，不惜天翻地覆，引发连场刺激爆笑的场
面。

弗伦奇·斯图尔特 / 杰森·贝吉 / 克拉儿·凯瑞
Rod Daniel

84 分钟
剧情

Home Alone 4
小鬼当家4

英文英文

VCDVCD ME- 431 D0002474 ME- 432 D000247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地球停转之日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剧情 / 科幻 / 惊悚
104 分钟

VCD
斯科特·德瑞克森
基努·里维斯 / 詹妮弗·康纳利 / 贾登·史密斯

某晚，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太空微生物学教授海伦本森（Jen-
nifer Connelly 饰）被警察和几名神秘人物带走，与她一同前往新泽
西林伍德军校的还有业界内无数顶尖科学家。原来，NASA在探测外
太空时发现有一不明物体正飞速接近地球。不久，一个闪耀着白色光
芒的物体莅临曼哈顿上空，并降落在纽约公园中央，百姓、科学家和
军方将其团团围住。稍顷，一个与人类身形极其相似的外星人（基努
里维斯 Keanu Reeves 饰）以及身材高大的机器人出现在人类面前。
粗鲁的人类完全浪费掉外星来客的友善，而等待人类的又将是怎样的
命运？

慵懒搞怪的加菲猫又回来了！这次加菲和主人乔恩（Breckin 
Meyer 布瑞金梅耶 饰）远赴英国旅行，一路上它花招不断，主仆俩
闹出不少的笑话。巧合的是，伦敦有一只出身名门的猫和加菲长得极
其相似，阴差阳错之下它们互换了身份，加菲因此享受了一把它梦寐
以求的奢侈而豪华的生活。贵族猫继承了主人的泼天财富，引起了主
人贪心亲戚达吉斯（Billy Connolly 饰）的忌恨。达吉斯坏招频出，
意欲置其于死地，我们的假贵族加菲面对这个凶险的敌人该如何招架
呢？

比尔·默瑞 / 布瑞金·梅耶 / 詹妮弗·洛芙·休伊特
Tim Hill

VCD
78 分钟

剧情
Garfield: A Tail Of Two Kitties
加菲猫2

英文英文

ME- 433 D0002476 ME- 434 D000247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失业的麦克与阿尔弗雷德在他们常去的快餐店喝啤酒打发时间，
此时碰巧遇见了他们的好朋友，开着时髦轿车的哈斯托。于是便有了
特别的一天。

Markus Mischkowski / Kai Maria Steinkühler
Markus Mischkowski / Kai-Maria Steinkühler

89分钟 89分钟
喜剧 / 犯罪

Westend
西区

英文 英文

VCD ME- 435 D0002478

Bodylicious

LaVelle Smith

舞蹈莫卧儿 - BRE MagazineHip现代传染病的舞蹈动作 - 拍摄杂
志上LaVelle JR史密斯的编舞国王和5次MTV大奖得主终于让你有机
会来减肥无痛语气和学习一些已经取得了杀手的舞蹈动作迈克尔和
珍妮特·杰克逊和碧昂斯在好莱坞明星的追捧。

VCD ME-436 D0002479

剧情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修女海伦（苏珊·萨兰登 Susan Sarandon饰）受死刑犯马修·
庞斯莱（西恩·潘 Sean Penn饰）之托，前往监狱探望他。马修否认
残杀年轻情侣被判死刑，提出上诉。海伦一路走访，深入村庄调查真
相。一方面是被虐杀而死的无辜情侣，一方面是即将被处决的罪犯的
精神依托， 海伦使尽各种办法帮助马修，但当她面对受害者双亲的痛
诉以及公众的愤怒时，海伦的内心也陷入纠结的道德审判中。海伦最
终感化了马修。行刑前，马修承认自己的罪行并祈求得到受害者家人
的宽恕，安心而有尊严的走完人生的最后168小时。

苏珊·萨兰登 / 西恩·潘 / 罗伯特·普罗斯基
蒂姆·罗宾斯

VCD
122 分钟
剧情 / 犯罪

Dead Man Walking
死囚漫步

英文

ME- 438 D0003817

猩球崛起
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动作 / 科幻 / 惊悚
105分钟

鲁伯特·瓦耶特
詹姆斯·弗兰科 / 安迪·瑟金斯 / 汤姆·费尔顿

为了能让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重回正常的生活，威尔·罗曼（
詹姆斯·弗兰科 James Franco 饰）一直致力于名为“Cure”的基因
药物的开发，并在大猩猩身上不断进行着药物试验。在公司已经失
去信心的同时，威尔继续在家完成试验，并在一只名为凯撒的大猩猩
身上获得成功。借助灵长类学家卡洛琳（芙蕾达·平托 Freida Pinto 
饰）的帮助，威尔发现凯撒的智力极大地提高。不过，人类的社会始
终无法接受拥有极高智力的凯撒，凯撒被送往了猩猩看护所。看护所
的残酷对待，使得凯撒利用智慧进行抗争，最终救走了同时被囚禁的
其他猩猩，而且对它们都使用了Cure。一群高智商的猩猩与人类对立
的战争就此拉开。本片获得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的提名。

英文

VCD ME- 437 D000381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英文

ME- 439 D0003818

卡索(约翰尼·德普 Johnny Depp 饰)着迷于收藏离奇古怪的珍稀
书籍。这种才华令富翁巴尔坎（弗兰克·兰格拉 Frank Langella 饰）
大为赏识。他派给卡索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一本叫《第九道门》
的古书，并鉴定他手中那本的真假。这本书在世界上仅存3本，剩下
的两本，分别流落到了葡萄牙和法国。传说，只要通读此书，就可以
召唤魔鬼的到来。卡索开始了曲折而又魔幻的寻找历程。他探访了书
的原主人之妻、古籍修缮专家、遇上绿眼珠的神秘女人，期间他朋友
的暴毙竟然跟书里的插图如出一辙，命案还在连连上演。原来，书中
所带的咒语，恐怕会使得拥有者无一幸免。而如果三本书合在了一
起，就会迎来邪恶的撒旦。而到底最终魔鬼的脸有没有出现？

约翰尼·德普 / 弗兰克·兰格拉
罗曼·波兰斯基

133 分钟
剧情 / 悬疑 / 惊悚 / 恐怖

The Ninth Gate
第九道门

英文

VCD ME- 440 D0003819

Good Will hunting
心灵捕手

格斯·范·桑特
马特·达蒙 / 罗宾·威廉姆斯 / 本·阿弗莱克

126 分钟
剧情

VCD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蓝波在席上公布了一道困难的数学
题，却被年轻的清洁工威尔（马特·戴蒙 饰）解了出来。可是威尔
却是个问题少年，成天和好朋友查克（本·阿弗莱特 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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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波为了让威尔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浪费他的数学天赋，
请了很多心理学专家为威尔做辅导，但是威尔十分抗拒，专家们都
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之下，蓝波求助于他大学的好友，心理学教授
尚恩（罗宾·威廉姆斯 饰），希望能够帮助威尔打开心房。经过蓝
波和尚恩的不懈努力，威尔渐渐敞开心胸，而好友查克的一席话，
更是让他豁然开朗。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天才瑞普利
The Talented Mr. Ripley

剧情 / 惊悚 / 犯罪
139 分钟

安东尼·明格拉
马特·达蒙 / 格温妮斯·帕特洛 / 裘德·洛

年轻有钱又置身于意大利的艳阳下，这是汤姆·瑞普利（马特·
达蒙 Matt Damon 饰）所渴望的生活，却是迪基·格林利（裘德·洛 
Jude Law 饰）早已拥有的东西。瑞普利是个出身平凡，生活也毫无
值得炫耀的年轻人，他受到一个富商之托，到意大利去游说他号荡不
羁的儿子迪基，重回他的家乡美国。但是当瑞普利一到那里，就深深
地被迪基的生活形态所迷惑：美丽的别墅、高级浮华的渡假饭店、一
掷千金的奢靡生活，以及他美丽温柔的女友，都令他羡慕不已。由于
瑞普利一心凯觎迪基的生活，最后这样的欲望竟扩张成想要将迪基取
而代之，他缜密的心思不仅令人昨舌，而冷静的犯罪手法更教人措手
不及。就在他陶醉于亲手打造的美梦中时，瑞普利因为一次意外的巧
合害他露出了马脚，于是引起警方的注意并展开调查……

英文

VCD ME- 441 D0003820 VCD

英文

小活佛

纪录片
Little Buddha

102 分钟

Nati Baratz

即便你走了，我也会在今生找到你。
转世活佛，真有其事？被誉为「当代密勒日巴」的衮却格西于

2001年圆寂，遗体火化当天，烧出数量惊人的舍利子，天空瑞象
涌现，似是预告这位即身成佛的大成就者将要乘愿再来。达赖喇嘛
任命衮却的大弟子巅津梭巴寻找其转世，透过占卜和梦的启示，巅
津专注静思，理出澄澈心绪，不畏劳苦跋山涉水。然而经过长年遍
寻，却始终未有所获。巅津最后来到他的故乡─尼泊尔的樽区，当
年衮却曾在此闭关多年。是灵感牵引，抑或上天安排？巅津发现了
个一岁多的男童，男童见到衮却生前的念珠便紧抓不放，甚至在日
后严格的鉴定程序中，精确选出衮却的所有法器，最终获得达赖喇
嘛的正式认证！真实记录的情感，跨世相系的缘分，透过真诚的生
命信仰，小活佛带领观众历经了一场心灵之旅，见证奇迹的诞生。

ME- 442 D00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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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What Dreams May Come

剧情 / 爱情 / 奇幻
113 分钟

VCD
文森特·沃德
罗宾·威廉姆斯 / 小库珀·古丁 / 安娜贝拉·莎拉

克里丝（罗宾·威廉姆斯 Robin Williams 饰）与安妮（安娜贝
拉·莎拉 Annabella Sciorra 饰）深爱着彼此，这对让人艳羡的夫妻有
个美满的家庭，聪明可爱的孩子们，坚贞不移的爱情。可是一切都在
孩子们意外死亡后打碎了。自从孩子们逝世后，克里丝与安妮夫妇俩
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他们心里惦记的始终是死去的孩子，他们的生
活彻底失去了快乐的根源，都变得郁郁寡欢，但两人依然互相依靠着
生活。可是，厄运并没有就此停止。安妮最心爱的克里丝也在意外当
中逝世，死后的克里丝在天堂上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仿佛生活又回到
了当初快乐的样子，但他的心里仍记挂着尚在人间的妻子。丈夫的逝
世，使安妮心痛不已，生活变得更加难熬了。终于，她还是无法忍受
独自生活的寂寥，自杀了。生前的她经常凭想象画出天堂的样子。可
是由于自杀，她只能堕入地狱。克里丝誓要留在妻子身边，不让她继
续……

英文

ME- 443 D0003822

1944年，二战已经接近尾声，穷途末路的德国纳粹变得格外残
忍，众多盟军士兵在缴械后惨遭杀害。美军士兵迪克（Corbin Allred 
饰）、斯蒂文（Alexander Polinsky 饰）、谢尔（Larry Bagby 饰）
和戈登（Peter Asle Holden 饰）四人从纳粹的屠杀中侥幸逃脱，曾
经在德国担任神父的迪克通晓德语，加之出色的枪法令他成为四人中
颇为依赖的战力，然而此时的迪克身陷厌战症的困扰，频频出现在眼
前的黑影不知是敌人的身形还是死神的召唤？四人在暂时栖身的木屋
中恰巧听闻了德军的情报，于是赶在德军之前救出了一位英军飞行员
温利。温利身负传递德军布阵情报的重要使命，为了让情报顺利传达
挽救盟军将士生命，迪克等四人与温利一同踏上穿越德军封锁线的征
途……

Corbin Allred / 亚历山大·博林斯基
瑞恩·雷特尔

120 分钟
剧情 / 动作 / 战争

Saints and Soldiers 
冰雪勇士

英文

VCD ME- 444 D000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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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病人
The English Patient

剧情 / 爱情 / 战争
162分钟

安东尼·明格拉
 拉尔夫·费因斯 / 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一段爱情，在战火中燃烧，逾越了道德，改变了战局。艾马殊
（拉尔夫费因斯 Ralph Fiennes 饰）是一个历史学者，跟随探险家来
到撒哈拉沙漠考察，结识了绘制地图的飞机师杰佛和他妻子凯瑟琳
（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Kristin Scott Thomas 饰）。凯瑟琳的才气
和美丽让艾马殊深深着迷，两人在沙漠一个幽深洞穴参观壁画时，
更加发现彼此志趣相投。

道德最终战胜了激情。凯瑟琳和艾马殊分手后，杰弗发现了妻
子的外遇。伤心的杰弗开着飞机企图与妻子和艾马殊同归于尽，艾
马殊幸运躲过一劫，却造成凯瑟琳身受重伤、自己命丧黄泉。艾马
殊赶到深爱的人身边，把她安置到山洞里，承诺一定会走出沙漠，
找到援助。但是，事情却不像想象中容易。他为了救人，担当了卖
国罪名，惹来了杀身之祸，而凯瑟琳会不会等来获救的曙光？艾马
殊又将承担起怎样的罪责？

英文

VCD ME- 445 D0003824 VCD

英文

通天塔

 剧情
Babel

143 分钟

 布拉德·皮特 / 凯特·布兰切特 
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

在摩洛哥、墨西哥和日本发生的三个故事。
理查德（布拉德皮特 饰）和妻子苏珊（凯特 布兰切特 饰）因为婚

姻危机，去摩洛哥旅行，苏珊在旅行车里遭遇枪击，为了医治苏珊，
一车美国游客不得不在摩洛哥的小村滞留，而警方也将此次事件上升
为恐怖袭击，展开了调查，其实真相却惊人的简单。

理查德夫妇滞留在摩洛哥，影响到了家里的孩子们，墨西哥保姆
为了参加儿子的婚礼，只能让她的侄子（盖尔贾西亚 饰）开车带着
她和孩子们一起去，但是，从墨西哥过境回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麻
烦，警方怀疑她绑架美国小孩，事情开始不受控制。

日本，聋哑少女千惠子孤寂地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母亲的自杀
使她和父亲的沟通越发困难，由于自己的残疾，她也得不到异性的关
注，性格越发叛逆。于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和世界沟通交流。

ME- 446 D000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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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演讲
The King’s Speech

剧情 / 历史
118 分钟

VCD
汤姆·霍珀
 柯林·菲尔斯 / 杰弗里·拉什

约克郡公爵（柯林·菲尔斯 Colin Firth 饰）因患口吃，无法在公
众面前发表演讲，这令他接连在大型仪式上丢丑。贤惠妻子伊丽莎白
（海伦娜·邦汉·卡特 Helena Bonham Carter 饰）为了帮助丈夫，
到处寻访名医，但是传统的方法总不奏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慕名
来到了语言治疗师莱纳尔罗格（杰弗里·拉什 Geoffrey Rush 饰）的
宅邸，传说他的方式与众不同。虽然公爵对罗格稀奇古怪的招法并不
感兴趣，首次诊疗也不欢而散。但是，公爵发现在聆听音乐时自己朗
读莎翁竟然十分流利。这让他开始信任罗格，配合治疗，慢慢克服着
心理的障碍。乔治五世驾崩，爱德华八世继承王位，却为了迎娶寡妇
辛普森夫人不惜退位。艾伯特临危受命，成为了乔治六世。他面临的
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二战前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 

英文

D0003826ME- 447

飓风正在侵袭美国新奥尔良，一位病危的老妇睁开了她的睡眼。
老妇名叫戴茜（凯特·布兰切特饰），她叫女儿凯若琳（朱莉娅奥蒙
德饰）为她阅读一本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叫本杰明巴顿（布拉德皮
特饰）。本杰明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时，但生来便像个老人
的他被父亲当作怪物，被遗弃在了养老院。本杰明在养老院与老人们
一起生活。但谁都没有想到，本杰明逆向发育——越活越年轻！也
许“越活越年轻”是某些人的梦想，但真正这样成长的本杰明却有
了别人无法理解的烦恼与快乐。穿越半世纪的世界变革，本杰明身处
其中，感受别人感受不到的感受。为何母亲会让自己念这本日记？本
杰明巴顿此人与母亲有什么关系？凯若琳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与好奇之
中。

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
大卫·芬奇

166 分钟
剧情 / 爱情 / 悬疑 / 奇幻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本杰明·巴顿奇事

英文

VCD ME- 448 D000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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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的游戏
Jumanji

惊悚 /  奇幻 / 冒险
104分钟

乔·庄斯顿
罗宾·威廉姆斯 / 乔纳森·海德

“尤曼吉”是一种类似于大富翁的棋类游戏，然而，和大富翁不
同的是，“尤曼吉”的棋子能自动移动，当你走到其中一格时，这
格描述的东西就会真实出现在你面前，而且游戏一经开始便不能结
束，只有游戏结束才一切复原！12岁的阿伦（罗宾威廉斯 Robin Wil-
liams 饰）和好友萨拉（邦尼亨特 Bonnie Hunt 饰）才刚一开始玩“
尤曼吉”，就被棋盘里面飞出来的蝙蝠吓得魂不附体，冲进了“尤曼
吉”的神奇世界里，没能继续玩下去，以致两人就这样困在了另一个
世界里。26年后，阿伦当年住的房子又搬进了两个小客人――朱迪（
克尔斯滕邓斯特 Kirsten Dunst 饰）和皮特（布雷德利皮尔斯 Bradley 
Pierce 饰）姐弟两。他们在“尤吉曼”的战鼓声指引下找到了当年阿
伦还没玩完的“尤吉曼”。在熟悉规则后，他们继续了当年阿伦还没
结束的游戏……

英文

VCD ME- 449 D0003828

瑜伽熊（丹·艾克罗伊德 Dan Aykroyd 配音）和波波熊（贾斯
汀·汀布莱克 Justin Timberlake 配音）是杰利石公园的人气动物，
在风景怡人的杰利石公园里与众多动物小伙伴们一起生活，并为公园
效力。然而时光荏苒，如今的杰利石公园正面临游客锐减的问题，
与此同时，贪婪的布朗市长为了筹集资金填补赤字和为己所用，竟决
定关闭杰利石公园，并出售土地。面对市长的阴谋和伙伴们的生存
问题，瑜伽熊和波波熊决定联合起善良的瑞秋（安娜·法瑞丝 Anna 
Faris 配音），一同齐心协力，拯救公园。他们开始想尽办法吸引游
客，恢复业绩，然而，事情却并非预想中那么简单……

安娜·法瑞丝 / 丹·艾克罗伊德
埃里克·布雷维格

VCD
80 分钟
喜剧 / 动画 / 家庭

Yogi Bear
瑜伽熊

英文

ME- 450 D0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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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
Transformers

动作 / 科幻 / 惊悚
144 分钟

VCD

迈克尔·贝
希亚·拉博夫 / 梅根·福克斯

“霸天虎”的先遣部队旋风和毒蝎袭击了美军位于卡塔尔的军事
基地，与此同时，路障帮助他的搭档迷乱潜入了美国总统的座机空中
一号，通过电脑获悉，要想找到威震天就必须找到维特维奇家族的那
副眼镜，上面有威震天关于能量块的信息扫描，而它现在的拥有者萨
姆维特维奇（希安拉博夫饰）成为了“霸天虎”攻击的目标。萨姆是
名高中生，学校里没有人相信他讲述的关于这副眼镜的历史，失望之
余，萨姆把眼镜放到网上拍卖，然而从未引起买家的兴趣。这时父亲
送了一辆破车给他，这辆车恰好就是“汽车人”大黄蜂的变形。大黄
蜂帮助萨姆交上了漂亮的女朋友（梅甘福克斯饰），但很快就遭遇
了“霸天虎”的袭击，擎天柱带着其他“汽车人”赶到，一场机器人
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英文

ME- 451 D0003830

距今50多年前，一艘来自赛博坦的飞船坠落月球，由此引发了
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人类争相登上月球，只为一探飞船残骸中的秘
密。时间回到21世纪初，经过几番征战，汽车人终于挫败霸天虎的入
侵，继而与人类合作，共同保卫美丽的地球。然而发生在切尔诺贝利
的事件却将尘封已久的月球计划重新摆到桌面。为了防止霸天虎找到
能量柱为非作歹，擎天柱与战友飞赴月球，更从当年的飞船中救出了
汽车人的先代领导者——御天敌。御天敌是能量柱的发明者，将上百
根能量柱集合在一起便可制造太空桥，实现物质的瞬间传送。忙着找
工作以及和女友卡莉（罗茜·汉丁顿-惠特莉Rosie Huntington-White-
ley 饰）经营爱情的山姆（希亚·拉博夫 Shia LaBeouf 饰）无可避免
地卷入其中，他渐渐发现霸天虎的操纵一切的阴谋，却不知更大的阴
谋和危机隐藏在那月影背后……

希亚·拉博夫 / 罗茜·汉丁顿-惠特莉
迈克尔·贝

154 分钟
动作 / 科幻 / 冒险

Transformers: Dark of the Moon
变形金刚3

英文

VCD ME- 452 D000383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兰戈
Rango

喜剧 / 动作 / 动画
107分钟

戈尔·维宾斯基
 约翰尼·德普 / 艾拉·菲舍尔 

兰戈（约翰尼·德普 Johnny Depp 配音）是一只干瘦、翠绿的
蜥蜴，他住在鱼缸里，蓝天白云椰子树的假相让他倍感无聊，这个酷
爱幻想和表演的家伙只得在头脑中编出属于自己的英雄剧。可就在某
天，一个意外将他驱赶出惯常的方寸空间，兰戈莫名其妙来到了西部
荒原的公路上。在沙漠中穿行的时候，兰戈遭到猎鹰的袭击。经过一
番周折，他来到了名为黄沙（Dirt）的小镇，这里住着许多昆虫和动
物，破败不堪，宛若死城。兰戈意外干掉了凶恶的猎鹰，由此被镇上
的居民视为英雄，他也乐于享受这种荣誉，可是英雄毕竟不好当……

本片荣获201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奖；2012年安尼奖最
佳动画片、最佳角色设计、最佳编辑和最佳剧本奖；2011年青年选择
奖最佳配音奖（约翰尼·德普）。

英文

VCD ME- 453 D0003832

逃过摄魂怪的追杀，通过魔法部的审查，哈利（丹尼尔·雷德克
里夫）终于回到美丽的霍格沃兹。然而这个学期并不轻松，他不仅要
完成魔法等级考试，还要应对夜晚的噩梦和黑魔法防御课老师乌姆里
奇的打压。在好友的支持下，哈利秘密组建了邓不利多军团，与大家
一起练习黑魔法防御术。

噩梦中，哈利总是以伏地魔的视角出现，似乎他们之间有着某种
神秘的联系。在邓不利多（迈克尔·刚本）的指示下，哈利向斯内普
教授（阿伦·瑞克曼）学习封闭术，却鲜有成效。终于在一次噩梦的
诱使下，哈利偏执的赶往魔法部营救小天狼星，却不想陷入伏地魔的
圈套，引发凤凰社与食死徒之间的正面冲突。在混战中，小天狼星（
加里·奥德曼）不幸遇难。

究竟哈利与伏地魔（拉尔夫·费因斯）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
悲恸中，邓不利多为哈利揭开谜底，哈利还有更长、更艰难的路要
走……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艾玛·沃森
大卫·叶茨

VCD
 138 分钟
悬疑 / 家庭 / 奇幻 / 冒险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英文

ME- 454 D000383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华尔街
Wall Street

剧情 / 犯罪
126 分钟

VCD
奥利佛·斯通
查理·辛 / 迈克尔·道格拉斯 / 达丽尔·汉纳

美国华尔街股市大亨戈登·盖柯（迈克尔·道格拉斯 Michael 
Douglas 饰）在金融界叱咤风云，人人敬畏。在随时随地上演的金融
大战中，他总能百战百胜。初出茅庐的纽约大学毕业生保罗·巴德
（查理·辛 Charlie Sheen 饰）野心勃勃，却空有满腔热血而投报无
门。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盖柯，用一个股市内幕情报帮其赚了
笔大钱而受到重用，成为盖柯的合伙人之一。在对金钱、美女、上流
社会的渴求下，巴德开始利用身边所有的人来刺探一切有利的商业情
报，为自己获利。直到在一场收购他父亲所工作的蓝星航空公司的过
程中，贪得无厌的盖柯出尔反尔想要解散并卖掉它，这让尚有良知的
巴德幡然醒悟。他利用盖柯教会他的一切股市战术，狠狠地反击了大
亨盖柯，帮助父亲拯救了蓝星航空。然而，因为违法操控股票内线交
易，巴德不得不面临着冰冷的铁窗……

英文

ME- 455 D0003834

红磨坊日日歌舞升平。夜总会，康康舞，这是个男人们花天酒地
的享乐国度。然而，这儿的爱情，却无比纯净动人。

克里斯蒂安（伊万·麦戈雷格 Ewan McGregor 饰）是年轻的钢
琴诗人，拥有美丽的歌喉。不顾父亲的反对，他来到了蒙马达小镇，
这个“追求享乐”的地方。在这儿，他与莎婷（妮可·基德曼 Nicole 
Kidman 饰）意外 的相遇了。莎婷是红磨坊的当家花旦，被誉为“璀
璨钻石”，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然而她并不满足于卖唱的生活，想要
借助公爵的力量，成为一名真正的巨星。克里斯蒂安的到来，打乱了
她结识公爵的计划，却闯入了她的内心。英俊的少年用歌声，向莎婷
诉说着“自由”、“美”、“真理”，并给她带来了她从未感受过
的“爱”。莎婷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渴望同她心爱的男人一同完成。
然而，公爵的阻挠却让一切变得艰难。爱情，要怎样，与命运抗衡。

 妮可·基德曼 / 伊万·麦克格雷格
巴兹·鲁赫曼

127 分钟
 剧情 / 爱情 / 歌舞

Moulin Rouge
红磨坊

英文

VCD ME- 456 D000383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篮板球
Rebound

喜剧 / 家庭 / 运动
103 分钟

Steve Carr
马丁·劳伦斯 / 布瑞金·梅耶

脾气火爆的篮球名教罗伊在在输掉一场大学联盟比赛后被迫降
级，去执教一只屡战屡败的高中球队。在第一堂课上，罗伊眼看着孩
子们输掉109分，而且似乎这还不是最坏的……罗伊只能从最基本的
东西开始教起，过人、抢篮板球、漏球、投篮，他似乎带给这个球队
很多魔力，熔炼工球队也在他的带领下越打越顺，而罗伊也在教授这
些孩子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篮球带给他的那种久违的快乐……

英文

VCD ME- 457 D0004230

本片取材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时发生的一桩真实事件。
玛莉雅（娜奥米·沃茨 Naomi Watts 饰）和亨利（伊万·麦克格

雷格 Ewan McGregor 饰）带着三个儿子，一同前往泰国共渡圣诞佳
节，不料就在圣诞节隔天，当这幸福的一家人在泳池旁享受着悠闲时
光时，一股猛兽般的万呎滔天巨浪竟迎面袭来。被眼前景象震慑住的
玛莉雅，一时反应不及，不幸惨遭巨浪袭卷；而尽管亨利及时抓住两
个儿子准备逃亡， 一切仍旧太迟，凶猛的大水最后仍冲散了他们。一
度被巨浪击昏的玛莉雅，醒来后发现自己正漂浮在海面，而原本围绕
在身旁的所有景物，都已被淹没于水面下，她深信家人们皆已罹难的
同时，竟发现自己的大儿子卢卡斯，竟然就漂浮在距离她仅有几公尺
远的海面上。玛丽雅顿时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她决定想尽办法，
要带着大儿子卢卡斯一起活着离开……

娜奥米·沃茨 / 伊万·麦克格雷格
胡安·安东尼奥·巴亚纳

VCD
113分钟
剧情 / 家庭 / 历史 / 灾难

The Imposible
海啸奇迹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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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魔境仙踪
Oz: The Great and Powerful

奇幻 / 冒险
130分钟

VCD
山姆·雷米

詹姆斯·弗兰科 / 米歇尔·威廉姆斯

奥斯卡（詹姆斯·弗兰科 James Franco 饰）是个只会雕虫小技
的马戏团魔术师，却无意中被龙卷风从尘土飞扬的堪萨斯城带到了神
奇美妙的奥兹国。那里的居民认为他是传说中的大魔法师从天而降，
祈求他击败穷凶极恶的邪恶女巫拯救奥兹国，可心术不正的奥斯卡
却把这境遇看作是发大财的绝佳良机。三位自称是奥兹国守护者的
女巫赛多拉（米拉·库妮丝 Mila Kunis 饰)、伊诺拉（蕾切尔·薇姿 
Rachel Weisz 饰）和 格琳达（米歇尔·威廉姆斯 Michelle Williams 
饰）却对奥斯卡的身份各有怀疑。当黑暗势力压境，奥斯卡被迫卷入
纷争，他才发现自己必须擦亮双眼，分辨出这些美艳女巫们究竟孰善
孰恶，是敌是友，不然一切美好都要灰飞烟灭。奥斯卡决定放手一搏
迎战邪恶女巫，可自己的魔术伎俩，要如何才能抗衡女巫强大而邪恶
的魔法？奥兹仙境的前途，又将何去何从？

英文

ME- 459 D0004240

14岁的小女孩苏西（西尔莎罗南 Saoirse Ronan 饰）生性活泼、
古灵精怪，父亲（马克沃尔伯格 Mark Wahlberg 饰）是一个模型爱好
者，母亲(蕾切尔薇姿 Rachel Weisz 饰)是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妹妹
大胆，弟弟弱小。生日时，她收获了一部 相机，从此爱上了拍照，甚
至在一个月间用光了24卷胶卷，令父母十分挠头。一次，全家在逛超
市的时候，她偷偷望着橱窗外的男孩发呆。祖母（苏珊萨兰登 Susan 
Sarandon 饰）看穿了苏西的心事，那个英俊的英国学长便是她的暗
恋对象。然而，还没等两个人吐露心事，苏西却落入了坏人设下的陷
阱。那个色迷迷的邻居哈维，用花言巧语引诱苏西，骗她走入其事先
设好的圈套……

西尔莎·罗南 / 马克·沃尔伯格
彼得·杰克逊

135 分钟
剧情 / 惊悚 / 家庭

The Lovely Bones
可爱的骨头

英文

VCD ME- 460 D000424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巨人捕手杰克
Jack the Giant Slayer

剧情 / 奇幻 / 冒险
114 分钟

布莱恩·辛格
尼古拉斯·霍尔特 / 埃莉诺·汤姆林森

曾几何时，云端的巨人依靠通天豆荚来至大地，他们横行肆虐，
吞噬人类，祸害无边。多亏勇敢机敏的埃里克国王将巨人赶回老家，
巨人的传说从此越传越神，流传甚广。自幼深深为巨人故事所吸引的
穷人家青年杰克（尼古拉斯·霍尔特 Nicholas Hoult 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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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诺·汤姆林森 Eleanor Tomlinson 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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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VCD ME- 462 D0004245

在公爵（钱宁·塔图姆 Channing Tatum 饰）的率领下，特种部
队给恐怖组织“眼镜蛇”以沉重的打击。虽然眼镜蛇指挥官等中心人
物落网，但白幽灵（李秉宪 饰）等组织骨干依然逍遥法外，时刻准备
向特种部队和全世界展开反扑。在干净利落解决某中东国家的核危机
后，特种部队突然遭 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惨烈打击，公爵等队员英勇殉
职，只有拦路虎（道恩·强森 Dwayne Johnson 饰）、杰伊小姐（阿
德琳妮·帕里奇 Adrianne Palicki 饰）和弗林（D·J·科特罗纳 D.J. 
Cotrona 饰）三人侥幸逃生。原来眼镜蛇早已渗透到美国高层，他们
藉此抹黑特种部队，栽赃重要成员之一的蛇眼，其目的是为了找出并
解救被囚禁的指挥官。名义上已经“死亡”的拦路虎三人，必须想尽
各种办法阻止眼镜蛇的邪恶计划，为死去的战友和特种部队正名……

道恩·强森 / 布鲁斯·威利斯 / 李秉宪
朱浩伟

VCD
107 分钟
动作 / 冒险

G. I. Joe: Retaliation
特种部队2：全面反击

英文

ME- 463 D000424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雷霆万钧
Thunderstruck

剧情 / 喜剧
94 分钟

VCD
约翰·怀特塞尔
布兰登·T·杰克逊 / 威廉·罗格斯戴尔

本片是由篮球明星凯文·杜兰特亲自主演，影片讲述篮球巨星凯
文·杜兰特和一个16岁的小球迷布莱恩(Taylor Gray 饰)交换了天赋。
当布莱恩从一个肢体不协调的年轻球迷变成他崇拜的篮球英雄凯文·
杜兰特时，他的生活也随之改变。布莱恩一跃成为高中校队的明星，
而凯文·杜兰特却失去了打篮球的技能，甚至连一记篮球也投不进
去。这时季后赛即将来临，他们两人会怎样面对这一切呢？

英文

ME- 464 D0004250

英国导演丹尼·鲍耶（Danny Boyle）将为福克斯探照灯公司拍
摄《127小时》（127 Hours），该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美国
登山青年阿伦·拉斯顿（Aron Ralston）断臂自救的故事。2003年5
月美国登山爱好者阿伦·拉斯顿在犹他州一座峡谷攀岩时，因右臂被
石头压住被困5天5夜，为了逃生，他强忍剧痛，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
间，先后将桡骨和尺骨折断，用自己的运动短裤当作临时止血带，然
后用小刀从肘部将右前臂硬生生切断。从岩石下脱身后，为了与失血
抢时间，他以超人的毅力爬过狭窄和风力强劲的峡谷，缘绳下到60英
尺深的谷底，再步行5英里后与营救人员相遇，终于成功生还。

詹姆斯·弗兰科 / 丽兹·卡潘 / 凯特·玛拉
丹尼·鲍尔

94 分钟
剧情 / 惊悚 / 传记 / 冒险

127 Hours
127小时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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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ma Mia
喜剧 / 爱情 / 歌舞
108 分钟

菲利达·劳埃德
梅丽尔·斯特里普 / 阿曼达·塞弗里德

苏菲（阿曼达·塞弗里德 Amanda Seyfried 饰）与斯盖伊（多
米尼克·库珀 Dominic Cooper 饰）的爱情即将修成正果，两人正在
为马上来临的婚礼紧张筹备着。不过，在苏菲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愿
望，就是希望父亲能够在婚礼当天亲手将自己的手送到新郎的手上。
可惜，妈妈（梅丽尔·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 饰）一直没有告诉过她
到底谁是她的亲生父亲。不得已，苏菲偷看了妈妈的日记，发现其上
记录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很可能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于是，她发出了
三张请柬邀请他们来参加她的婚礼，想通过这短暂的接触，最终从三
人中找出自己的爸爸。于是，在闺蜜的帮助下，在这美丽的希腊小岛
上，上演了一出别具特色的寻父记。最终苏菲是否能找出自己的亲生
父亲，举行一场完美的婚礼？

英文

VCD

妈妈咪呀

ME- 466 D0004255

在未来，人类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时间，改写年龄。在人类社
会，不管这个人活多久，他的年龄被永远定格在25岁。因为没有了自
然死亡，为了避免人口膨胀。人类社会抛弃了以往的货币，改用时间
作为货币流通。一个人的时间用完之后，这个人就会死亡。一个名叫
威尔（贾斯汀·丁伯莱克 Justin Timberlake 饰）的穷人，却意外获得
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拥有了用不完的时间。但是却因为此事被锁定为
一场谋杀案的嫌疑人，由此走上了逃亡之路。在逃亡过程中，绑架了
时间银行的女继承人（阿曼达·塞弗里德 Amanda Seyfried 饰）。在
整个逃亡过程中，他们之间迸发出了感情的火花。而且两人都对现有
的时间管理机制都非常不满，进而联手起来对抗这个统治机构。仅凭
两人之力能够推翻成熟的权力机构吗？

 阿曼达·塞弗里德 / 贾斯汀·汀布莱克
安德鲁·尼科尔

109 分钟
动作 / 科幻

In Time
时间规划局

英文

VCD ME- 467 D000425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Angels & Demons
 悬疑 / 惊悚
138 分钟

朗·霍华德
汤姆·汉克斯 / 伊万·麦克格雷格

本片根据美国畅销作家丹布朗的同名小说改编。欧洲核子中心的
科学家维多利亚维特勒（阿耶莱特祖瑞尔 Ayelet Zurer 饰）与父亲在
高速粒子对撞机实验中收集到了反物质，却发现父亲遇害，尸体胸口
被烙“光照派”符号，高爆炸性的反物质被偷走，出现在正待选新教
皇的罗马梵蒂冈，威胁天主教廷及整个罗马的安危。于此同时，四位
主要教皇候选人的红衣主教神秘失踪。在教皇内侍（伊万麦克格雷格 
Ewan McGregor 饰）的授意下，哈佛大学的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
教授和维多利亚都被请到梵蒂冈协助罗马警察开展搜寻行动。兰登说
服罗马总探员奥利维迪（皮耶法兰西斯柯法维诺Pierfrancesco Favino 
饰）依照“土、气、火、水”的提示在罗马的名胜教堂间与“光照
派”展开了时间战……

英文

VCD

天使与魔鬼

ME- 469 D0004261

初涉社会的安德丽娅桑切丝（安妮海瑟薇饰）来到了著名时尚杂
志《RUNWAY》面试，以聪明得到了主编米兰达普雷斯丽（梅利尔斯
特里普）的特许，让她担任自己的第二助理。开始的时候安德丽娅感
到十分委屈，就算自己多努力工作也无法得到赞赏，经一位老前辈的
指点便重新改造自己。工作越来越顺，甚至取代了第一助理在米兰达
心中的地位，决定带着这个聪明的女孩前往法国。可安德丽的改变让
她失去了男友及朋友的爱，令她非常矛盾。到达法国后，她得知了米
兰达的地位不保了，没想到米兰达竟然牺牲自己多年的好搭档保住了
自己的地位，此事令安德丽娅深感失望，有了抽身离去的想法，到底
安德丽娅会何去何从？

安妮·海瑟薇 / 梅丽尔·斯特里普
大卫·弗兰科尔

109 分钟
剧情 / 爱情

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普拉达的女王

英文

VCD ME- 470 D000426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August Rush
剧情 / 爱情 / 音乐
114 分钟

科斯汀·谢里丹
乔纳森·莱斯·梅耶斯 / 弗莱迪·海默

莱拉（凯丽拉塞尔Keri Russell饰），一个出色的大提琴手；路易
斯（乔纳森莱斯梅耶斯 Jonathan Rhys Meyers 饰），一名流浪的爱
尔兰歌手。一个月色迷离的晚上，两人相遇了。度过难忘的一晚后，
莱拉那专横的父亲又强逼她继续踏上音乐会的旅程。路易斯因等不到
恋人失望之下离开了；而莱拉发觉爱人走后，独自伤心的等待肚中的
孩子出生。岂料几个月后莱拉遭遇了一场车祸，宝宝亦随之夭折。孰
料，莱拉的宝宝其实并没有死，而是被她狠心的父亲送到了孤儿院。
一晃眼10多年过去了，生活在孤儿院的少年奥古斯特（弗莱迪海默 
Freddie Highmore 饰）坚信自己的父母还在世上，于是踏上了漫漫寻
亲路。

英文

VCD

八月迷情

ME- 471 D0004265

杜威费恩（Jack Black 杰克布莱克 饰）是一名已过而立之年，却
仍在为理想打拼的摇滚音乐人。他不屑于那种粗制滥造、充满向商业
谄媚味道的虚伪乐曲，一心追逐真情实感的纯粹摇滚乐。为此，他和
无数支乐队分道扬镳，至今事业无成，还面临被房东赶出去的窘境。
杜威的男房东兼老友内德斯尼勃利（Mike White 麦克怀特 饰）此前
曾是狂热躁动的死亡摇滚乐手，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居家好男人以及
代课老师。杜威闲赋家中时，偶然接到一通来自某中学的招聘电话，
对方邀请内德迅速来学校代课。穷极无聊兼为生计所迫的杜威偷梁换
柱，以内德的身份进入这所校风极为严谨的名门中学教学。学生们的
死气沉沉一度让他倍感无聊，某天，杜威无意中发现孩子们的音乐天
赋。于是，他瞒天过海，带领这群只知道读书的孩子们进入一个全新
且乐趣无穷的摇滚世界……

 杰克·布莱克 / 琼·库萨克 / 麦克·怀特
理查德·林克莱特

108 分钟
喜剧 / 音乐

 The School of Rock
摇滚校园

英文

VCD ME- 472 D000426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Secretariat
 剧情 / 历史 / 运动
123 分钟

兰道尔·华莱士
 戴安·琳恩 / 约翰·马尔科维奇 / 斯科特·格伦

《一代骄马》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
潘妮·切纳里（黛安·莲恩 Diane Lane 饰）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家

庭主妇。对赛马几乎一窍不通的她，却在哥哥和丈夫的反对声中，从
患病的父亲手中接管了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养马场。尽管其时马场已亏
损多时，但她依然不得不在居家的科罗拉多州和马场所在的弗吉尼亚
州之间疲于奔命。为了觅得良马，潘妮特地找来告老还乡的驯马师路
西安(约翰·马尔科维奇 John Malkovich 饰)，这个总是诸多抱怨的老
头却对门外汉潘妮另眼相待。潘妮一眼相中马场里一匹一出生打个滚
居然就能站立的栗色小马驹，起名为“秘书”。在路西安的个性训练
下，“秘书”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它快如闪电、奔跃如飞，像个战
士一般，甚至会为了赛场地面的震动而兴奋不已。终于到了决一胜败
的时刻，“秘书”会顶着所有压力，不辜负潘妮的期望，成为25年来
第一匹赢得美国三冠大赛的赛马么？

英文

VCD

一代骄马

ME- 473 D0004267

11岁男孩西里尔（托马斯多雷 Thomas Doret 饰）被送到了儿
童福利院，他的父亲盖伊（杰瑞米雷乃 Jeremie Renier 饰）不辞而
别。西里尔迫切地希望与父亲见面，于是千方百计逃脱学监的看管，
并引发了争执。他来到了父亲之前租住的房屋吃了闭门羹，还遭到了
邻居的驱逐。他被学监带回了福利院，却开始寻找当时父亲买给他的
单车。后来，好心的理发师萨曼莎（西西迪法兰丝 Cecile De France 
饰）帮助西里尔买回了那辆已经被盖伊出售的单车。他骑着单车，继
续寻找父亲。萨曼莎动了恻隐之心，帮她联系了盖伊。父子终于再度
重逢，原来西里尔的母亲离家出走之后，盖伊深感无力扶养西里尔，
为了在自己的料理店开始新生活，他希望萨曼莎帮人帮到底，照顾西
里尔。然而，西里尔感受到被盖伊遗弃的痛苦，拼命地保护着单车，
甚至为此结识了一群未成年毒贩，游走在犯罪的边缘……

 西西·迪·法兰丝 / 托马斯·多雷
让-皮埃尔·达内 / 吕克·达内

87 分钟
剧情

The Kid With A Bike
单车少年

英文

VCD ME- 474 D000427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The Flying Machine
动画 / 音乐 / 奇幻
85 分钟

马丁·克拉普 / 吉欧夫·林赛
郎朗 / 海瑟·格拉汉姆 / 吉茜·米

乔吉（海瑟·格拉汉姆 Heather Graham 饰）是一位单身的职业
女性，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迫于生活的压力，忽略了与孩子
间的情感。一次偶然的机会，海瑟陪伴自己的孩子去看郎朗的《梦
幻飞琴》演奏会，却被郎朗神奇的魔法吸进了电影的奇幻世界，与电
影男女小主人公一道，乘着这架“梦幻飞琴”随着郎朗的琴声，伴着
肖邦的音乐，飞到了伦敦、飞到了巴黎、飞到了维也纳、飞到了华
沙……重温了音乐大师肖邦的情感历程……

英文

VCD

梦幻飞琴

ME- 475 D0004272

北美洲在一场大战后被摧毁，在美国原来的废墟上，人们建立了
新的家园，但新政权规定：管辖下的12个地区每年都必须进贡少年男
女，参加一档电视直播节目“饥饿游戏”（Hunger Game）。节目的
规则很简单——杀人或者被杀。凯妮丝Katniss Everdeen（詹妮弗·劳
伦斯 Jennifer Lawrence 饰）的妹妹不幸在12区“选择日”时被选中，
由于要保护妹妹，凯妮丝自告奋勇要替妹妹上场。她不得不与心上人
盖尔Gale Hawthorne（利亚姆·海姆斯沃斯 Liam Hemsworth 饰）分
开，跟同时被选为12区贡品代表的皮塔Peeta Mellark（乔什·哈切森 
Josh Hutcherson 饰）进入游戏。尽管凯妮丝自小就进行狩猎，拥有过
人的弓箭技巧，对节目里的重重障碍都能应付自如，但她在比赛中要
与残忍强壮的他区选手互相周旋，要想成为最后……

詹妮弗·劳伦斯 / 乔什·哈切森 

盖瑞·罗斯

142 分钟
剧情 / 动作 / 科幻 / 惊悚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

英文

VCD ME- 477 D000428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Life of Pi
 剧情 / 奇幻 / 冒险
127 分钟

李安
 苏拉·沙玛 / 拉菲·斯波 / 伊尔凡·可汗

故事开始于蒙特娄也结束于蒙特娄。一名在找寻灵感的作家（拉
菲·斯波 Rafe Spall 饰）无意间得知派·帕帖尔（伊尔凡·可汗 Irrfan 
Khan 饰）的传奇故事。派的父亲（阿迪勒·侯赛因 Adil Hussain 饰）
开了一家动物园。因这样特殊的生活环境，少年派（苏拉·沙玛 Suraj 
Sharma 饰）对信仰与人的本性自有一套看法。在派17岁那一年，他的
父母决定举家移民加拿大以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他也必须离开他的初
恋情人。在前往加拿大的船上，他们遇见一位残忍成性的法国厨师（
杰拉尔·德帕迪约 Gerard Depardieu 饰）。当天深夜在茫茫大海中，
原本令派感到刺激无比的暴风雨一瞬间就成了吞噬货船的大灾难。派
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搭着救生船在太平洋上漂流，而且有一名最令
人意想不到的同伴——理查德·帕克，一只孟加拉老虎。神奇的冒险
旅程就这样意……

英文

VCD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ME- 478 D0004281

一个黑人电视导演和他的妻子，莫名其妙地因为莫须有的违章驾
驶受到了白人警察的侮辱；看似该受到谴责的警察却在最危急关头挽
救了那名曾遭他侮辱的黑人妇女；老实巴交的波斯商店店主，却差点
谋杀了有着刺青的墨西哥修锁匠(迈克尔佩纳Michael Pena饰)；地区
检察官（布兰登费舍尔Brendan Fraser 饰）和他的妻子（桑德拉布洛
克Sandra Bullock饰）被抢吉普车后只能把怨气发泄到无辜的修锁匠
身上；黑人警察（唐钱德尔 Don Cheadle 饰）在承受着上司的威胁和
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弟弟。这一切看似无关的琐事，却在36小时内以一
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绞缠在一起，在这个以暴力，性，金钱闻名的多民
族、多文化聚集的大城市—洛杉矶街头一幕幕上演……

 桑德拉·布洛克 / 唐·钱德尔
保罗·哈吉斯

112 分钟

剧情 / 犯罪
Crash
撞车

英文

VCD ME- 479 D000428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Shall We Dance
剧情 / 喜剧 / 爱情
106 分钟

彼德·切尔瑟姆
理查·基尔 / 詹妮弗·洛佩兹 / 苏珊·萨兰登

约翰（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饰）面临着典型的中年危机：即
使有着幸福家庭和体面事业，内心的空虚和压力却随着年龄而倍增。
他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某些催化剂，来重新唤醒内心激情。每次路
过舞蹈室，约翰都会看到舞蹈老师宝琳娜（詹妮弗·洛佩兹 Jennifer 
Lopez饰）。她美丽而略带神秘的魅力、加上约翰内心期待的某种生
活的变化，终于把他带进了里面的舞蹈课程。他报名参加这里的社交
舞培训，但令人失望的是老师并不是宝琳娜。更糟糕的是，约翰舞姿
笨拙，似乎并不是跳舞的料。然而，当学舞成为了约翰生活的一部
分，当他终于结识了宝琳娜并和她甚为投缘，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约翰报名参加了一个芝加哥的舞蹈大赛，而约翰的婚姻，也亮起了红
灯。

英文

VCD

谈谈情，跳跳舞

ME- 480 D0004288

这是一部纪实性电影，逼真地反映了希特勒人生的最后12天，
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苏联红军已经攻入柏林，希特勒（布鲁诺甘
茨Bruno Ganz 饰）和情妇爱娃（茱莉安柯勒 Juliane Khler 饰）也躲
到了掩体下。爱娃知道自己是来陪希特勒一起共赴黄泉的，但她并不
后悔。即使在她向希特勒为妹夫求情遭拒绝后，她也和希特勒一起
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婚礼。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戈倍尔（科琳娜哈弗
奇Corinna Harfouch饰）决心全家一起陪着元首殉葬。他共有7个孩
子，他和妻子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在没有帝国的天空生长，在希特
勒和爱娃自杀后也一同自杀。令人不胜感慨。

 布鲁诺·甘茨 / 茱莉安·柯勒
奥利弗·西斯贝格

156 分钟
剧情 / 传记 / 历史

Der Untergang
帝国的毁灭

英文

VCD ME- 481 D000429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Now You See Me
 悬疑 / 犯罪 / 奇幻
115 分钟

路易斯·莱特里尔
 杰西·艾森伯格 / 艾拉·菲舍尔

不夜赌城拉斯维加斯，豪华的表演大厅内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
的魔术表演，由丹尼尔·阿特拉斯（杰西·艾森伯格 Jesse Eisenberg 
饰）、亨莉·里维斯（艾拉·菲舍尔 Isla Fisher 饰）、杰克·怀尔德
（戴夫·弗兰科 Dave Franco 饰）和梅里特·麦克金尼（伍迪·哈里
森 Woody Harrelson 饰）四位魔术师组成的“四骑士”配合天衣无
缝，在众目睽睽之下偷来了某法国银行金库内350万欧元纸币，此举
在现场至全世界引起轰动。FBI探员罗德（马克·鲁夫洛 Mark Ruffalo 
饰）和国际刑警埃尔玛·德雷（梅拉尼·罗兰 Mélanie Laurent 饰）
奉命对四人展开调查，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求助于极具
名气的揭露魔术师布莱德利（摩根·弗里曼 Morgan Freeman 饰）。

英文

VCD

惊天魔盗团

ME- 482 D0004295

影片描述了1865年4月14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
刺前后所发生的国王影院故事，特别是他生前最后几天的经历及凶
手策划刺杀行动的全过程。Billy Campbell在本片中扮演林肯，Jesse 
Johnson扮演John Wilkes Booth，Geraldine Hughes扮演Mary Todd 
Lincoln，Graham Beckel扮演Edwin Stanton、Shawn Pyfrom扮演列
兵John W. Nichols。本片由汤姆·汉克斯解说，所有故事素材均来自
同名畅销小说。

比利·坎贝尔 / 杰西·约翰逊 / 汤姆·汉克斯
Adrian Moat

88 分钟
剧情 / 传记 / 历史

Killing Lincoln
刺杀林肯

英文

VCD ME- 483 D000429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Santa Claus
 家庭 / 奇幻 / 冒险
107 分钟

Jeannot Szwarg
David Huddleston / Burgess Meredith / Jeffrey Kramer

一向受到全世界小朋友喜欢的圣诞老人，今年遇上了心怀不轨的
玩具公司董事，他想占据全世界的玩具市场，千方百计地阻止圣诞老
人为孩子们送礼物。圣诞老人不畏险阻，为所有善良、天真的孩子们
带去梦想和关心，为所有贫穷、正直的孩子们带去温暧和食物。然
而，玩具公司董事是个阴险的家伙，想出了许多毒辣的计谋陷害圣诞
老人。圣诞老人使出上帝赐予的神力，与玩具商展开博弈，引起连串
动人心魄的故事。圣诞老人能够斗赢玩具商吗?明年圣诞的时候，还
能收到他的礼物吗？

英文

VCD

圣诞总动员

ME- 484 D0004299

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中，比利（布拉德皮特 Brad Pitt 
饰）所属的奥克兰运动家队败给了财大气粗的纽约扬基队，这让他
深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三名主力纷纷被重金挖走，未来的赛季前
途渺茫。在管理层会议上，大家一头雾水，只有他暗下决心改造球
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彼得（乔纳希
尔 Jonah Hill 饰），两者对于球队运营的理念不谋而合。凭借直觉
和经验，他仿佛找到了破解金元棒球的钥匙。他聘请彼得作为自己
的顾问，一起研究如何打造最高胜率的球队。他们用数学建模的方
式，逐渐开始挖掘上垒率的潜在明星，并通过软磨硬泡将他们招致
麾下。他们不在乎高层的冷嘲热讽，只是专心地为球队寻找信心和
实力的根源，终于新的赛季开始了……

布拉德·皮特 / 乔纳·希尔 
贝尼特·米勒

133 分钟
剧情 / 传记 / 运动

Moneyball
点球成金

英文

VCD ME- 485 D000430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Sherlock Holmes: A Game of Shadows
悬疑 / 惊悚 / 犯罪
129 分钟

盖·里奇
小罗伯特·唐尼 / 裘德·洛 / 瑞秋·麦克亚当斯

奥地利皇储突然自杀案件，让沉寂6个月的福尔摩斯（小罗伯
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 饰）再次启动。这次，福尔摩斯有了一
个强有力的对手——智力上与福尔摩斯相当的莫里亚蒂教授（杰瑞
德·哈里斯 Jared Harris 饰）。为了调查清楚皇储的自杀案件，福尔
摩 斯与华生（裘德·洛 Jude Law 饰），在吉普赛占星师西姆（劳
米·拉佩斯 Noomi Rapace 饰）的帮助下，和莫里亚蒂展开了在整
个欧洲大陆上的较量，从英国到法国、德国……虽然被称为最聪明的
人，但是莫里亚蒂教授仿佛能预知福尔摩斯的行踪，都能先一步福尔
摩斯逃之夭夭。莫里亚蒂教授死亡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被抹杀，历史可
能就此被改编，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福尔摩斯如何应对？

英文

VCD

大侦探福尔摩斯2：诡影游戏

ME- 486 D0004303

史蒂夫·洛佩兹（小罗伯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 饰）是一
名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最近因为一次骑行意外而住进了医院。在病床
上，他经常听见附近传来优美的小提琴声，从而结实了天才小提琴
手纳萨尼尔·埃尔斯（杰米·福克斯 Jamie Foxx 饰），渐渐地他发
现，埃 尔斯原来曾进修于声名显赫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然而却因精
神分裂症而辍学，如今只能流落街头卖艺为生。洛佩兹决意将埃尔斯
的故事写成专栏，为此他开始留意埃尔斯的一举一动，在相互了解的
过程中，两人渐渐建立了深厚友谊，洛佩兹为了帮助埃尔斯完成音乐
梦想甚至抛家弃业，然而埃尔斯的精神疾病却始终是两人之间的羁
绊……

杰米·福克斯 / 小罗伯特·唐尼
乔·怀特

117 分钟
剧情 / 音乐 / 传记

The Soloist
独奏者

英文

VCD ME- 487 D000430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Iron Man 3
动作 / 科幻
134 分钟

沙恩·布莱克
小罗伯特·唐尼 / 盖·皮尔斯

自纽约事件以来，托尼·斯塔克（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 饰）为前所未有的焦虑症所困扰。他疯狂投入钢铁侠升
级版的研发，为此废寝忘食，甚至忽略了女友佩珀·波茨（格温妮
斯·帕特洛 Gwyneth Paltrow 饰）的感受。与此同时，臭名昭著
的恐怖头目曼达林（本·金斯利 Ben Kingsley 饰）制造了一连串的
爆炸袭击事件，托尼当年最忠诚的保镖即在最近的一次袭击中身负
重伤。未过多久，托尼、佩珀以及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女植物学
家玛雅（丽贝卡·豪尔 Rebecca Hall 饰）在家中遭到猛烈的炮火袭
击，几乎丧命，而这一切似乎都与22年前那名偶然邂逅的科学家阿
尔德里奇·基连（盖·皮尔斯 Guy Pearce 饰）及其终极生物的研究
有关。即使有精密先进的铠甲护身，也无法排遣发自心底的焦虑。
被击碎一切的托尼，如何穿越来自地狱的熊熊烈……

英文

VCD

钢铁侠3

ME- 488 D0004309

四年前，丈夫Martin（查宁·塔图姆 Channing Tatum 饰）的
入狱让Emily（鲁妮·玛拉 Rooney Mara 饰）陷入了忧郁之中。如今
Martin出狱了，Emily的忧郁并没有减少，反而企图在停车场开车自
杀。自杀未遂后，医生Jon（裘德·洛 Jude Law 饰）开始对她进行
治疗。Jon了解到Emily以前的医生是Siebert，便找Siebert了解了一
些情况。Jon给Emily开了几种治忧郁症的药，似乎都没作用。Emily
提出让她服用一种叫Ablixa的药，是她的同事Julia向她推荐的。服用
了这种新药之后，Emily病情有所好转，却开始梦游。Jon告诉她，梦
游是服用这种药的副作用。一天晚上，Martin回到家中，发现Emily
在厨房梦游，Emily更拿着刀刺中了Martin。Martin死亡，法院判处
Emily无罪，但她必须……

 裘德·洛 / 鲁妮·玛拉 / 查宁·塔图姆
史蒂文·索德伯格

106 分钟
剧情 / 惊悚 / 犯罪

Side Effects
副作用

英文

VCD ME- 489 D000431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Premium Rush
 动作 / 惊悚
91 分钟

大卫·凯普
 约瑟夫·高登-莱维特 / 迈克尔·珊农

速递员威利（约瑟夫·高登-莱维特 Joseph Gordon-Levitt 饰）的
自行车是一辆经过改装的fixed gear，钢制车架，，再加上他的车技和
灵敏的反应，每天都能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一天，一个女人给了他
一个“非常重要的急件”，要他在90分钟内把这个东西送到唐人街。
可是在半路上，却又警察把威利拦了下来，并用强迫的方法要威利交
出那个急件。走投无路的威利只好私自拆开了信封，并发现了一个惊
人的秘密。那么，发现秘密的威利能在90分钟内把这个消息准确送达
么？他的自行车能跑得过警车和黑帮的速度么？

英文

VCD

致命急件

ME- 490 D0004311

圣诞节又快到了，家住北极的圣诞老人（Richard Riehle 饰）又
将远赴纽约，给小朋友们发送圣诞礼包。然而今年却有些不寻常，
圣诞老人发现纽约的圣诞精神日渐稀薄，他决定和自己忠实的狗狗
Paws（扎克瑞·戈登 Zachary Gordon 配音）先行下地考察一番。然
而不幸的是，圣诞老人在街上被一辆的士撞倒，用来维持活力的晶体
吊坠和钱一并被偷走，醒来后便丧失了记忆。他阴差阳错地来到已故
老友哈克巴克先生的玩具店，并被新店主夫妇雇用为店里的”圣诞老
人”扮演者。与此同时，一个小女孩奎因（Kaitlyn Maher 饰）正被
送到一个孤儿寄养家庭，受尽女主人苛刻的对待，一天夜里，她偶然
发现了正在纽约街头焦急地寻找圣诞老人的小狗Paws，并小心收留
了它。圣诞节眼看将至，失去了晶体吊坠的圣诞老人身体却一天天迅
速衰退，Paws和它的伙伴们能否在偌大的纽约找回圣诞老人...

 Mitchel Musso / Richard Kind
Robert Vince

96 分钟
家庭

The Search for Santa Paws
圣诞狗狗1：全面搜寻

英文

VCD ME- 491 D000431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真假公主

 剧情 /  历史 英文  /  法语
Anastasia

105 分钟

安纳托尔·李维克
VCD

英格丽·褒曼，尤·伯连纳，海伦·海丝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沙皇和他的家庭被逮捕及处死。但越
来越多谣传说沙皇最小的女儿——最高贵的公主殿下安娜斯塔西亚依
旧侥幸存活着。1928年，俄国将军波宁受流亡在北欧的俄国皇太后
之托，开始寻找公主的下落。而安娜斯塔西亚将继承一千万美元的遗
产。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没有任何证件，被波宁在一家精神病医院
发现。她有着与公主惊人相似的容貌。经过波宁亲自监督的毫无人情
味的训练下，她忍受过来，完成了从灰姑......

ME- 1 D000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