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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谈（妖怪比留子）
Hiruko The Goblin

奇幻 / 恐怖 / 喜剧 日文

89 分钟
VCD

塚本晋也
泽田研二 / 工藤正贵 / 室田日出男

暑假到了，学校里看似空无一人，但原来考古学家八部教授正在
学校附近的墓地寻幽探秘。小女生令子壮着胆子前来一同探险，没想
到竟错手释放了拥有蜘蛛身体的妖怪比留子 (Hiruko)。小男生正雄本
想向令子表白爱意，但还未找到心上人，却找到这只专门引诱别人砍
下自己头颅的妖怪。另一位对妖怪之说深信不疑的考古学家稗田先
生，应八部教授的邀请前来学校进行考察，早有准备的他从皮箱中搬
出各种奇怪兵器，伙同为爱疯狂的正雄和阴森恐怖的校工叔叔，誓要
与妖怪们决一死战。 

午夜凶铃
The Ring

恐怖/悬疑 日文
95分钟

DVD
中田秀夫
中谷美纪 / 大高力也 / 小日向文世

井里发现了贞子的尸体。30年前被杀死的这具尸体，经由法医解
剖，竟有了最骇人听闻的结果！『关于那具尸体的死亡时间，根据我
们的解剖研判，大约是在1、2年死亡的……』贞子一直活着吗？！
就在谜团产生的同时，诅咒录像带也在大家的以讹传讹中，安静而快
速的不断被拷贝扩散出去……恐怖的贞子原来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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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豆的舞娘

西河克己

The Izu Dancer
剧情 日文

82 分钟
VCD

山口百惠 / 三浦友和

主人公是一个二十岁的高中学生，性情孤僻。一次，在去伊豆的
旅行途中，遇到一队乡村巡迥演出的艺人，并与之结伴同行。他认识
了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美貌舞女，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为舞女迷人
的姿色所吸引，甚至还产生过占有她的邪念。但他不愿这种无瑕的美
受到沾污和损害。一方面。他为自己难以抑制的冲动而苦恼，更为少
女夜晚可能受到侮辱而惴惴不安。当他在男女公共浴场看到她裸露着
少女纯洁的肉体，欢叫着朝他迎面跑来时，从那天真无瑕的神态中，
感到了无限的宽慰。舞女也对这位青年一见钟情。几天后，青年旅费
耗尽，不得不和这队艺人分别了。临行前，来送他的舞女默默无言，
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船开了，舞女的身姿渐渐远去，消隐。他沮丧
地躺在床上，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淌。 

19世纪的日本，座头市是一位失明的流浪汉，靠赌博为生，但在
平凡的外形之下，他却是一个精通剑术的武士，他拔剑如同散电般迅
速，斩人的精确度也是令人窒息，座头市有一天来到一座由意大利黑
手党把持的山头，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要向黑手党缴交路费，自从他们
将著名的武士服部招揽到旗下之后，更加不可一世，在一个赌局上，
座头市与朋友真吉遇到了几个艺伎，尽管有美丽迷人的外表，她们却
是极之危险的人物，其中两人是特地来为父母报仇的。他们隐姓埋
名，苦练技艺，等待复仇机会，邪恶的黑手党党羽派人暗杀座头市，
他必须拔出身边的长剑自卫，一场血腥战斗在所难免。

座头市的世界
The Bilnd Swordsman

日文

DVD

北野武，浅野忠信，夏川结衣

剧情 / 犯罪 / 剧情 / 音乐

116 分钟

北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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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
仲代达矢 / 寺尾聪 / 根津甚八

160 分钟
DVD

日文动作 / 剧情

乱

 这天，生在战国时代下的猛将一文字秀虎（仲代达矢 饰），迎来
了七十岁寿辰，他决定让三个儿子继承自己打下的江山。“一支箭易
折，三支就难了”，秀虎说道，并将一城交给长子太郎（寺尾聪 饰）
，二城交给次郎（根津甚八 饰），三城交给三郎（隆大介 饰），自
己则打算平静地度过余生。同座的邻国领主藤卷（植木等 饰）与绫
部（田崎润 饰），听闻秀虎的决定后，大为吃惊。小儿子三郎不能
认同父亲的做法，拿三支箭放在膝盖上，用蛮力折断了它们。此举激
怒了父亲，秀虎将三郎及其重臣平山丹后（油井昌由树 饰）放逐领土
之外。藤卷十分赏识三郎的性情，决意将其迎至家中做女婿。与此同
时，太郎的正室枫（原田美枝子 饰），不满秀虎仍拥有大殿的名义与
资格，教唆太郎与父亲对立。因为枫的双亲及兄弟姐妹，都死在秀虎
刀下，自家领土也被秀虎占领。太郎按枫的吩咐，向父亲提出要求，
秀虎勃然大怒，挥袖离开一城，前往次郎所在的二城。谁料，次郎与
其重臣，正谋划着夺取一城。秀虎伤心至极，来到了三城，可是，在
那儿等待着他的，是一场更大的悲剧……

大海的见证
The sea is watching

爱情 / 剧情 日文

119 分钟
DVD

熊井启

清水美沙 / 远野凪子 / 永濑正敏

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的深川。在深川的“苇屋”妓院工作的小新
善良而单纯，姐姐菊乃经常教导她不要爱上钟情的客人。一夜，酒醉
伤人的年轻武士房之助逃到了苇屋，在小新的帮助下躲过了缉查。此
后，深被小新感动的他冒着被缉拿的危险，数次到妓院看望她。小新
虽然内心苦苦争扎但仍然深深地爱上了他。善良的隐居善兵卫深爱着
菊乃，希望他们能成家。无力摆脱流氓银次的菊乃陷入烦恼之中。当
房之助通缉令解除的时候，他最后一次来到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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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
原节子 / 藤田进 / 大河内传次郎

剧情
110 分钟

日文

我对青春无悔
No Regrets for Our Youth

以战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京都大学教授龙川事件，鸠山文化部
大臣军阀主义的盛行，而将鼓吹自由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龙川开
除，当时遭到京都帝国大学上下一致的反对。此外并以卓鲁格国际间
碟事件做为背景，描写女主角幸枝于战争中所遭遇的种种，进而批判
战争以及当时盛行的法西斯主义。片中后段描写决定独立的幸枝所遭
遇的苦难，她跟随野毛之后，初尝爱情的幸福滋味，但好景不长，野
毛由于暗地从事反战运动而终生入狱，幸枝也因此每天被特务逼问受
尽屈辱。而担任此案件的检察官竟是当年的同学系川。幸枝被释放
之后，回到野毛所深爱的故乡，与野毛的双亲一起渡日。日本在战败
后，民主主义盛行，八木原教授又回到学校中，幸枝则决定从事农村
文化运动。

生之欲
Living

黑泽明
志村乔 / 千秋实 / 藤原釜足

日文剧情
143 分钟

影片描述一个得胃癌晚期的模范公务员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所遭遇的种种。当他回到家中时，却听到唯一的儿子和媳妇想利用他
的退休金及储蓄，到外面另组小家庭。伤心的渡边望着亡妻的照片老
泪纵横。在一位年轻的女部属的帮助下。他打起精神，亲自督促建设
社区公园。但所有的功劳却为上司所夺。最后渡边决定在公园里渡过
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以表示他的抗议与愤怒，渡边的行动令部下们
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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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下惠介
田村高广 / 笠智众 / 高峰秀子

日文剧情
156 分钟

DVD

二十四只眼睛
Twenty-Four Eyes

1928年4月4日，大石久子到濑户内海小豆岛小学某分校赴任。
此地孩子们只有到五年级时才会从分校转到离此五里的总校去上学。
当她骑着新式自行车穿着西服出现在村子里时，给村子带来的极大的
冲击。就这样，她第一次走上了仅有12名学生的分校讲坛。可是第二
天，她就扭了脚住进了医院，孩子们走了八公里路去去看望老师，并
拍了纪念照。大石因为不能骑车，就转到本校教书去了。五年后，日
本军国主义不断推进，孩子们也从分校转到本校来上学了，大石也结
婚了。因为战争，孩子们遭遇了很多变故，大石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怀
疑想要辞去老师工作。“24只眼睛”毕业后第八年，在支那事变、日
德意志防共协定签订的历史动荡中，当年的孩子们死的死，残的残。
大石再次踏上分校讲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幕末太阳传

喜剧 日文
110 分钟

DVD
川岛雄三
弗兰克堺 / 左幸子 / 南田洋子

这是一部典型的日本黑色幽默喜剧，影片的主人公佐平次是个骗
子式的人物，影片描写他在江户时代环境恶劣的妓院里如何巧妙地施
展骗术，在各种阶层的人物之间混饭吃的生存术来表现善良的有缺点
的小人物。但是，这种笑是沉重的，伤感的。影片从始至终贯穿着日
本大众喜闻乐见的单口相声，在相声间穿插着佐平次被扣打工还账，
在艺妓馆里混成了人见人爱的宝贝，又偶遇幕府末期的政治家高杉晋
作，为救被卖进妓院的少女，同意协助晋作策划去烧品川的英国领事
馆的故事。被称作“落语”的日本单口相声与佐平次的故事情节相佐
相辅，构成一出超级古装讽刺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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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雨

今村昌平
田中好子 / 北村和夫 / 市原悦子

剧情 日文
123 分钟

DVD

Black Rain

故事讲述1945年8月6日，美国一枚原子弹发向日本广岛，含幅射
的黑雨四处飞降。正乘船前往姑丈家的矢须子看到一片焦土，哀鸿遍
野。然而这并非是浩劫的终结，直到5年后，受幅射感染的人仍因种
种不治之症死去。而矢须子也因此得不到应有的爱情，她多想祈求人
类不再受原子弹和黑雨的残害，渴望自己生命的延续，然而身体日益
虚弱的她终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浮云
Floating Clouds

爱情/剧情 日文
123 分钟

DVD
成濑巳喜男
高峰秀子 / 森雅之 / 冈田茉莉子

家有妻室的富冈兼吉是农林部的接枝师，战争时期被派往日本侵
略下的印度，担任管理森林资源的工作。与一名因遭到表兄强奸而主
动要求来这里当打字员的幸田雪子的相恋。战争结束后，富冈向雪子
保证回到日本便与妻子离婚后她一起生活。不久，雪子回到日本找到
雪冈，富冈惊慌失措，向她解释没有离婚的原因。雪子只好默默离
去，借了一间破旧的仓房住下。富冈又来找雪子，俩人缠绵的情感仍
然藕断丝连。富冈经营事业失败，带着雪子来到伊香堡温泉，又与温
泉酒吧老板的妻子阿势发生了关系，雪子一气之下回到了东京。后来
她发现自己怀了孕，又去找富冈。这时的富冈已和阿势同居。雪子又
一次陷入困境，她只好借钱将孩子打掉。阿势被她丈夫杀死后，走投
无路的富冈又来找雪子，雪子再一次原谅了富冈。此时，富冈的妻子
已死，他又回到了农林部并被派往尾久岛工作。雪子和他同行，途中
雪子患病，不久便死去。富冈兼吉百感交集，抚尸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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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濑巳喜男

银桌化妆

田中绢代 / 花井兰子 / 堀雄二

Ginza Cosmetics
剧情 日文
84 分钟

DVD

银座酒吧人到中年的女主人已经从事这份工作近十年，为了抚养
她的孩子，还有前夫，他们总是一次次来要钱。她想通过找一个财大
气粗的资助人来支撑摇摇欲坠的酒吧。她拒绝了他的性暗示。当她接
待一个曾经骗过她前夫的客人时，一个从乡下来的讨论诗歌的年轻男
人使她想要逃离现实。但年轻男人与一个年轻女孩相爱了。女主人经
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离开了，去照顾她的儿子。

东京物语

小津安二郎
笠智众 / 原节子 / 杉村春子

剧情 日文
136 分钟

Tokyo Story

DVD 

平山周吉老夫妇欲前往东京与其他子女相聚。途中经大阪时，与
在国铁服务的三男敬三相见后，直达东京长男幸一家中，两三天后，
老夫妻因无聊而移往经营美容院的长女志子家中，但志子十分吝啬，
只有已故二儿子的媳妇纪子给予了二老热情的接侍。由于与老友喝酒
受到女儿责难，周吉一气之下回乡。周吉老太太不多久即因脑溢血病
逝，最后与纪子语重心长的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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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
杉村春子 / 笠智众 / 原节子

DVD

大学教授曾宫周早年丧妻，与女儿纪子相依为命住在镰仓。自母
亲死后，纪子就承担起家庭重担，现在二十七岁了还未结婚。曾宫的
妹妹田口真纱和纪子的朋友北川绫都非常关心纪子的婚事，但是纪子
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宫的朋友、京都大学的教授小野寺，一再劝
说曾宫再找个妻子，这引起了纪子的反感，没想到姑妈真介绍了一个
叫三轮秋子的女人给她的父亲。令纪子意外的是，父亲居然同意了，
只是说要纪子找到伴侣之后再会考虑自己的这门婚事。此时纪子才明
白，自己的是真的到了该出嫁的时候了。父女二人从京都旅游回来后
不久，纪子就出嫁了。其实，父亲欺骗了纪子，他只是为了能让纪子
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家庭和幸福，而说了违心话。在那晚春的夜晚，
只有父亲一个人孤独地消磨时光。

晚春
Late Spring

剧情 日文
108 分钟

小津安二郎
原节子 / 笠智众 / 杉村春子

DVD
135 分钟
剧情 日文

麦秋
Early Summer

另一个纪子相亲的故事，另一个主题与调子。纪子已二十八岁，
和父母、兄嫂及一对侄儿同住，大家都操心她还没找到归宿，但纪子
半点也不介怀。上司把中年的社长介绍给她，邻居同时向纪子透露很
想找她做媳妇，给带着女儿的儿子续弦。伤透了心的父母觉得女儿只
有这些对象好可怜，但忽地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觉，给纪子做了决定。
原节子最出色的作品，她道出幸福况味时面露的一个笑容，为银幕烙
下永恒的女神形象。纵使三代同住的家庭随着女儿出嫁终于离散，但
纪子挂在嘴边的“幸福”，在小津字典里却是个稀有的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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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
三船敏郎 / 志村乔 / 三条美纪

剧情
95 分钟

DVD

日文

静静的决斗
The Quiet Duel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医恭二替一名患梅毒的上尉治疗时，
不幸也染上了这可怕的疾病，此后便一直活在恶梦及痛苦中。战后，
恭二仍然积极行医，但碍于自己的病，一直婉拒与女友美佐成婚，奈
何美佐坚决守候，一耗便是六年的青春光阴。恭二父亲不知道儿子的
苦衷，亦常埋怨他对美佐不公平，直至儿子道出自己的不幸，两父子
才打破多年来的隔膜……

山椒大夫

沟口健二
田中绢代 / 香川京子 / 菅井一郎

Legend of Bailiff Sansho
剧情

120 分钟
日文

DVD

故事发生在十一世纪的日本，地方官因不愿同流合污而被放逐，
临行前训诫儿子要懂得宽恕别人。不料他的家人在一次远行中被掳
劫，妻子被迫当娼妓，一对年幼子女则沦为贪官山椒大夫的奴仆。儿
子厨子王长大后，虽然已成为山椒大夫最信任的手下，但他一直没有
忘记父亲的教诲，并在妹妹的苦劝及协助下逃离山椒家。厨子王成功
逃脱后，为争取公义，冒死向首相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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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健二
京町子 / 森雅之 / 山村聪

日文

DVD

爱情 / 剧情 / 历史
98 分钟

桃花园的邂逅，杨玉环倾城之貌深深吸引了正在弹琴的唐玄宗。
从此，她摆脱了过往奴婢般的生活。深宫中，杨玉环享受著纸醉金迷
的生活，经历了宫中明争暗斗，受著玄宗万千的宠幸，成为贵妃。此
时，一切她都彷佛伸手可及。然而，玄宗倾倒她的美色，疏于政务，
最后，招徕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杨贵妃倾城之美换来自缢
的终局，以及遗留下段段流传至今、娓娓动人的故事。

杨贵妃
Empress Yank Kwei Fei

黑泽明

Throne of Blood
剧情
110 分钟

日文

DVD

蜘蛛巢城

三船敏郎 / 山田五十铃 / 志村乔

战国时代，大将鹫津武时和三木将平叛有功，回主寨领赏。路过
蛛脚森林，迷了路。遇一妖婆，预言鹫津将当上北城城主。他回到主
寨果真国主授他任北城城主，他相信预言就是现实，便在妻子浅茅的
怂勇下，按照妖婆的预言，设计杀了主公，自封为蜘蛛巢城的城主。
后又设计除掉三木将军。三木的儿子保护国主杀出重围。浅茅因作恶
多端受到良心谴责，发了疯，他腹中的的孩子也死在腹内。蛛脚森林
的妖婆又预言只要蛛脚森林不动，鹫津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
蛛脚森林动了，向蜘蛛巢城围攻。主君的儿子以树为掩护绑在马背上
向蛛网宫堡进军，城内士兵起兵响应，用乱箭射死了鹫津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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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
三船敏郎 / 森雅之香川京子

惊栗 / 剧情 日文
151 分钟

DVD

懒汉睡夫
The Bad Sleep Well

这部惊险报仇片剧情复杂，线索纵横交错，黑泽明通过一宗贿赂
事件，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官商界的黑暗，对人性的丑恶一面刻划得入
木三分。在构图方面，黑泽明控制得更完美无瑕，通道、楼梯、房间
的排列、镜的摆设，以至瓦砾堆的空间布置，都拍得均整有致，计算
得惊人地准确。

森田芳光
松田优作 / 小林薰 / 笠智众

DVD

剧情
130 分钟

日文

其后
And Then

改编自夏目漱石同名原著。明治后期，东京。年近三十的富家子大助
没有正职，每天看书和思考，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某日，他的同学
平冈和妻子三千代回东京找他帮忙，生命中某段难忘的记忆再次弥漫
空中，但因不想和平冈竞争而暗暗放弃。事隔多年，三人的心默默地
起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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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泽
安圣基 / 吴贞孩 / 韩银真

剧情
108 分钟

DVD

韩文

祝祭
Festival

故事写的是在一个临海的小渔村，一个老妇人被病魔夺去了生
命。这一来，原本非常平静的小渔村立刻起了变化，汇拢来的女眷们
簇拥着遗体，毫无忌惮地放声痛哭。不久，吊唁的客人和村民纷纷沓
至。亡人是个著名作家的母亲，所以也惊动了中央及地方的要员。时
光流逝，夜入三更，人们举杯落盏之余，有的已是横躺竖卧，烂醉如
泥。但也有人或醉心赌牌，或大嚷大叫，或出拳动手打骂起来。丧家
乱哄哄的，一片狼藉。隔天亮了，送葬的时刻到了。人们抬着棺舆，
排着队列，唱着挽歌，向墓地进发。下葬结束后，回到丧家的人们，
将死者的遗像安放在灵堂，最后照纪念照。大家神情凝重，照相人的
一句玩笑，才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活动结束了，小小的渔村又恢复
了往日的平静。

芳本美代子 / 浅野忠信 / 大口广司
岩井俊二

DVD
50 分钟
剧情 日文

人鱼传说
Fried Dragon Fish

侦探社的接线生阿佩被派往调查一宗盗窃超级赤色龙鱼案件，根
据种种线索显示，疑匪飞山应改藏在工厂区内，阿佩赶赴现场途中遇
见夏郎，夏郎养了数尾热带鱼，阿佩情不自禁对他产生了情愫，然
而，夏郎真正的身份原来是国际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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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挽歌

铃木清顺
高桥英树,川津祐介,加藤武

DVD
86 分钟
动作 / 剧情 / 喜剧 日文

Elegy to Violence

正值青春年少的中学生麟六甲由于性格倔强，常常与人打架，人
生中总会存在着打架，打架的修炼正是人生的修炼，打架的过程正是
他成长的过程，其中，有夹杂着恋爱的悸动，初恋式甘甜的，又是苦
涩的，在正统的硬汉都难以承受恋爱的烦恼。青春的冲动把男子汉们
卷进打架的漩涡中，打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讴歌男子汉们的热
血，豪迈和凄决。

让-皮埃尔·里莫森
武田真治 / 吉川日奈 / Kaori Mizushima

东京之眼
Tokyo Eyes

惊悚 / 喜剧 日文
97 分钟

DVD

东京：一个荒诞的病态都市，出现了一名神秘“四眼”狂徒（武
田真治饰），对于社会败类施以私刑。但他每次都不能击中目标。他
行踪神秘，令警方束手无策。直到“四眼”遇上一名女子日奈（吉川
日奈饰），爱情滋润令“四眼”人间蒸发，回复原貌“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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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
斋藤达雄 / 青木富夫 / 吉川满子

DVD

喜剧 / 剧情
100 分钟

日文

我出生了，但
I Was Born, But...

小职员搬到城郊，岂料山雨欲来，大人与小孩世界各自上演不同
的权力游戏。新来的一双小兄弟给小邻居欺负得眼泪涟涟，后来借用
别人的武力做了小霸王。小兄弟目睹窝囊的父亲扮小丑取悦老板，气
上心头骂了父亲一顿，然后绝食抗议。暖热饭团最后送到两张小嘴
里，一家人和气收场，小孩上了生命「宝贵的」头一课。大人虚伪，
莫非真的有道理？

衣笠贞之助
京町子 / 长谷川一夫 / 山形勋

剧情 / 历史
86 分钟

DVD

日文

地狱门
Gate of Hell

剧情主要讲述平清盛在去严岛时期，京都被反对派趁机发动袭击
占领，大臣也被投入法性寺的山门地牢。武士盛远冲破敌阵，将一美
貌女子阿娑救出安顿到哥哥公馆，并赶去严岛向清盛报告险情。清盛
领兵反攻首都，夺回了失地。论攻行赏时，盛远要求得到阿娑，遭到
清盛的讥笑，原来她是清盛侍从渡边渡的妻子。烦恼的盛远在赛马时
又输给了渡，怒而拨剑要与之决斗。阿娑为救丈夫，假意要盛远刺杀
渡后再与之结合，自己则扮成丈夫的模样，死在盛远手下。知道真相
的盛远在伤痛中削发为僧，远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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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A Scene at the Sea

爱情 日文
101 分钟

DVD
北野武
真木藏人 / 大岛弘子 / 河原萨布

这是一部彻底沉默的电影，影片的内容主要通过画面的节奏和人
物的动作来表现，没有任何语言说明，仅此一点就让人惊叹。这可以
说是一部爱情片，却没有一般爱情片应有的恋爱的场景，两个聋哑人
之间没有任何对白，连哑语也很少。故事的舞台只有大海和沙滩，也
许音乐也算是一种舞台？很明显地，导演是在有意识地抛弃传统电影
中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元素，不能不让人敬佩。这样的电影实在是太
少。

歌厅

角川春树 (Haruki Kadokawa)

剧情
Cabaret

野村宏伸 / 鹿贺丈史 / 倍赏美津子 

DVD

日文
124 分钟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柏林，纳粹势力正在兴起。美国女艺人Sal-
ly（丽莎·明奈利 Liza Minnelli 饰）是一家俱乐部的舞女，非常受
欢迎。刚刚来到柏林的英国男教师Brian Roberts（麦克尔·约克 Mi-
chael York 饰）碰巧成了Sally的室友，他以教英语来养活自己。Sally
诱惑Brian没有成功，于是怀疑他是个男同性恋者。Sally和她的一个
朋友Max（赫尔穆特·格里姆 Helmut Griem饰）发生了关系，后来
她发现，Robert也和Max发生过关系。另一边，一个犹太人Fritz爱
上了Robert学生Natalia，一个有钱的犹太小姐。为了和Natalia在一
起，他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犹太教徒。Sally怀孕了，但她却不知道
孩子是Robert还是Max的。纳粹在德国的势力越来越盛，Robert决定
带Sally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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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五郎与怪人二十面向
AKECHI VS 20MENS /Kogoro Akechi vs Kaijin Nijyuu Menso

剧情
90 分钟

日文

DVD
福泽克雄
田村正和 / 北野武 / 宫泽理惠

《明智小五朗对怪人二十面相》是大名鼎鼎，江户川乱步的代表
作，日本推理界的一代宗师，没看过小说也一定听过那个培植新秀名
家的「江户川乱步赏」吧！而《明智小五郎 VS. 怪人二十面相》的对
决，正是江户川 1936 年以后开始创作少年读物时期的绝佳经典。《
明智小五郎 VS. 怪人二十面相》＝田村正和 VS 北野武，这等噱头当
然会未演先轰动，而整部戏亮出的卡司除了这两位大牌外，还加了宫
泽理惠、黑木瞳、伊东四朗、西村雅彦、北村总一郎、久本雅美、中
尾明庆，管他客串与否，一字排开的阵势，这叫超豪华。还有，幕
后制作群同样不敢怠慢，TBS为了这部大戏，亲自由王牌制作人八木
康夫领军，《百年物语》编剧群之一的山元清多负责脚本，再找来福
泽克雄担任导演，这样从里到外，从幕前到幕后，简直就是黄金钻石
级配备。一部比福尔摩斯更加敏锐的悬念电影！二战结速前夕，在中
国东北的731研究基地，一位日本博士的变脸手术取得成果。这意味
着它可以让一个人变成敌国的总统或司令，并以次扭转战局。战争结
速后三年，正当是日本从战争中恢复的时候。日本各地都有流传二十
面相的谣言。二十面相是一个专门盗取高级文物的大
盗。人如其名他有着二十张不同的脸可以转换，来
无踪去无影。让警视厅毫无办法。东京所有珍藏
的美术品，以及价值昂贵的宝物都会被“怪人二
十面相”相中……

珈琲时光

华语剧情

侯孝贤
淺野忠信 / 一青窈

DVD

阳子（一青窈）表面看来是个温文有礼的传统女性，却有前卫出
格的思想，台北教书生涯让她收获了尚在腹中的胎儿，并就是否将他
（她）生下与父母产生矛盾——她不认为孩子一定要有爸爸。小书店
老板也是阳子朋友的肇（浅野忠信）虽喜欢她，但因没作好承担责任
的思想准备，并没在阳子人生最困顿时伸来一双及时的手。作为纪念
小津诞辰100周年而拍的该片，没能复制小津镜头下的东京景象（因
为已经消失），却复制了小津电影里安静恬美的意境和隐忍克制的情
感。但时间毕竟流过了几十年，隐忍情感的角度已有很大的转变。

Cafe Lum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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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

洪英姬 / 朴花善 / 金龙鳞
朴学 / 催益奎

VCD

韩语

卖花姑娘
Kotpanum chonio

花妮是贫农的女儿，父亲在八年前累死在裴地主家，哥哥哲勇又
去当了八年长工。这一年，哲勇长工期满准备回家，地主不甘心放走
哲勇，以利息为借口刁难。妹妹顺姬因为饿摘了地主家一颗枣，被推
在药罐上烫瞎了眼睛，哲勇一怒之下烧了地方房子被捕入狱。六年
后，花妮替积劳成积的母亲当了女佣，受尽折磨，一次在卖花中被地
主发现，拐卖给女工招收处。药店主送花妮一副药给母亲，不想地主
又追来，母亲含恨而死。花妮去监狱看哥哥，却……

黑泽明 / 本多猪四郎
松村达雄 / 香川京子 / 井川比佐志

DVD
134 分钟
剧情 英语 / 日文

Madadayo
一代鲜师(还没有呐)

充满生命情趣的教师内田百闲毅然辞去大学教书职务，从事写作
工作。六十一岁开始，学生每年都为他筹备生日大会，每年学生都
开玩笑问道：「你准备好没有呀？」(Mahda-kai)他一口气饮尽为他
而设的大杯啤酒，之后总是说一句：「还未呀！」(Madadayo)意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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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
三船敏郎 / 千秋实 / 藤原釜足

DVD
139 分钟

动作 / 冒险 日文

战国英豪
THE HIDDEN FORTRESS

战国时代秋月家被邻国的山名家打败，两个农夫复田七与竹田在
逃命的途中，偶然发现树枝里居然藏着黄金，他们大喜，遂拼命寻找
更多，但这时他们碰到秋月家大将真壁六郎，他正在护送秋月公主逃
离，并将两个农夫向他提供了逃离路线，于是，真壁装成农民，公主
装成哑巴，他们一起上路，一路上，公主不断被识破身份，山名家围
追堵截，最后，为了救大家，真壁六郎竟面临一场决斗……

朴光贤
申河均 / 郑在泳 / 姜惠贞

DVD
133 分钟

韩语 / 英语喜剧 / 剧情 / 战争

欢迎来到东莫村
Welcome to Dongmakgol

1950年11月，正当韩国挣扎在战争的混乱之中之际，有一个坐落
在汉白山峭壁底下的村子——东莫村。这里坠落了一架美军战斗机P-
47D，在飞机内有联合部队士兵史密斯。生活在东莫村的逾日见到了
此情景，在去传送这消息的途中，遇到了朝鲜人民解放军李秀华，并
把他们领到了东莫村。这时脱离军队而迷失方向的韩国军表玄哲一行
业来到了东莫村。韩国军、人民解放军、联合军聚到了一起，随之而
来的紧张感也在一天天加剧。想要生命去死守的地方——东莫村……
在连枪都没有见过的东莫村村民面前，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显得那么无
力。但战争还是降临到了东莫村。国军误认为坠落在东莫村的美国飞
机是被敌军击落的，因此决定集中攻打村子。国军、人民军、联合军
决定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险情，拼命的要
守住这个村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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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口史靖
上野树里 / 渡边绘理 / Nagisa Abe

VCD

剧情 / 喜剧 / 音乐
105 分钟

日文

喇叭书院
Swing Girls

一群好逸恶劳的女学生，忽然迷上爵士乐。袋里没有三分钱，要
买乐器唯有修心养性努力挣钱。到超市做兼职，却差点把货物烧清
光；去山边偷摘珍贵松茸，却偏偏巧遇野猪王；乐器终于买成，可惜
爵士乐莫测高深，她们吹到气咳都只得噪音。在同样一头雾水的数学
老师教导下，竟误打误撞领悟到个中奥妙。终于稍有成绩，正准备在
音乐节初试啼声，怎料……

周防正行
清水美沙 / 本木雅弘 / 竹中直人

DVD
105 分钟
喜剧 / 运动 日文

五个相扑的少年
Sumo Do, Sumo Don’t

大学生学相扑并誓言争取胜利的故事。秋平为了要顺利毕业去
找教授，没想到教授反而要他加入快倒闭的相扑社。为了文凭，他
只好与其他被硬拉来的几个人仓促成军，穿上丁字裤，硬著头皮上
竞技场，首次比赛的连连失利虽引来众人耻笑辱骂，但也激起了这
几位大学生想要一雪前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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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累累的天使
An Angel with Many Scars

阪本顺治
丰川悦司 / 真木藏人 / 原田知世

DVD
118 分钟
剧情 日文

潦倒的私家侦探阿满和阿久，遇黑社会火并事件，临死的仓井托
付他们将其在托儿所的小儿送回家乡其前女友处。两人百无聊赖，权
当散心，便开着一辆敞蓬车带着小孩离开东京，向青森进发。但事情
不像他们想象的顺利：仓井前女友已另结新欢，完全不接纳小孩。他
们无奈只好将小孩子送回仓井乡下的老父亲处。其间，他们和小孩的
关系由疏到亲发生点点滴滴的变化，阿满还和一个东京来的女子发展
出一段隐隐约约的感情。而在旅途中，两人原先存在的芥蒂也渐渐化
解。阿满和阿久最终将小孩送回乡下，并依依惜别。阿满和女子约定
在东京见面，他却在和阿久驱车回家的路途中死于黑帮的冷枪之中。

椎名桔平 / 小林薰 / 香川照之
崔洋一

VCD
100 分钟
剧情 日文

导盲犬小Q
Quill

小Q是一只拉布拉多犬，身上流着优秀的导盲犬血统。相对其他
的兄弟姊妺，小Q确是与别不同，他身上有个特别的胎记——像小鸟
展翅的记号，因此他的养父母给他改名为小Q(即鸟的羽翼的意思)。小
Q不久就被挑选成导盲犬，正式展开犬只训练中心的艰辛生活。在陌
生的环境里，身边有很多陌生的狗只，训练员并不像旧主人般和蔼可
亲，但开朗的小Q无畏无惧，乐观地面对每一项训练。今天，牠毕业
了，小Q终于成为一只真正的导盲犬。小Q的第一个「主人」是渡边
先生。渡边先生是个顽固的家伙，天生不喜欢狗，认为盲公竹比导盲
犬可靠得多了。但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渡边先生被小Q无私的爱打动
了，不管是散步、逛街、爬山……小Q都会带领渡边先生安全回家，
有渡边先生的地方，总会有小Q的身形陪伴左右。渡边先生在小Q陪
同下，开始感觉到微风的温柔，花香的甜美，了解生活的乐趣。可惜
好景不常，一天，小Q要面临他人生第一次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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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佑硕
车仁表 / 安圣基 / 曹在显

DVD
147 分钟
剧情 / 惊栗 / 历史 日文/韩语

韩半岛
Hanbando

“日本反对开通京义线铁路”，就在首个象征南北统一的京义线
铁路全面开通仪式紧锣密鼓的推进中，却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本
来作为这个项目合作伙伴的日本政府突然以1907年与当时在明成皇
后统治下的大韩帝国签署的一份被国际法认可的条约为根据阻止开
通仪式，如果韩国政府抗拒就范，那么日本政府将迅速撤出目前所
有已经进入韩国的一线技术人员，而且投资资金也将被立即冻结，
以此要挟韩国政府。“合约中所盖国玺章是假的。我们可以找回真
的国玺！”一直以来，研究高宗秘藏国玺的史学博士崔闵宰（赵在
贤饰）坚信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尤其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他相
信，只要找到当年高宗皇帝的传国国玺就能挫败日本的阴谋。韩国
总统（安圣基饰）亦觉察出事件背后必定隐藏了极大的阴谋，他相
信崔闵宰，并对他的主张深信不疑，随着日本自卫队不断出现在东
海上，总统发出非常戒严令，以大韩民国的名义成立了“挖掘国玺
委员会”，并将除战争以外的最后希望全部寄予于崔闵宰身上。然
而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官员个怀心机，亲日派的总理（文成
根饰）为了能够控制局面，成功解决危机，也能够通
过自己在事件处理上得到的全国上下的认可，登上
第一总统的宝座，他决定铤而走险，坚决阻止寻
找国玺的计划……

111分钟
爱情 / 剧情 日文

DVD
篠原哲雄
竹內結子 / 玉山鐵二

天国的恋火
Kiss in Heaven

町山健太（玉山铁二 饰）本是一名钢琴演奏家，在惨遭解雇后，他
又莫名其妙的来到了据说是“天堂”的地方，在那里，他成为了“天
堂书店”的店员。健太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前来书店的顾客们读书，一
天，一位名叫桧山翔子（竹内结子 饰）的美丽女子来到了店里，让健
太吃惊的是，这位翔子竟然是自己曾经的音乐导师，正是因为仰慕翔
子，健太才会走上音乐之路。镜头转回人间，泷本（香川照之 饰）
是制作烟花的高手，但一次意外中，他的妻子因为烟花的爆炸而失去
了听力，心中充满了自责的泷本决定再也不碰烟花了。之后，一位名
叫长濑香夏子（竹内结子 饰）的女孩找到了泷本，希望他能够重拾手
艺，为花火大会制作独一无二的“爱的烟花”，泷本发现，这位名叫
香夏子的少女竟然拥有和妻子极为相像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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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圭成
廉晶雅 / 李世英 / 李志勋

VCD
119 分钟
剧情 日文

师生战
Lovely Rivals

在韩国一个海边的小城市，有一所中学，在那里有一位平日连校
长都管不住的老师余美玉（康晶雅 饰）。在她美丽外表的背后，隐藏
着她泼辣，无所惧的个性。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她一如既往地继
续着她的火爆脾气，对学生们犯下的错误绝对不原谅。有天，新学期
转来的女学生高美囡（李世英 饰）上课迟到了，于是美玉老师抖擞威
风就准备对她大发脾气。可是，外表看起来就比同龄人成熟的美囡，
以前跟老师吵架就从来没有输过。这回，两个人大吵一架，美玉发现
自己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决定以后找机会好好报复。好戏还在继续
上演，不久后，学校里新来了一个英俊帅气权相春（李志勋 饰），权
老师的风度迷倒了美玉，一见钟情的她为了追到权相春，用尽了浑身
解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大情敌出现了，这个情敌不是别人，
就是她的学生、死对头美囡。就这样，女师生之间展开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爱情大战，权老师面前出现了两位美女，一个是既现代又清纯的
老师美玉，另一个则是大胆、前卫的学生美囡。新仇加上旧怨，她们
自顾自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竞争。可是她们似乎忘了，权老师心底
是怎么想的……

学校的阶梯
GAKKO NO KAIDAN

故事的主角，就读于天栗浜高校一年三班。双亲已去世，现居于
伯父母的家，但伯父母正于海外工作，日常生活由他的堂姊负责。入
学时误入学校礼堂，在几乎要加入健美社的情况下被阶梯社社长九重
优子救出，而被迫加入“阶梯社”。真正跑过后发现自己对于阶梯有
一种特别的冲动，最终加入阶梯社。被游佐视为“天才”，单单是存
在便能让气氛截然不同，也因此被找来作自己的接任人，最后因心中
的冲动而决定参选。与御神乐绫女同时竞选学生会长，初期在面对御
神乐绫女慑人的气势及过人的口才显得力不从心，但在阶梯社众人的
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渐渐扭转劣势。在“阶梯社包围网”期间对于自
己学生会长职位会被夺走毫不关心，反对自己和刈谷的比赛因此而不
得不延期而不满，事实上整件计划就为了让他重心打开心榧而设计出
来的。在“阶梯社包围网”中明白到自己虽然不被理解，但他人的关
心也不是风凉话，不再封闭自己。在事件完结后立刻和刈谷进行了一
场阶梯赛跑，在冲刺后几乎立刻垮下，并在听到自己的成绩后晕倒。
结果两人都突破了二十秒(刈谷追上“尽头”的标准) ，
而 幸宏依旧输了。事后刈谷表示自己终于追上

了“尽头”，并在再之后的毕业式中的
毕业生代表致词略加暗示，但幸宏依
然不明白，但他还是继续追逐着“尽
头”。也因此从刈谷健吾口中得到“
继承者”的别称，象征他继承了刈谷
当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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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驯象师

河毛俊作
VCD

柳乐优弥 / 常盘贵子 / 苍井优

113分钟
日文家庭 / 剧情

Shining Boy & Little Randy

哲梦（柳乐优弥饰）是个温柔的少年，双亲经营动物表演团，由
于与继父不合、在学校又被欺负而变得有点自闭。一天，母亲为了实
现年轻时的愿望，买了一头小象「蓝弟」，哲梦因为与小象「蓝弟」
的接触而开启了心房。由于环境与天赋才能，又拥有可以和大象心电
感应沟通的天赋，于是哲梦立志成为日本第一位驯象师，前往泰国 大
象训练中心留学。在言语不通的异国，刚开始不但被当地的小朋友瞧
不起，也被大象看扁，但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付出比别人多一倍
的努力，终于超越种族，建立了友谊，并与大象心意相通，由少年成
长为青年。哲梦回日本后，开始正式调教「蓝弟」，却有了困扰：天
真烂漫的「蓝弟」，不明白调教的意思，不管怎么教都失败。敏感的
「蓝弟」，也因为感受到了哲梦的严格，而开始恐慌，在训练场上跌
倒。「你对蓝弟做了什么？」母亲（常盘贵子饰）马上出面制止。「
妈你别插手！万一哪天蓝弟伤到人，会有什么下场你应该很清楚吧？
蓝弟现在连与人对望都不敢，这不是我们的当初想要的吧？」在哲梦
满心期待下，「蓝弟」终于站了起来，并且响应了哲梦的
指令，高高的举起了长鼻。哲梦喂了「蓝弟」最喜欢
的砂糖，高兴地抱着「蓝弟」的头转圈圈。哲梦哭
了，对「蓝弟」的严苛调教，其实内心最痛苦的
还是哲梦自己。

生命奇迹小狐狸
Helen the Baby Fox

家庭 / 剧情 日文
104 分钟

VCD
河野圭太

大泽隆夫 / 松雪泰子 / 深泽岚

矢岛动物医院院长矢岛幸次(大泽隆夫饰演)，是位育有一个女儿
的单亲爸爸，他与同样是身为单亲父母的摄影师女友律子(松雪泰子
饰演)正因为是否再婚问题而烦恼中但问题尚未解决前，律子却因为
要到国外出差拍照，于是先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太一(深泽岚饰演)送
到矢岛家生活。有一天，太一捡到了一只年幼的狐狸，这只小狐狸的
反应很不寻常，后来被矢岛诊断出它跟海伦凯勒一样有“三重苦”：
又聋又瞎又哑，于是给它取名为“海伦”，并决定好好照顾它。被母
亲丢到人生地不熟的北海道，寄人篱下，在学校又适应不良，太一的
处境，就跟饱受“三重苦”的小狐狸海伦一样艰辛。而他也跟海伦一
样，对周遭的人逐渐有所回应、慢慢打开心房，然而海伦的身体却在
此时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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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a
娜娜

日文剧情 / 音乐

113 分钟
VCD

大谷健太郎
中岛美嘉 / 宫崎葵 / 松田龙平

小松奈奈（宫崎葵饰）前往东京，希望能与男友多点见面。在火
车上，她刚好坐在新晋摇滚主音大崎娜娜（中岛美嘉饰）身旁。二人
于东京车站各走各路，但命运叫她俩因争夺同一层房子而再遇，还成
为了同屋主。虽然性格迥异，但内向的娜娜与外向的奈奈相处融洽，
成为好友。娜娜遇上一位低音结他手，并为她的旧乐队「黑石」带来
崭新风格。天真的奈奈终于发现爱情道路其实十分崎岖。失落中她得
到一个好消息，就是赢得一张观看她心爱乐队TrapNest的演唱会门
券。岂料，娜娜竟拒绝与她一起看。奈奈这才得知好友的秘密－－娜
娜原来一直爱TrapNest的结他手本城莲，亦即是她的前度男友兼黑石
乐队的前低音结他手。TrapNest的演唱会掀开序幕，本城莲在乐迷欢
呼声中踏上舞台。娜娜静静坐到前排的位置上，眼泪随纷至杳来的记
忆缓缓流下。到底她和莲的结局会是……

萤火虫，飞吧！
Fireflies: River of Light

剧情
101 分钟

日文

VCD
菅原浩志
小泽征悦 / 山本未来 / 菅谷梨沙子

深受小学时代的恩师影响的三轮元（小泽征悦 饰），一边工作
一边準备著师资考试，多年后总算被录取并进入山口县的小学。三轮
元虽然展开了一心嚮往的教师生活，但他那原本充满理想的热情却只
是一场空。他也很在意自转学进来后一直封闭自己心灵的比加里（菅
谷梨沙子 饰）。另外，虽然是多次错误测试的意外，没想到会因此
开始与孩童们一起饲养萤火虫。但即使是饲养在具田园景色且充满绿
意的土地上，却没人看过萤火虫。不过这却发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波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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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力
浜田光夫 / 加藤和子 / 大西麻惠

VCD
98 分钟
剧情 日文

一公升的眼泪
One Liter of Tears

本片描述了15岁时身患不治之症(脊髓小脑病变性症)，直至25岁
去世，真实存在的女性木藤亚也的半生。故事的主人公——亚也是一
个开朗活泼的花季少女。然而，在她15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
临，亚也患上了一种病因不明的骨髓小脑变异症。为了鼓励自己以及
家人和朋友，亚也从知道自己患病的那一天起便开始写日记，记录了
自己的抗病过程。“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死亡面前轻易就
放弃自己”。10年，和病魔抗争的10年；一个女孩最美好、最青春的
10年。亚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生活的美好，生命的宝贵。在25岁时
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亚也的日记被日本幻冬舍整理出版，一时间
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销售量突破110万部。给无数人带去了生活的
勇气和动力。

MF-50 D0001719

爱。回家
The Way Home

李廷香
DVD

90分钟
奥语 / 华语

为了方便找工作，妈领着7岁的相宇（俞承浩饰）去乡下的外婆
家，想把他暂时留在那里。外婆（金亦芬饰）年事已高，不能说话
也不识字。而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孙子相宇，刚开始无法适应连游戏
机、电池都没得卖的乡下生活。他开始蛮横地流露出不满，抱怨这个
抱怨那。为了买电池，偷走外婆的银头簪拿去卖；外婆得知孙子想吃
炸鸡，却只理解到鸡肉，炖了只鸡给孙子吃，却被生气的相宇踢翻
了。老人家默默包容着孙子的一切，渐渐的，相宇也体会到外婆的良
苦用心，适应并喜欢上了乡下生活。

MF-51 d0001720

金艺芬 / 俞承豪 / 童孝熙 / 闵京勋 / 林恩京

剧情 / 家庭 /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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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旗飘扬
Tae Guk Gi: The Brotherhood of War

动作 / 剧情 / 战争
148 分钟

DVD
姜帝圭
张东健 / 元斌 / 李恩珠

韩语

李镇泰（张东健饰）是生活在汉城的一个修鞋匠，一家人的生计
就从修补鞋子的费用维持。虽然物质并不富裕，这却是一个十分温馨
完整的家庭。妻子李英顺（李恩珠饰）和母亲开一间面馆，平日还要
照顾下面的弟妹，弟弟李镇锡（元彬饰）是家中所有的希望，如今正
在高中读书，考上大学是他的梦想，更是哥哥镇泰的寄托所在。然而
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乱。战火蔓延汉
城，镇泰决定带着家人到大邱去生活，躲避战乱。但在中途，他们却
被强行征入军队，押上了开往洛东江前线的列车。从此一家人四分五
裂。而在战场上的镇泰只剩下一个愿望：不顾一切用生命保护弟弟，
当听说只要获得国家勋章就可以让弟弟免役时，他便疯子般冲在战斗
最前沿。然而残酷的战场加上弄人的命运，他们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无
可避免的改变。

MF-53 D0001722

2009迷失记忆
2009 Lost Memories

动作 / 惊悚 / 科幻 /悬疑 日文/韩语

136 分钟
VCD

李时明
张东健 / 申久 / 安吉江

在2009年，整个东亚地区已成为了日本帝国的领土，而汉城则成
为了日本帝国的第三个最重要城市。韩国裔的板本是一名极为忠心的
日本调查局（简称JBI）的特务。而板本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名叫“朝鲜
自由”的地下抗争组织。“朝鲜自由”策动了对井上美术博物馆的恐
怖袭击。板本被派往调查此案，却在博物馆里发现了一把来自石器时
代的韩国制小刀。板本亦认定这是对他的调查的一个关键。在调查期
间，他无意中发现了原来日本帝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阴谋，这个阴谋
更被隐藏了有一百年之久……

MF-52 D000172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韩石圭 / 沈银河 / 李龙女
许秦豪

DVD
97 分钟
爱情 / 剧情 韩语

8月照相馆
Christmas in August

青年金正源（韩石圭 饰）身患绝症，但依旧坦然地微笑着面对生
活。他开了一家照相馆，并一人负责全部职务。在家里，还耐心的教
父亲学遥控器的操作方法。他默默的在为为自己离开人世而“准备”
着。正源暗恋青梅竹马的芝泳，但芝泳最终还是选择了别人。这时，
女交警德琳（沈银河 饰）由于工作的关系，认识了正源。在正源的眼
里德琳是那么天真、那么的可爱，两人在交往过程中，相互感染，逐
渐喜欢上了对方。但正源却无法拥有这份难得的幸福，面对死亡，在
夜深人静的时侯，他一个人会悄然哭泣。正源终于因病情恶化，住进
了医院。德琳下班后照常赶到照相馆，却发现没有开门。为了不给德
琳带来更多的伤害，正源再也没有出现在德琳的面前。德琳最后一气
之下砸碎了照相馆的橱窗。不久，正源便去世了。在雪花纷飞寒冬的
一天，德琳再次出现在照相馆的门前……

MF-54 D0001723
泷田洋二郎
本木雅弘 / 山崎努 / 广末凉子

DVD
130 分钟
剧情 / 音乐 日文

礼仪师之奏鸣曲
Departures

由于乐队解散，大提琴手小林大悟（本木雅弘饰）就此失业。他
和妻子美香（广末凉子饰）一起离开东京回到了老家山形县。然而即
使在山形，没有实用一技之长的大悟还是很难找到工作。“年龄不
限，高薪保证，实际劳动时间极短。诚聘旅程助理。”一张条件惹眼
的招聘广告吸引了大悟，不料当他拿着广告兴冲冲跑到NK事务所应征
时却得知——“啊，那个是误导，我们要找人给去那个世界的人当助
理。”事务所老板佐佐木（山崎努饰）向大悟说明了工作性质，所谓
的“旅程助理”其实就是入殓师，负责将遗体放入棺木并为之化妆。
大悟踌躇良久，但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含糊其辞地对美香说自己
当的是婚葬仪式助理，让她误以为是婚礼助理人妖青年、舍下幼女去
世的母亲、带着无数吻痕寿终正寝的老爷爷，在各式各样的死别中，
大悟渐渐喜欢上了入殓师这份工作。然而美香知道真相后，和他吵了
起来……

MF-55 D000172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阿育王

桑托什·斯万
沙鲁克·罕 / 卡琳娜·卡普 / 丹尼·邓宗帕

DVD
155 分钟

爱情 / 动作 / 剧情
Ashoka the Great

公元前的印度孔雀王朝，宾头沙罗国王之子阿育王子（沙鲁克·
汗 Shah Rukh Khan 饰）勇猛善战，虽遭兄弟忌恨陷害，却接连立下
汗马功劳，声望扶摇直上。面对荆棘环绕的王位，阿育起先沉着应
对，不以为意，最终还是应母亲（Shilpa Mehta 饰）的苦苦哀求隐姓
埋名，离开王宫。修行途中，阿育邂逅美丽动人的卡列加公主卡瓦奇
（卡琳娜·卡普 Kareena Kapoor 饰）。失意时节相知相守，一对不
平凡的青年男女爱情花朵恣意绽放。不过正如僧侣所说，太阳即使躲
在云层后面仍是太阳，阿育注定重返王宫，继承王位。为此他与卡瓦
奇生离死别，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内与政敌和外敌攻防周旋。在血雨腥
风的斗争中，阿育的那颗心逐渐冰冷，攻城略地，征战杀伐，血流遍
野，为了最顶点的荣耀，黑色阿育王逐渐膨胀。史上最伟大的护法转
轮王阿育，亘古流传的王者传奇……

MF-56 D0001725/D0001734

魔法的绘本
Paco and the Magical Picture Book

奇幻 / 剧情 / 喜剧
105 分钟

DVD
中岛哲也
威尔逊·绫香 / 役所广司 / 妻夫木聪

脾气暴躁、高傲自大的大贯先生（役所广司 饰）通过四十年的打
拼创立了财力雄厚的鲁瓦尔公司，但年事已高的他终于在董事会上心
脏病到下，被送入医院休养。这是一家云集了各种奇怪之人的医院：
被消防车撞到的消防员泷田（剧团一人 饰）、热爱八卦和唱歌的人妖
木之元（国村隼 饰）、被心爱的小猴子顺平枪伤的黑社会龙门寺（山
内圭哉 饰）、酷爱搞怪的堀米（阿部隆史 饰）、曾经风靡一时而如
今只想自杀的童星（妻夫木聪 饰）。当然还有怪点子频出喜欢模仿小
飞侠的大夫浅野（上川隆也 饰）、从不良少女转业的护士玉子（土屋
安娜 饰）以及贪恋叔叔大贯家产的雅美（小池荣子 饰），这些怪人
让医院每天的生活乐趣不断，当然也令大贯先生难以忍受。医院里还
有一个如天使般的小女孩帕高（威尔逊绫香 饰），车祸夺去了她的父
母，也令她罹患失忆症，只能记住当天发生的事情。帕高每天读着母
亲生日那天送给她的童话书，偶然机会，坏脾气的大贯先生和小帕高
成为了好朋友…… 枕边的图画书当成是妈妈给她的生日礼物，看了又
看的……

MF-57 D0001726

北印度语 日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安妮·芳婷

Jean-Chretien Sibertin-Blanc / 张曼玉

DVD
89 分钟

喜剧 法语

爱在异乡的故事
Augustin, King of Kung-Fu

向往自由的中国藉针灸师凌小姐（张曼玉饰）为逃婚，毅然离开
家乡跑到巴黎唐人街居住，却碰上来自异乡葡萄牙的小演员奥古斯汀
（尚纪庭布洛饰）前来求医。作为凌小姐第一位「非亚裔」病人，面
懵懵的他原來是超级中国功夫迷，为做武打巨星而骑单车踩入唐人街
实地取经：住中式酒店、为华人打工、更拜师苦练功夫，弄致头昏眼
花；正所谓针针到肉，在凌小姐悉心治疗下，奥古斯汀针到病除，渐
渐释放功夫潜能，更刺中他的情感穴道，慢慢贯通一颗寂寞的心……
此时，凌小姐认识了另一名「中国热」法藉小说家（宾纳甘班饰），
两人一见如故，互相欣赏，更发现他竟是奥古斯汀的国语老师！一位
东方美人，两段异国邂逅，浪漫由此延续……

MF-58 D0001727
黑泽明
原节子 / 森雅之 / 三船敏郎

DVD
166 分钟
剧情 日文

白痴
The Idiot

故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北海道。某个冬夜，在一艘横渡轻
津海峡的船舱内，复员兵龟田与赤间相识，龟田告诉赤间自已是一个
白痴，而他的纯真朴实令赤间十分惊喜。大野的女儿绫子爱上了龟
田，而引来众人的嘲笑，最后绫子终于与龟田分手。无计可施的龟田
来到赤间家，却发现赤间为了怕失去妙子杀了她，于是两人在幻觉中
同时发疯。

MF-59 D000172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曼谷十月风暴
14 tula, songkram prachachon

剧情

DVD
Bhandit Rittakol
Punu Suwanno / Pimpan Chanta 

泰语

班迪特－裹泰克导演的《猎月--曼谷的十月风暴》独辟蹊径，选
择了很少为人所知的泰国7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和泰国共产党武装斗
争的历史题材。影片通过泰国70年代的学生运动领袖谢克善的个人命
运，对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悲剧性历史，作了大气磅
礴的历史反省和人性剖析。谢克善在曼谷70年代学生运动失败后，带
着爱妻进入泰国边境山区加入了泰共游击队。但很快泰共内部的意识
形态左倾作风和宗派斗争使他对革命产生失望，最后离开了泰共根据
地，带着历史宿命的伤感返回曼谷。这部影片填补了泰共和学生运动
的历史表达空白。艺术手法极其简练深刻，在思想性上，几乎很难让
人相信这是一部出自商业文化泛滥的泰国导演之手的电影，并令人耳
目一新地展示了泰国电影的左翼精神。

MF-60 D0001729

与狗狗的十个约定

本木克英
田中丽奈 / 加濑亮 / 福田麻由子

DVD
117 分钟
爱情 / 剧情 / 喜剧

10 Promises to my Dog
日文

十四岁的少女齐藤明莉（福田麻由子 饰）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
狗，在妈妈的建议下她给小狗取名为“索克斯”，并和小狗定下“十
个约定”。不久，妈妈去世，而身为医生的爸爸忙于工作，无暇多照
顾明莉，“索克斯”便成为明莉最忠实的玩伴。明莉在学校还有个梦
想成为演奏家的朋友星进，当明莉因为爸爸工作调动搬家时，“索克
斯”便寄养在星进家。可是星进（佐藤祥太 饰）要去国外留学时，爸
爸却因为急诊没有按时送他，明莉没能见到星进最后一面。为了弥补
对女儿长期以来的亏欠，爸爸决定辞职开起了小诊所，“一家三口”
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长大后的明莉开始了忙碌的生活，陪伴“索克
斯”和爸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后来明莉（田中丽奈 饰）又遇见学成
归来的星进（加濑亮 饰），两人还成为相爱的恋人。很快，距离初遇
索克斯已过去十年，“索克斯”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时，明莉又
想起了当初与“索克斯”的十个约定……

MF-61 D0001730
12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郑永培
申久 / 金香奇 / 张东敏

DVD
102分钟
剧情 韩语

樱桃小番茄
Baby Tomato

七旬老人朴九每天靠回收废纸来维持自己和无父无母的孙女多成
的生活。然而，就是这些辛苦攒下为数不多的收入也被突然从监狱被
放回来的儿子（多成的父亲）春三抢走，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加艰难。
就在这时，雪上加霜，赖以维持生计的平板车也被有意见的居民给弄
得粉碎，前途一片渺茫。为了得到补偿，朴九带着孙女来到平板车业
主家。可是狡猾的业主假装一家人赴海外旅行，只留下看门狗和管家
东勋，自己却躲在家里。管家东勋也想报复业主，于是每天开始往业
主爱犬的狗食里放农药。朴九看到业主爱犬每天吃的都是尚好的排
骨，于是偷偷把排骨带回家，给自己的小孙女吃……

MF-63 D0001732

柴犬奇迹物语

真实故事 日文 / 华语
125 分钟

桑原眞二 / 大野一興

故事发生在宁静的小山村里，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石川优（船
越英一郎 饰）带着一双儿女亮太（广田亮平 饰）和彩（佐佐木麻绪 
饰），以及父亲优造（宇津井健 饰）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一日，
亮太和彩在路边捡到了一只年幼的狗仔，在爷爷的帮助下，他们说服
了有些顽固的父亲，收养了狗仔取名玛丽，就这样，玛丽在石川家的
新生活开始了。时间流水一样的过去了，玛丽已经成年并且有了三个
孩子，当人们以为快乐幸福的生活将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时候，一场
6.8级大地震的袭来粉碎了这一梦想，优造和彩被压在了沉重的房梁
之下，而此时唯一能够帮得上忙的只有玛丽。在玛丽的帮助下，救援
队很快便发现了爷孙二人，可是用来救援的直升机无法负担更多的重
量，玛丽和孩子们被留在了灾区。

船越英一郎 / 松本明子 / 广田亮平 / 佐佐木麻绪

DVD 

A Tale Of Mari And Three Puppies

d0001731 mf-6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仓内均
吉行和子 / 山本太郎 / 工藤夕贵

DVD
104 分钟
家庭 / 剧情

佐贺的超级阿妈
Granny Gabai

电影改编自岛田洋七《佐贺的超级阿妈》畅销小说，阿妈是：再
艰苦，也要让老天笑出声音来！显示阿妈的思考是多么正面，多么极
力人心。八岁那边，昭广离开广岛来到佐贺乡下的阿妈家，迎接他
的，是一间破烂的茅屋，以及曾经带着七个子女熬过艰难岁月的超級
阿妈。虽然日子穷到不行，但是乐天知命的阿妈总有神奇而层出不穷
的生活绝招，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丰富了昭广的心灵，让家里也随时
洋溢着笑声与温暖……

MF-64

日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马克·顿斯阔依 / 尤利·赖兹曼
弗拉基米尔·巴拉瑟夫 / Nikolai Bubnov

DVD

剧情 俄语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本片原著影响过整整一代人，故事塑造了一个逐渐成长中的年轻
布尔什维克战士的形象——保尔·柯察金，描写他从一个年轻无知的
少年，在不断的社会历练中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

MF-65 D0001735D0001733
11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费德里科·费里尼
弗朗科·英特朗吉 / 阿尔伯托·索迪

DVD
101 分钟
剧情 意大利语

流浪汉
I Vitelloni

故事讲五名意大利青年的颓废生活，这些人好高好高务远，缺乏
恒心。思想单薄，他们逃避工作，只顾游乐泡妞，却要求家里人安分
守己，他们在咖啡馆高谈阔论，抱有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MF-66

升华
Ascent

剧情/战争 俄语
111 分钟

DVD
拉莉萨·舍皮琴科
Boris Plotnikov / Vladimir Gostyukhin

卫国战争期间，游击队长索特尼科夫和士兵雷巴科夫在一次执行
任务时被德军俘虏。索特尼科夫经受住了考验，英勇不屈，最后牺
牲；雷巴科夫惧怕受刑，表示顺从，当了伪警察。原来他也曾想以此
拖延时间，待机逃跑．但结果一步一步，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终于
自绝于人民。

MF-67 D0001737D000173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喜马拉雅
Himalaya

剧情 / 冒险
108 分钟

DVD
艾里克·瓦利
Thilen Lhondup / Gurgon Kyap

在与天相连的莽莽群山之中有一座藏族村寨，由于生产的粮食不
够自给，世世代代靠运盐为生。老首领天尼的儿子本应是下一任村里
的头人，却在运盐的路上意外身亡，而众望所归的继任者卡玛在天尼
的眼中则是为夺头人之位而蓄意害死自己儿子的罪犯。在一次新的运
盐旅程开始前夕，村子里以老天尼和卡玛分别为首的两派各持一辞，
互不相让。最终卡玛带领年轻人在提前于老人们占卜的日子出发，而
天尼而带领自己当喇嘛的儿子和孙子以前一群老随从按占卜的日子上
路。运盐队伍不仅一路风餐露宿还要应对群山之中意想不到的危险，
两支运盐的队伍谁能克服艰难险阻先到达旅途的终点？

MF-68

美丽天堂
Promises

纪录片 阿拉伯语 / 英语
106 分钟

DVD
Carlos Bolado / B.Z. Goldberg
Moishe Bar Am / Faraj Adnan Hassan Husein

本片透过七个耶路撒冷的小朋友生活故事，带领观众深入了解这
个宗教圣地的种族关系，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与矛盾。在
孩子们的心中是没有仇恨，没有种族敌意的，大人们总有许多理由来
解释他们的冲突和斗争，这些理由也很难釐清是非对错。就如影片中
孩子们所说的：『只有增加了解，才能增进彼此的尊重』每个孩子透
过镜头，呐喊出对和平的渴望，也期望心中的美丽天堂能早日降临在
他们的世界，让战争及灾难远离……

MF-69 D0001739d0001738

藏语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马基德·马基迪
Amir Farrokh Hashemian / 默罕默德·阿米尔

DVD
89 分钟

波斯语剧情 / 喜剧

天堂的孩子
The Children of Heaven

家境贫寒的男孩Ali帮妹妹Zahra取修补好的鞋子时，不慎将鞋子
弄丢，为了不被父、母责罚，他央求Zahra暂时保密，说两人可以替
换着穿他的鞋子上学，并答应一定会帮她买双新鞋子。Ali原本指望用
他和父亲进城打工挣的钱帮Zahra买双新鞋，父亲的意外受伤打消了
他的美梦。看到全市长跑比赛季军的奖品是一双运动鞋时，Ali决定参
加比赛，但是他错过了报名日期。几经哀求，老师破例让实力出众的
Ali参加了比赛。比赛场上，Ali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得第三名！

MF-70 D0001740
葛林瑞拉·拉梅萨尼
麦瑞德·哈赛尼 / 玛斯·帕巴汗鲁

DVD
75 分钟

波斯语

天使海亚
Hayat

剧情 / 儿童

还有谁比海亚更想读书？在伊朗的小村落里，有个女孩，海亚，
一直梦想着要进入村里的学校就读。在入学考试的当天，突然，爸爸
病发危在旦夕，妈妈抛下弟弟妹妹，送爸爸到城里看医生，身为大姐
的她，必须负担起照顾弟弟与妹妹的责任。但考试时间再两个小时就
要到了，她得先劈柴、煮饭给弟弟吃、挤牛奶再到井边打水，接着四
处找人代替她在考试的时候照顾妹妹。可是邻居没空、奶奶不理她、
弟弟也被老师困在教室帮不了她，还被大狼狗吓到尿裤子……海亚
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考试已经开始了，她真的不能放弃这个入学考
试，最后，她终于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MF-71 D000174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预见爱琴海：童年旧事

Penny Panayotopoulou
Yorgos Karayannis / Stelios Mainas

DVD
113 分钟
剧情 希腊语

Hard Goodbyes: My Father

伊利亚是个十岁的幼童，他十分崇拜父亲，但是不喜欢老年痴呆
的奶奶，父亲是个旅行推销员，长期在外，一天晚上，传来父亲遭遇
车祸身亡的消息，顿时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年幼的伊利亚不愿
接受这个事实，他拿着父亲出门前的留言对哥哥说：父亲会回来。为
了使自己相信，他开始一人分饰两角模仿和父亲的对话以爸爸的名义
写信给他祖母，一个小小的孩子以这样独特的方式纪念着父亲，直到
祖母经历养老院，孩子突然明白了记住一个人的方式。在美国人登陆
月球的那天，他望着星空真正明白了永恒的意义。

MF-72 D0001742

小鞋子
The Children of Heaven

剧情 / 喜剧 波斯语
89 分钟

DVD
马基德·马基迪
Amir Farrokh Hashemian / 默罕默德·阿米尔

家境贫寒的男孩Ali帮妹妹Zahra取修补好的鞋子时，不慎将鞋子
弄丢，为了不被父、母责罚，他央求Zahra暂时保密，说两人可以替
换着穿他的鞋子上学，并答应一定会帮她买双新鞋子。Ali原本指望用
他和父亲进城打工挣的钱帮Zahra买双新鞋，父亲的意外受伤打消了
他的美梦。看到全市长跑比赛季军的奖品是一双运动鞋时，Ali决定参
加比赛，但是他错过了报名日期。几经哀求，老师破例让实力出众的
Ali参加了比赛。比赛场上，Ali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得第三名！

MF-73 D000174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美丽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爱情 / 战争 / 喜剧 英语 / 德语 / 意大利语
116 分钟

罗伯托·贝尼尼
DVD

罗伯托·贝尼尼 / 尼可莱塔·布拉斯基

犹太青年圭多和好友驾车来到阿雷佐小镇准备开一家书店，途中
邂逅美丽的女教师多拉。两人好事多磨，终成眷属。好景不长，圭多
和儿子因犹太血统被强行送往集中营。多拉虽没有犹太血统，为了能
和儿子丈夫在一起，毅然同行，在集中营里毅然前同行被分开关押。
圭多不愿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
里，他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他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
到任何伤害，自己却惨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MF-74 D0001744
马基德·马基迪
Hossein Mahjoub / Mohsen Ramezani

DVD
90 分钟

波斯语剧情

快乐天堂
Color of Paradise

八岁的墨曼是盲人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虽然视障但他对美妙的
大自然万物、美景确有独特的感应力，每天他都用光明愉快的心情面
对生活。这年暑假爸爸照例带他返乡度假，让他终于可以和心爱的祖
母与妹妹们团聚。谁知，正当他在群山环绕的家乡无忧无虑地玩耍
时，准备娶新娘的爸爸竟计画摆脱他这拖油瓶……

MF-75 D0001745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天堂电影院
Nuovo Cinema Paradiso

剧情 意大利语 / 英语
155 分钟

DVD
朱塞佩·托纳多雷
安东娜拉·塔莉 / 恩佐·卡拉瓦勒 / 艾萨·丹

意大利南部小镇，古灵精怪的小男孩多多（萨瓦特利·卡西欧 
饰）喜欢看电影，更喜欢看放映师艾佛特（菲利浦·诺瓦雷 饰）放电
影，他和艾佛特成为了忘年之交，在胶片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乐趣。
好心的艾佛特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看到电影，搞了一次露天电影，结果
胶片着火了，多多把艾弗达从火海 中救了出来，但艾弗达双目失明。
多多成了小镇唯一会放电影的人，他接替艾佛特成了小镇的电影放映
师。多多（马克·莱昂纳蒂 饰）渐渐长大，他爱上了银行家的女儿
艾莲娜（艾萨丹尼埃利 饰）。初恋的纯洁情愫美如天堂，但是一对小
情侣的海誓山盟被艾莲娜父亲的阻挠给隔断了，多多去服兵役，而艾
莲娜去念大学。伤心的多多在艾佛特的鼓励下，离开小镇，追寻自己
生命中的梦想……30年后，艾佛特去世，此时的多多已经是功成名就
的导演，他回到了家乡，看到残破的天堂电影院，追忆往昔，唏嘘不
已。多多意外地遇见了艾莲娜

MF-76 D0001746

游子

扬·斯维拉克
泽丹内克·斯维拉克 / 安德列·查利蒙

DVD
105 分钟

捷克语 剧情 / 喜剧
Kolya

1988年的布拉格，大提琴手路卡（Zdenek Sverak 饰）丢掉了乐
团的工作多时，只能靠为殡仪馆伴奏和修补墓碑为生。这位大龄单身
汉在女人面前颇有魅力，他也乐此不疲，但困窘的生活让他不得不违
背初衷，与一位苏联女子假结婚以获得报偿。婚后几日，苏联女子转
道投奔西德，将五岁幼子科里亚（Andrei Chalimon 饰）丢给路卡抚
养，路卡有一搭没一搭的用对方听不懂的捷克话向科里亚抱怨苏联人
的霸道，同时还要应付警察对假结婚的追查以及敌视苏联人的母亲。
路卡拜托多位女友照顾科里亚，这对父子也慢慢产生了对彼此的依
赖，不久苏联政府要接回孩子，路卡趁着八十年代末混乱的形势，带
着科里亚离家出走…… 

MF-77 D000174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高山上的世界杯

宗萨钦哲仁波切

Orgyen Tobgyal / 涅顿·秋林仁

DVD
93 分钟
喜剧 / 运动 北印度语 / 藏语

The Cup

影片开始于50年代的西藏，一群从西藏出走的小孩，来到风景
如画的喜马拉雅山中的喇嘛寺，展开他们的僧侣人生……本片改编真
人实事，并由事件主人翁在银幕前现身说法、演出自己的故事。描述
在一个遥远的藏族村落里，一群修道院里的喇嘛试着藉由一只卫星接
受器，让当地人民能收看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当世界杯足球赛在法
国如火如荼开打时，远在喜马拉雅深山的修道院里，2个迷恋上足球
的小喇嘛将那儿宁静冥想的气氛完全打破，修道院上上下下都弥漫一
股对足球的狂热。问题是：没有电视机，没有卫星接器，他们要如何
收看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呢？为了能亳无后顾之忧地欣赏世足赛的转
播，对足球疯热的小喇嘛想尽办法要筹募租用费用。整个计划充分考
验修道院里小喇嘛们的团结机智和友情，处处散发幽默与智慧……

MF-78 D0001748

我活着因为我爱你
I’m Alive and I Love You

Roger Kahane

奥利弗·古尔迈 / Jerme Deschamps

DVD
95 分钟

法语剧情

二战期间，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铁路工人朱利安在检查铁轨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活着因为我爱你，莎拉”。为
了这张纸条，朱利安展开查访。他首先根据纸条上的地址找到莎拉的
祖父母，即一对在乡间避祸的匈牙利犹太人。他们问他许多问题，但
是朱利安根本不敢告诉他们，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莎拉。老人将莎拉的
日记交给朱利安带回去。另一方面，朱利安本身还得处理自己母亲的
问题，母亲因为丈夫在一战中死亡而情绪深受困扰。朱利安阅读莎拉
的日记后竟然爱上了这个从未谋面的女人，最后拋开一切，带着莎拉
4岁的儿子提伯特展开寻访莎拉之旅。

MF-79 D000174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德语

弗兰卡·波坦特 / 莫里兹·布雷多
汤姆·提克威

DVD
81分钟
爱情/ 惊悚/ 剧情

罗拉快跑
Run Lola Run

一个女人如何拼命尽力的抢救她的爱人——一部令人屏息、兴奋
的影片，爱欲生死将完全改观……你只有二十分钟筹出十万马克，并
需狂奔穿梭于城市中拯救你的爱人。这个女孩凭着她的热情打破环绕
周围的固定规则及世界存在的既有标准。如果说爱的力量可以移山，
那么她真的可以。柏林，夏季某日，罗拉和曼尼是一对20出头的年轻
恋人。曼尼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有一天他惹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竟然把走私得来的10万马克赃款弄丢了！而且他的老大20分钟之后就
要来拿回这笔钱。懦弱的曼尼只好向罗拉求救，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
造成可怕的后果。就只有二十分钟，钱到底在哪里，如何救命？

MF-80 D0001750

樱桃的滋味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胡马云·埃沙迪 / 阿卜杜拉曼·巴赫里

DVD
95 分钟

波斯语剧情
A Taste of Cherry

一个面色疲惫的中年男人巴迪厌弃了生命，准备自杀。他在一
棵樱桃树下挖了一个坑，然后开着车在德黑兰郊外转悠，寻找一个
能在他死后帮忙掩埋尸体的好心人。他分别遇到了阿富汗人、库德
人、土耳其人、囚犯、士兵、神学院的学生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但他们都由于种种原因拒绝了他，有的因为恐惧，有的出于宗教上
的顾忌，有的则基于人道主义上的考虑。到最后巴迪也没有死成，
晚上，他独自躺在大伞一样的樱桃树下，仰望着茫茫夜空，渐渐露
出了平静的微笑。

MF-81 D000175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沃尔特·塞勒斯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 罗德里格·德拉·塞纳

DVD
128分钟
剧情/冒险/传记 西班牙语 / 奇楚亚语

The motocycle dairy
The motocycle dairy

切·格瓦拉是挑战强权的革命家，然而，除了一把叛逆的长发，
你对他的一生又知多少？1952年，两个阿根廷大学生决定要来一次自
由行，驾着Norton 500电单车横越南美洲，路程超过一万三千公里，
途经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地，但旅程却没有想象中美
好。他们眼前所见的，尽是贫苦大众遭强权剥削的惨况；一场关乎人
性斗争的风暴，在他们的心中静静地开始革命。一个旅程，足以改变
一个人的一生；而这个人的改变，却改变了整个世界。

MF-82 D0001752

布拉格之恋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菲利普·考夫曼
丹尼尔·戴-刘易斯 / 朱丽叶·比诺什

DVD
171 分钟

英语爱情 / 剧情

故事讲述布拉格年轻有为、风流成性的的脑外科医生托马斯有两
个红颜知己，女画家莎宾娜和女招待特丽莎。特丽莎真诚的爱情感化
了托马斯，他改变了固有的生活观念，决定与特丽莎结婚。然而事实
证明他的本性并没有改变……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托马斯因
为其理想主义而遭到迫害，逃亡瑞士，莎宾娜则去了美国。托马斯和
特丽莎后又返回捷克，被开除公职，两人隐居乡下，终于过上了平静
的生活，然而却不幸地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生。

MF-83 D000175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南特的雅克德米

Philippe Maron / Edouard Joubeaud
阿涅斯·瓦尔达

DVD

118 分钟
剧情 法语

Garage Demy

小雅克·德米的父亲是位汽车库老板，可以说他是在汽车库里长
大的。30 年代他是一个幸福的孩子，生活得无忧无虑，父亲、母亲和
小弟弟给了他人人梦寐以求的全部的爱。雅各喜欢幻想，当时最吸引
他的是木偶戏，因为木偶戏可以使他的想象力自由驰骋。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法国战败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使他家的生活变得
更加困难，然而雅各却继续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到处
是神奇、美妙的事物。这时，他对戏剧的兴趣已逐渐转向电影。他开
始自己动手，尝试拍一些8 毫长的短片。他父亲认为他这种爱好不合
时宜，雅各固执地坚持己见，与父亲抗争。当战争终于结束，生活步
入正轨时，他更加渴望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他说服了父亲，离开故乡
奔向巴黎……

MF-84 D0001754

风会带着我们走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巴赫曼·戈巴迪 / Behzad Dourani

DVD
118 分钟

波斯语剧情
The Wind Will Carry Us

一群外地工程人员来到了一个山区小村并作短暂停留，村民们觉
得很好奇，但对客人还算友好。其中一个工程师，对村里的一切都挺
有兴趣，他跟随着一个小孩，饶有兴致地打听村里的情况，窥视着小
村的一举一动。工程师对两件事情比较关注，一是一个生病的老妇
人，一为在山上独自挖坑的村民。他每每向小孩打听老妇人的病情，
并因常常到山上接收电话而与坑底下的村民聊天。直到某一天事情发
生了变化：坑塌陷，把村民埋在地下；医生抢救被活埋的村民时顺便
去医治病危的老妇人。 老妇人最终死去，工程师怅然若失，把以前挖
坑村民送给他的一根人骨头扔到小河里顺流而下。

MF-85 D0001755



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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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BLUE

法语/ 波兰语剧情 / 音乐
100 分钟

DVD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朱丽叶·比诺什 / 贝努特·里格恩特

这么多年来，朱莉（朱丽叶·比诺什 Juliette Binoche饰）一直默
默支持丈夫的创作事业，照顾5岁的孩子，平静的生活由一场车祸打
破。丈夫和女儿的过世，令刚刚在病床上醒来的朱莉大为悲痛。她曾
经想一死了之，出院后又生归隐之心，她把丈夫的曲谱付之一炬，以
明隔离过往的决心。人间生活对于万念俱灰的朱莉来说，已经无关紧
要。然而，现实却防不胜防地进入她的生活，让她开始思考自己对待
生活的态度。同时，丈夫的朋友把丈夫留下的残稿发表在媒体上，声
称要为这首曲续完。这件事意外地让朱莉得知，曲子原来跟一个女人
有关。这个女人，肚中已怀有丈夫的骨肉。朱莉终于获得了心灵的自
由，有勇气迎接新的生活和新的感情，她的人生开始转变

MF-86 D0001756

云上的日子
Beyond the clouds

爱情 / 剧情 意大利语 / 英语
112 分钟

DVD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芬妮·阿尔丹 / 伊莲娜·雅各布

1、一对互相钟情的青年男女，他们在可以互相拥有和得到的时
候，却刻意地放弃了，他们有着自己的理由：因为骄傲`甚至因为“所
处城市的愚昧和麻木”。理想主义者构筑着自己心中的完美，并以“
放弃”作为永久拥有的途径，可知否这仍然不过只是个理想？2、一
个美丽看似柔弱的女子，居然刺了自己父亲13刀致死，并又回到并生
活在当初案发的这个地方，面对“导演”这个陌生人逼视的目光，她
坦承了一切。并接受了他这样一个让她觉得又熟悉又陌生的人。然后
又是云淡风轻的告别。3、两对婚外恋故事，一对在明，一对在暗，
最后两个分别被抛弃的男女却因着租房却走到了一起。4、一个青年
狂追一位路遇的漂亮女子，而那女子却告诉他明天她就要做修女了！

MF-87 D0001757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坎大哈

莫森·玛克玛尔巴夫
Zahra Shafahi / Safdar Shodjai

DVD
85 分钟

英语 / 波兰语剧情
Kandahar

由于阿富汗内战爆发，记者纳法斯到加拿大避难。她收到一封国
内来信，妹妹在信里说她将在月蚀前自杀。为了挽救妹妹，她冒着战
火返回阿富汗。在阿富汗，到处充满着绝望、死亡。通往坎大哈的路
上有许多人踩中地雷失去生命，战争与硝烟不断；地窖里，孩子们从
小就接受对武器使用的教育；女人哭泣，抢劫横行……然而，人总是
抱着希望生存下去。丈夫为失去双脚的妻子精心挑选假肢；女人们不
忘装饰自己；人们唱起情歌……一天即将过去，妹妹有没有自杀？影
片最终给予人们希望。

MF-88 D0001758
吉拉尔·皮雷
埃里克·朱多尔 / 朗兹·贝迪亚

DVD
90 分钟

法语 / 英语喜剧 / 动作 / 科幻

法国间谍
Double zero

对于自己的风流潇洒，威尔（朗兹·贝迪亚 Ramzy Bedia 饰）
自信满满，可是，在他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女人缘几乎为零。本（埃
里克·朱多尔 Eric Judor 饰）的身后倒是紧紧追随着一个女人，可惜
那是本控制欲超强的母亲。两个彻头彻尾的宅男，唯一的共同爱好就
是玩电子游戏，只有身处于虚拟代码构筑的世界中，他们的特工梦才
有实现的可能。令威尔和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梦想竟然有在现实
世界里实现的一天，一个神秘的公司找到了两人，希望他们能够协助
公司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这项任务不仅属于国家高级机密，还涉及
到整个地球的安危。威尔和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吗？他们所要面对
的，又是怎样强大的对手呢？

MF-89 D0001759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爱你如诗美丽
The Tiger and the Snow

剧情 / 爱情 / 战争
114 分钟

意大利语 / 英语

DVD
罗伯托·贝尼尼
罗伯托·贝尼尼 / 让·雷诺 / 尼可莱塔·布拉斯基

教授阿蒂利奥（罗伯托·贝尼尼 Roberto Benigni饰）对诗有着
狂热的喜爱。离了婚的他带着两个小女儿，每天都致力于让他的学生
发现诗的美好。近来，有一个梦境常常困扰着他，梦中他在教堂里
迎娶一个女子。直到他参加阿拉伯诗人福阿德（让·雷诺 Jean Reno
饰）的记者招待会，才终于在现实中见到了梦中的女子。他坚信眼前
的她（尼可莱塔·布拉斯基 Nicoletta Braschi饰）正是自己命运中注
定的另一半。于是，这个诗人像迷恋诗歌一样，迷恋上了这个福阿德
身边的文学研究员维多利亚。但是，维多利亚对阿蒂利奥并无好感。
她随福阿德回到伊拉克，却不幸中在战火中受了重伤。阿蒂利奥闻
讯，不顾一切的奔往那个战火纷飞的国度，寻找心爱的维多利亚，为
她疗伤让她苏醒。曲折的旅途就像历险，然而心中有爱，一切都变得
无惧。

MF-90 D0001761

战火家园
Maison de Nina, La

理查德·丹宝
阿涅丝·夏薇依 / 莎拉·埃德勒 

DVD
112 分钟

法语剧情

1944年9月，二战接近尾声，纳粹营中的犹太人也开始逐渐被解
救出来。尼娜住在法国后方的农村，那里相对和平，也没有受到战争
的洗礼。在丈夫带回的报纸上，尼娜注意到了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的
孩子们。这些孩子一部分是在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孤，另一部分是集
中营的幸存者，因为相关的机构不完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很差。尼娜
觉得自己有义务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她打开家门，收留了无家可归
的孩子们，并且帮助他们寻找亲人。尽管尼娜的做法受到当地人的一
些非议，但是这些孩子们却因此重新开始了生活，也重新找到了希
望……

MF-91 D000176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奥利弗·西斯贝格
布鲁诺·甘茨 / 茱莉安·柯勒 / 马赛斯·哈贝奇

DVD
156 分钟

德语 / 俄语战争 / 历史 / 传记

帝国末日
The Downfall

作为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以及德
国影史上第一部由演员扮演希特勒的影片（其扮演者正是《柏林苍穹
下》的悲悯天使布鲁诺·冈茨），《帝国陷落》引发的巨大争议要远
远超过《华氏911》掀起的政治攻歼浪潮——希特勒是魔？是神？还
是人？影片从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速记员的视角出发，以平实、客观
的立场展现了这位战争狂人在掩体中度过的生命最后12天。

MF-92 D0001763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布鲁诺·甘茨 / 法布瑞齐奥·班提佛格里欧

DVD
137 分钟

希腊语 / 英语剧情

永远的一天
Eternity and a Day

本片讲述一个老诗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中的告别和回忆，但和一
个阿尔巴尼亚男孩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在纯净的生命之爱
中，体验到突破有限词语的超脱，以及和命运的和谐。故事发生在一
个小岛上，除了天空、爱琴海、建筑、诗歌这些具有希腊精神象征的
事物，我们还可以看到婚礼、街道、边境线、生活场景、社会百态等
人文景观。

MF-93 D000176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天堂赤子心
Choori

DVD MF-94 D0001765

儿童

一只小鸡的出现，让莎拉的世界变得更丰富，但是这天小鸡受了
伤，非常痛，莎拉带著他四处找医生，不辞辛劳也不忍看他被丢弃，
因为莎拉眼中的小鸡，不只是宠物，而是无价的生命。你的「赤子之
心」遗落尘封在某个角落吗？别忘了，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6岁
的莎拉没有兄弟姊妹，她非常孤单。一天下午，她听见窗外有人在兜
售小鸡，啾啾叫个不停。莎拉兴奋地拿了爷爷的100元，买下一只毛
绒绒的黄色小鸡作伴。这个新朋友真的好小、好可爱！可是两位坏心
的邻居大哥哥，却一把抢走小鸡，还不小心摔断小鸡的脚。莎拉想
帮小鸡找医生，可是治疗断腿的费用非常高，足够买50只新的健康
小鸡。爸爸妈妈不同意，希望莎拉放弃受伤的小鸡，再买一只新的就
好。莎拉不忍见小鸡受苦，坚持继续……

Javad Ardakani

浪治光先生的罪行

让·雷诺阿
Rene Lefevre / Florelle / Jules Berry

DVD
80 分钟

法语剧情 / 犯罪 / 喜剧
The Crime of Monsieur Lange

朗治和女友到达一家处于国境附近的“情人节”。他在巴黎谋杀
了巴塔拉。他的女友交代：朗治是巴塔拉手下的流氓。巴塔拉心恨手
辣，骗人无数，还诱奸了洗衣店的女工……该片说出了一个阶级悲
剧，因上级对下属的压榨而引发的凶杀案，带出下层生活的无奈与悲
哀。

MF-95 D0001766
115 分钟

中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安娜·玛格纳妮 / Ettore Garofolo

DVD
106 分钟

意大利语剧情

罗马妈妈
Mamma Roma

“罗马妈妈”是个徐娘半老的妓女，她历尽沧桑才摆脱了情夫对
她的纠缠并决定洗尽铅华，抚养好寄放在乡下的儿子。不料他的儿子
却因为多年未见过她，即使团聚但二人的关系仍然冷淡。那个赌徒情
夫又再追来向她勒索，威胁将她做妓女的丑事向她儿子扬出，她只好
再出江湖接客筹钱来应付。但儿子却结交坏朋友逐渐变坏，她无能为
力，到头来底细还是给儿子知道，母子发生争吵并决裂。结果儿子出
走，后因行窃被捕，随即肺炎病故，临终前方才醒悟母亲的难处，但
是妈妈却恍然不知，依然每天在街上拉客。

MF-96 D0001767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Franca Pasut / Silvana Corsini

DVD
120 分钟

意大利语剧情

乞丐
Accattone

影片表现了罗马郊区青少年、妓女和拉皮条的人的生活，反映了
流氓无产者和被社会所唾弃的人的生活世界。这部影片充满自然主
义，高潮部分带有强烈的宗教狂热，穿插着梦幻，但又有明显的社会
和心理特点，影片以主人公富有隐喻的死结束。

MF-97 D000176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吕克·贝松

伊莎贝尔·阿佳妮 / 克里斯多弗·兰伯特

DVD
104 分钟

法语爱情 / 剧情 / 喜剧

地铁
Subway

故事发生在巴黎地铁复杂而广阔的空间中。弗莱德抢了海伦娜丈
夫的保险箱，逃到地铁中，由此结识了长期生活在地铁中的滑轮小
子、鼓手无名氏等人。弗莱德找海伦娜要赎回文件的钱，海伦娜的丈
夫手下一伙和警察都在追捕弗莱德。海伦娜在寻找弗莱德夺回文件的
过程中，逐渐爱上了他，而越来越背叛自己的阶级和生活环境。弗
莱德从小嗓子受伤不能唱歌，一直希望组成一个乐队。在地铁同伴的
帮助下，弗莱德成功地组织起一只乐队，他还抢劫了运钞员，用抢
来的钱争取了一次地铁演出的机会。在乐队“枪不杀人人杀人(gans 
don’t kill people,peoples kill people)”的演唱声中，弗莱德倒在枪
口之下，匆匆赶来的海伦娜只能含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吻了他。

MF-98 D0001769

红气球
The Red Balloon

剧情  法语  
113 分钟

DVD
侯孝贤

宋方 / 朱丽叶·比诺什 / 西蒙·伊俄努

法国巴黎，孤独的小男孩帕斯克（Pascal Lamorisse 帕斯克拉莫
里斯 饰）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他无意中捡到一只红气球。红气球仿
佛一个淘气却又乖巧的孩子一般，紧紧跟随着小男孩去学校、坐车、
上教堂。它为帕斯克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但是一群坏孩子嫉妒帕斯
克有这么神奇的红气球，他们偷偷尾随，试图将气球打破……本片荣
获1957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特别
奖、195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最佳短片奖、1956年路易德吕克
奖。

MF-99 D000177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潘礼德

Khieu‘Poev’Ches / Yeay Cheu 

DVD
101 分钟

高棉语 / 越南语纪录片 / 历史

红色高棉杀人机器
S21: The Khmer Rouge Death Machine

1960年，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后来称为“红色高棉”。1975年，
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执政后，领导人波尔布特为实现他理解中的共
产主义，实行大屠杀，柬埔寨史无前例的悲剧开始了。政府对被推翻
的王室成员、政府职员等全部处决；短期内将城市人口押送到农村，
并在迁移过程中有计划地屠杀；“先群众，后党内”地进行内部大肃
反、大清洗。红色高棉在3年多的执政期间屠杀了全国将近六之一人
口，100多万人。大量柬埔寨人流亡海外，幸存下来的人对这场血腥
运动刻骨铭心，他们纷纷拍片记录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本片便是
关于此题材的记录片。

MF-100 D0001771

其实在天堂
As It Is in Heaven

凯·波拉克
迈克尔·恩奎斯特 / 弗里达·霍尔格伦

DVD
132 分钟

英语 / 瑞典语音乐 / 爱情 / 剧情

全球知名的瑞典指挥家丹尼尔·达鲁斯终日忙于乐团排练和巡回
演出，身体状况因此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寻找新的灵感，希望可以创
作出震撼人们的心灵的完美的音乐。但他的心脏终于不堪负荷，在一
次排练中，丹尼尔突发心脏病昏倒在舞台上。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
无法承受他如此的操劳，必须彻底地休养。丹尼尔只好回到自己出生
和成长的北方小小乡村，在那里买了一栋空置的旧校舍，打算在这里
过上平静的生活。过去，丹尼尔因为这里的闭塞和愚昧决定定离开故
乡，到大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今，已经改变名字的他早已无人
记起。但一位牧师认出了他，并邀请他担任教堂合唱团的指挥，久拒
不下之后，丹尼尔接受了这份工作，合唱团和村里人的生活也因为他
而发生了变化。

MF-101 D0001772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Marooned in Iraq;Osama

DVD MF-102 D0001773

剧情 波斯语

巴赫曼·戈巴迪

两伊战争期间，一位伊朗的老音乐家突然收到了来自远方伊拉克
老情人的紧急求助信。于是他带领着两个儿子出发了。当他找到了老
情人的时候，她已经被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损伤了声带和面容，丈夫也
死于战争。她将孩子交给了老人，却没有与老人见面。 

铁皮鼓
The Tin Drum

剧情

142 分钟

德语 / 波兰语 

DVD
沃尔克·施隆多夫
大卫·本奈特 / 马里奥·阿多夫

《铁皮鼓》是伦勃朗式的田野风景、以及典型的德国街道、人员
吵闹的家庭背景下构建的个人反抗史。小奥斯卡三岁时目睹成年人世
界的丑恶，决心拒绝长大，他反抗他的父母、纳粹、舅舅、情人等
等。他的反抗是内心式的，于是在他那侏儒的身材上扛着一架铁皮
鼓，整日梆梆的敲着。他不仅具有可以左右自己成长的能力，还可以
用他的叫声击碎玻璃。第一次是他的父母要取下他的铁皮鼓，他尖叫
着，家中的钟表破碎了。这种能力开始成为他自我保护的方法，后来
还用叫声在玻璃杯上刻了个心形，送给他的情人。当然他还和他的同
伴们组建一个侏儒表演队，四处为军队慰问演出，直到二战结束。这
时，他的这种能力成为他工作生活的手段。正是这种能力能够让他的
反抗变为完全内心自省式的，让他成为一个拒绝进入那个罪恶的年代
的目击者，一个可以逃避历史责任和危险的孤儿，一个拒绝和成年人
游戏的局外人。

MF-103 D0001774
1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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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rror
镜子

安德烈·塔科夫斯基
玛格瑞塔·泰瑞柯娃 / 安纳托里·索洛尼岑

剧情 / 传记 俄语 / 西班牙语
108 分钟

DVD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的电影。影片完全抛开情节线索，通过少年的
回忆来呈现其成长时童真的迷失、对家人的回忆、对亲情的召唤。影
片中有极为重要的一个情节：因为生活困难，幼年塔科夫斯基随年轻
的母亲踏着泥泞到亲戚家借钱，独自呆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静默之
中，他发现了一面镜子，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镜头推近镜子中的脸
庞，再推近镜子外的脸庞，画外响起巴赫的音乐，音乐声由弱到强。
幼小的安德烈就那样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镜子前，久久地与镜
子里的自己对视……幼年时的塔科夫斯基通过亲戚家这面陌生的镜子
审视着自己；而成人之后的塔科夫斯基通过影片《镜子》，通过记忆
进行了自我认知。

MF-104 D0001775

丑八怪
The Scarecrow

Rolan Bykov
克里斯蒂娜·奥尔巴凯特 / Yuri Nikulin

DVD

127 分钟
剧情 俄语

为照顾祖父，12岁的列娜·别斯索里采娃离开莫斯科，成了古城
六年级二班的插班生。列娜长得不好看，同学嘲笑她为“丑八怪”。
同班同学吉玛在列娜遭到欺负时经常护着她，自然地成了她心中的英
雄。吉玛向老师透露全班逃课看电影，使同学们秋游的安排被取消，
列娜为吉玛承担叛徒的罪名，被同学孤立。由于自私和胆怯，吉玛始
终不敢说实话，甚至加入了对列娜的凌辱和迫害。当同学焚烧列娜的
模拟像，为维护尊严，列娜终于做出了反抗。真相大白，列娜和爷爷
离开古城。

MF-105 D00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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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
雷奥勒·希尔维拉 / Filipa de Almeida

DVD
96 分钟
剧情 / 喜剧 英语 / 法语

会说话的图
A Talking Picture

里斯本大学历史系女教师罗莎带着7岁的女儿玛丽亚从葡萄牙里
斯本坐巨型游船出发，到中东与丈夫汇合。渡轮在地中海先后经过法
国、意大利和希腊，在停靠的时候，母亲带着孩子游览那里的历史文
化古迹，罗莎用诗朗诵一般标准动听的葡萄牙语给小女儿讲述这些历
史。游船先后上来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三位女性，她们与波兰裔美
国船长共进晚餐，四个人都用自己的母语交谈，但他们彼此能够听懂
其他人的语言。他们探讨男人和女人、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罗莎
和玛丽亚被船长邀请参加这个晚餐，大家开始用英语交谈。船长邀请
希腊女演员为餐厅的乘客唱一首歌，但这时船员进来说有恐怖份子在
船上放置了炸弹，船长要求所有乘客立即撤离，但是罗莎和玛丽亚没
有来得及坐上救生船，母女二人站在灯火通明的船头，看着救生船渐
渐远去，爆炸的火光映红了船长惊讶的面庞。

MF-106 D0001777
阿格涅丝卡·霍兰
Marco Hofschneider / 朱丽·德尔比

DVD
112 分钟

德语 / 希伯来语剧情 / 战争

欧罗巴欧罗巴
Europa Europa

影片根据Solly Perel的真实经历改编，讲述了和希特勒同一天生
日的13岁德国犹太男孩Solly在二战期间通过机敏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绝
无仅有的巧合，保全生命，并最终与集中营中的兄长团聚的令人惊叹
的故事。片中年轻的Solly是苏联共青团员，是德军的战斗英雄，是希
特勒青年队的队员，甚至还爱上了一个纯雅利安女孩，但犹太人的特
殊标志——割礼，却无时无刻提醒着他的身份。从无所谓、迷茫到怨
恨，战争让他承担了太多与年龄不相称的压力，但最终他依然认同了
自己的民族，并在成年后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儿子也实行了割礼。

MF-107 D00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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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阿莫多瓦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 费雷·马丁内兹

惊悚 / 剧情 

106 分钟

西班牙语 / 拉丁语

不良教育
Bad Education

这是一个故事，也是三个故事。1964年，在马德里的一间修道
院，两个男孩，一个神父。伊拿秀和昂力克在球场上惊鸿一瞥，情订
于戏院的黑暗之中，却遭校长曼奴鲁神父揭发。为保昂力克不被逐出
校，伊拿秀向曼奴鲁奉上无邪的身体……1977年，变了性的伊拿秀化
名撒哈拉，在夜总会献唱之余也进行骗财勾当。某晚，上钓的居然是
昂力克。翌日，伊拿秀重临修道院勒索曼奴鲁神父，岂料神父锁上房
门……1980年，改名为安琪儿的伊拿秀探访已成为导演的昂力克，他
向昂力克推荐自己写的剧本，故事正是他俩的童年经历。阅后的昂力
克深受感动，更让安琪儿演回自己，然而他总感到眼前的安琪儿有点
古怪……

MF-108 D0001779

薇拉·阿莲托娃 / 阿勒克塞·巴塔洛夫
弗拉基米尔·缅绍夫

140 分钟
俄语爱情 / 剧情 / 喜剧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Moscow Distrusts Tears

影片讲述十七岁的女工卡捷琳娜因天真幼稚和充满幻想而冒充教
授的女儿，并爱上了电视台摄影师鲁道夫，进而怀了孕。不久，鲁道
夫发现真相并抛弃了卡捷琳娜。但卡并未就此消沉，她一面抚养孩
子，一面发愤读书，终于在十六年后成为莫斯科一家大厂的厂长。此
后，卡捷琳娜又结识了电焊工果沙，并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真相再
一次暴露后，卡捷琳娜在女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结束了
单身生活，得到了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

MF-109 D000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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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爱情 / 喜剧 / 剧情 俄语

DVD
Nadezhda Kosheverova
奥列·达勒 / Vladimir Etush

十

MF-110 D0001781
91 分钟

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在这部作品中，将轻便摄像机安放于出租车
前的固定位置，记录下了一位女出租车司机（Mania Akbari 饰）同
五名乘客的十段对话：女司机的十岁儿子亚明（Amin Maher 饰）始
终不能坦然面对父母的离异，女司机试图和儿子解释，但得到的是强
烈的排斥，儿子一再要求与父亲生活；女司机的好友忙于工作，疏于
对孩子的照顾，不久又为失恋而神伤；一名老妇在失去了丈夫与儿子
后，变成了虔诚的信徒，她时常朝圣、祷告，以换取内心的平静；一
名醉酒的妓女在车上同女司机谈论男人，但是她们对生活和男人的看
法，都有太大的出入；一名即将结婚的女子却发现一切幸福的前景都
只是自己的幻想，她伤心欲绝，剃掉了头发…… 

惊恐小说
Real Fake

DVD MF-111 D0001782

根据一本小说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版.....

日语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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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者
APARAJITO

萨蒂亚吉特·雷伊
Kanu Bannerjee / Karuna Bannerjee

DVD
110 分钟

孟加拉语剧情

转眼之间，阿普（Smaran Ghosal 饰）长大了，然而，生活却并
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宽容。和父母搬去博纳斯之后没多久，阿普的父
亲就永远的离开了他的家庭，就这样，阿普和母亲过起了相依为命的
生活。母亲希望阿普能够成为一名神父，但阿普却并不这么认为，他
希望能够就读正规的学校。最终，母亲顺从了阿普的想法。阿普没有
让母亲失望，他用出色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向母亲证明了他的用功和
努力。阿普得到了念大学的机会，但是，对于他贫困的家庭来说，这
个消息既是喜讯，亦是噩耗，为此，阿普和母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
吵，这一次，在亲情和未来之间，阿普和母亲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MF-112 D0001783
弗朗索瓦·特吕弗
让-皮埃尔·利奥德 / 让-克劳德·布里亚利

DVD
99 分钟

法语剧情 / 犯罪

四百击
The 400 Blows

特吕弗的半自传体作品，也是安托万系列的第一部。描写一个12
岁男孩受到家庭的冷落，不断逃学，后来看到母亲跟他人偷情，在学
校谎称母亲去世。不料父母来到学校，他的谎言被戳穿。他又开始彻
夜不归，父母对他无可奈何，并表示他已经不可救药。片尾，他来到
象征自由的大海边，面对镜头，脸上充满了青春的迷惘。

MF-113 D000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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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特吕弗

让娜·莫罗 / 奥斯卡·威内尔

DVD
105 分钟

法语爱情 / 剧情

朱尔与吉姆
Jules et Jim

一战前的欧洲，德国青年朱尔与法国青年吉姆在巴黎读书并成为
知己。一次他们同时遇见希腊雕塑般美艳的凯瑟琳，并同时爱上了
她，朱尔捷足先登与凯瑟琳结婚。一战爆发，两个好友各为其祖国参
战，都担心在战场上遇见对方。战后，吉姆来到德国与朱尔、凯瑟琳
一家会面，三人间发展出既暧昧朦胧但又真诚热切的复杂关系。在多
次感情反复后，凯瑟琳与她心爱的吉姆一起共赴死亡之约，徒留下孤
独伤心的朱尔独自怀念。

MF-114 D0001785

最后一班地铁
The Last Metro

爱情 / 剧情
131 分钟

DVD
弗朗索瓦·特吕弗
凯瑟琳·德纳芙 / 杰拉尔·德帕迪约

法语 / 德语

1942年9月，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犹太人纷纷逃离
法国。蒙玛特剧院经理吕卡斯由于来不及逃跑，只得让妻子玛莉翁
谎称他已去美洲工作。贝尔纳是爱国的青年演员，他进入蒙玛特剧院
后，多次与玛莉翁合作，萌生了爱情。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
现玛莉翁的丈夫并未出走。贝尔纳毅然离开剧院，参加了抵抗运动组
织。1944年6月，德军大败，吕卡斯才走出地窖，重见光明。此时，
贝尔纳也回到剧院。每当一出戏终了，玛莉翁总拉着吕卡斯和贝尔
纳，频频向观众致谢……

MF-115 D000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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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 Bardiau
米歇尔·塞罗 / Jonathan Demurger

DVD
89分钟

法语剧情

天使的约定
Marty’s World

因为中风导致全身瘫痪的古怪老头柏安童，无法言语但依然对周
遭事物有自己的想法；一个异常活泼、外向的癌症病童马帝，眼中的
医院就是冒险国度。有一天玛帝发现了柏安童，觉得他很有趣，于是
他开始纠缠在柏安童身边玩游戏，对他而言柏安童是会讲话的超级玛
莉爷爷，虽然悲观的柏安童一开始厌极了这个捣蛋的怪小孩，恨不得
还给他宁静的日子。渐渐地，这一老一小开始有了沟通的方式，他们
建立不可分割的情感，孤独的柏安童才发现这唯一的朋友竟然增添他
仅有生命的光彩。

MF-116 D0001787
本·桑伯加特
斯科拉·鲁特 / 纳嘉·乌尔

DVD
129 分钟

英语 / 德语爱情 / 剧情

烽火孪生泪
Twin Sisters

改编自荷兰作家的同名畅销小说。1926年，一对六岁双胞胎姊妹
在父母过世后被迫分离，一个住在德国，一个住在荷兰，开始截然不
同的人生。她们的养父母怀有私心，用尽办法阻绝她们沟通联系。二
战爆发，增添了这对姊妹命运的变数。1942年英国轰炸德国前夕，两
人在德国相见，却留下了日后难以冰释的误会。时光荏苒，白发苍苍
的姊妹终于在一处观光胜地重逢。

MF-117 D00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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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Farhad Kheradmand / Buba Bayour

DVD
95 分钟

波斯语冒险 / 剧情

生生长流
The earth moved we didn’t

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影片《哪里是我朋友家》的拍摄
地点柯盖尔就在这个地区，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那里寻找影片中的
演员。父子俩沿路接触到的一个个劫后余生的村民没有人们想象中的
悲哀神态，而是积极投身到震后的重建工作，更加珍视生命。尤其是
那对在地震后第二天就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更能让人感受到经历过
劫难的村民们的强大生命力。最后他们没有见到扮演两位小主人公的
演员，但有人说刚刚看见他们。

MF-118 D0001789
Nicolas Philibert
Georges Lopez / Alizé， Axel

DVD
104 分钟

法语纪录片 / 家庭

山村犹有读书声
To Be and to Have

传统的法国乡间小镇，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影片以真实风格侧写
孩童们于课堂、校外教学、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该名教师如
何以其高度教育热忱面对、满足一群不同年龄、不同求知欲的孩子。
师生间强烈的维系感随着影片渐次进行而展露无遗，亦呈现出法国乡
村单一教师学校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MF-119 D000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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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共和国

Tassos Boulmetis
Georges Corraface

剧情 / 喜剧

108 分钟
DVD MF-120 D0001791

英语

7岁的凡尼斯与家人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的祖父拥有一家香料
店，在那里，凡尼斯度过了他的童年。祖父通过类比香料的特性来教
授凡尼斯关于生命、宇宙和地理的各种知识，年幼的凡尼斯还爱上了
与他一起玩耍的土耳其女孩，姗美。然而不久后，政治的暴乱破坏了
美满的家庭，凡尼斯和父母因持有希腊国籍而被驱逐出镜，迁往雅
典，身为土耳其公民的祖父则得以留下。时光飞逝，不惑之年的凡尼
斯已经成为了一名天文学教授，备受尊重，但他却觉得生活中充满迷
茫，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点香料。离开家乡的35年来，他依然渴望着
回到儿时的故乡，渴望着再见到那个美好的女孩…… 

安德烈·克拉夫库克
Yuri Itskov / Mariya Kuznetsova

DVD
90 分钟

俄语家庭 / 剧情

寻找幸福的起点
The Italian

生活对于六岁的男孩凡亚（柯里亚·史比里道诺夫 Kolya Spiri-
donov 饰）来说并不轻松，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他早就练了八面玲珑
的处世技巧。一日，凡亚被告知即将被一对意大利夫妇领养，同伴们
羡慕的眼光让他不经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几分美好的相像。一个女人的
到来打碎了凡亚松赛夫的幻想，女人想要寻找自己早已被人领养的孩
子，却遭到了无情的辱骂，绝望的她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在得知了
此情此景之后，凡亚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一想到母亲可能会眼含
着泪水前来寻找早已身处异国他乡的自己，凡亚就痛苦万分。几经思
量，凡亚决定主动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经历了一番准备之后，男孩
上路了。

MF-121 D000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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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 Carlos Cremata Malberti
Malu Tarrau Broche / Jorge Milo

DVD
80 分钟

西班牙语

古巴万岁
Viva Cuba

MF-122 D0001793

剧情 / 喜剧

小男孩胡其托和小女孩玛露是邻居也是同学，更是好朋友。小男
孩和小女孩的母亲却是相看两相怨的，彼此的出身背景不同因而对
对方抱着偏见与成见，玛露的母亲认为对方没教养不女儿和男孩在一
起玩，男孩的母亲认为对方装高贵摆架子，所以不愿和对方有任何牵
扯。小男孩家信仰「卡斯楚」，小女孩家则信仰「天主」。胡其托和
玛露则好像一对欢喜冤家，在一起玩然而常常意见不合，彼此主见很
强都要对方听自己的──一个想当西班牙小女孩皇，一个要当古巴军
队领袖，儘管如此双方还是喜欢和对方玩在一起。 

The Agent Company
特工连

DVD MF-123 D0001794

贾瓦德·舍柏尼是中东最富有的，地毯和桔子是他们的官交交
易，但是还有武器交易。他同穆罕莫德制造一种全新的暗杀武器，这
种武器肉眼难见，只要将它注入暗杀对象体内，等待时机，然后轻轻
按一下按钮，目标就会立刻暴毙，一丝线索都不会留下，面对这群手
持先进武器的恐怖组织，他们必须面对这一生最艰巨的挑战，他们带
了很多武器对抗恐怖组织。战斗打响了，这里你将完全可以看到，可
以感受到激烈的形势使世界闻风恐慌、人心彷惶不安，如同身临现
场，危机四伏，惊心动魄，让人窒息……

英文

班尼派恩·汉考那比 / 莫尼达目·艾欧伊比

动作 / 剧情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蝴蝶
Le Papillon

DVD MF-124 D0001795

费利普·弥勒
米歇尔·塞罗

剧情
85 分钟

法语

丽莎，今年8岁，单亲，喜欢提问，各种各样童稚的问题。邻居
的爷爷（米歇尔塞罗 Michel Serrault 饰 ），儿子已经去世，脾气古
怪，有收集蝴蝶标本的癖好。一天，丽莎闯进了爷爷的密室，发现了
五彩斑斓的蝴蝶标本。爷爷还说，他要到山上去采集一个叫“伊莎贝
拉”的蝴蝶，丽莎大喜，要跟爷爷一起去探险，她多么希望跟着爷爷
去看满天飞的蝴蝶。一路上，丽莎给爷爷添了不少麻烦，因为她有问
不完的问题，还放走了爷爷采来的蝴蝶。丽莎掉进了一个山洞，爷爷
着急，找来了救生人员。两人的友谊、亲情，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
体。

吉尔莫·德尔·托罗
塞吉·洛佩兹 / 玛丽贝尔· 瓦度

DVD
119 分钟

西班牙语奇幻 / 惊悚 / 剧情 

潘神的迷宫
Pan’s Labyrinth

影片讲述二战期间，西班牙12岁的女孩奥菲利娅随母亲和继父到
西班牙北部的乡下旅行。奥菲利娅的继父上尉Vidal是个法西斯军官，
任务就是镇压反抗者。孤独、敏感的奥菲利娅每天都目睹让人不愉快
的事件，感觉到来自继父的屈辱感，她在压抑的生活之外，在内心创
造出一个幻想中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奇幻的事物，借以逃避。她在他
们家屋后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迷宫，并且认识了这个迷宫的守护者，
潘神(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潘揭示了她真正的身
份，她是一个公主，要回到自己的王国，必须在月圆之前完成三个挑
战……在战后的萧条岁月里，奥菲利亚必须面对自己梦想世界的极
限，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MF-125 D0001796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克里斯托夫·巴拉蒂
杰拉尔·朱诺 / 尚-巴堤·莫里耶

剧情 / 音乐
96分钟

DVD

放牛班的春天
Chorists

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安琦重回法国故地出席母亲的葬礼，
他的旧友送给他一本陈旧的日记。看着这本当年音乐启蒙老师克莱门
特遗下的日记，皮埃尔慢慢细味着老师当年的心境，回忆起一幕幕童
年情景。1949年的法国乡村，克莱门特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成为寄
宿学校的学监。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难缠的问题儿童。克莱门特发现
校长以高压手段管治这班问题少年，克莱门特尝试用自己的方法，闲
时创作一些合唱曲，用音乐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

法语

MF-126 D0001797

天使爱美丽
Amelie

喜剧 / 爱情
122分钟

DVD
让-皮埃尔·热内
奥黛丽·塔图 ，马修·卡索维茨

法语 / 俄语

艾米丽是巴黎的一个年轻女招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公寓房
间的地板下发现了一盒早年小孩玩的“宝贝”。她悄悄地将这些东西
还给了它的合法主人，并在暗处悄悄地观察着主人的生活随着这些“
宝贝”的复得而发生的变化。从此，艾米丽开始了她奥德赛式的奇妙
经历：进行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计划，去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几乎是神
奇般的，艾米丽开始改变着她街坊四邻的生活——如果有幸的话，大
部分人的生活是变得美好起来；如果是应得的话，有的也会变得更
糟--但是她总是像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或者以诡秘的身份出现。
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好，直到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尼诺的有趣的年轻
男子。现在的问题是：她是否有勇气为了她自己，做那些她已经为别
人所做的一切？……

MF-127 D0001798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大篷车
Caravan

爱情 / 歌舞 / 喜剧 北印度语

DVD

纳亚尔·胡赛因
吉滕德拉 / 阿莎·帕雷克

苏妮塔（吉滕德拉 Jeetendra）是印度孟买一家大工厂主莫汉达
斯的独生女儿，莫汉达斯死后，她听从他的遗愿与其心术不正的养子
拉詹结婚，并答应拉詹会与他在坎达拉的一所小别墅欢度新婚之夜。
驱车到达别墅时，苏妮塔遇到夜总会舞女莫妮卡，得知拉詹正是杀害
父亲的凶手。凭借机智逃离别墅后，苏尼塔结识一个来自吉普赛的大
篷车队，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莫汉（阿莎帕雷克 Asha Parekh）第一
次走进她的视线，然而两人的爱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如阴魂般的
拉詹，是其中最大障碍。

MF-128 D0001799
乔治·古尼勒

凯·魏辛格 / 艾丽卡·莫露珊

DVD
98 分钟

德语家庭 / 剧情 / 喜剧

国王的异想世界
Zehnte Sommer, Der

故事开始于1960年代，在莱茵河下游的某个小镇里，国王卡里
正在庆祝他满九周年的生日。他穿著崭新法拉利红外套，戴著刚擦亮
的皇冠，轻快地奔驰过他的领地，他所熟悉的群众们有的夹道欢迎，
有的则是献花致意。其实卡里只是一个爱作梦的平凡小鬼，他用绮丽
的梦想堆砌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不过也许他的梦想不再只是空
谈了，他与他的好朋友保利、华特，即将在他们第十个夏天里打造一
座属于自己的动物园！动物园里除了苍蝇、蚂蚁外，还有一个超级巨
星——保利的父亲热情捐赠的小猴子！国王卡里除了忙著处理动物园
的开张手续之外，当然还得忙著其他事业，例如写情书给邻居女孩法
兰兹，还有忙著恶作剧之类的。就在他事业爱情两得意时，突然发现
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自己的爸爸卡尔竟然瞒著妈妈去找小镇上最美
丽的女人海佛太太？在这个多彩多姿的夏天里，卡里经历了愉悦、烦
恼、恋爱和离别……当然，也学会了成长。

MF-129 D0001800
12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谢尔盖·波德罗夫
欧列格·米契柯夫 / 小谢尔盖·波德洛夫

DVD
98 分钟

Prisoner of the Mountains
高加索俘虏

影片的灵感来自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高加索的战俘》(The Pris-
oner of the Caucasus)。一个俄国新兵遭到车臣分裂分子的袭击，只
有他和另一个老兵存活，但被当地的村民姆拉特抓获。姆拉特要拿他
们两人来交换自己那被俄军关押的儿子。但是，俄军指挥官不敢贸然
行事，姆拉特让只好新兵给他母亲写信，让母亲给俄军的上级施加压
力达成目的。

MF-130 D0001801

剧情 / 战争 俄语

太阳马戏团

DVD MF-131 D0001802

奇幻
91 分钟

英语

安德鲁·亚当森
Erica Linz / Igor Zaripov

少女在马戏团里迷上了帅气的空中飞人，两人双双跌入太阳马戏
团的奇幻世界，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他们置身于如梦幻遥远国度
美轮美奂的场景中，穿越不同的马戏世界，历经重重的困难，寻找彼
此。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危机
Kris

英格玛·伯格曼

93 分钟
DVD

Wiktor Andersson / Anna-Lisa Baude

年轻的内尔与她的养母过着安静的生活，直到她的真正的母亲出
现。她被母亲吸引，并在她的引导下在斯特哥尔摹开始了勇敢的成年
人的生活，内贰从此离开小镇从而开县人性的阴暗面。

MF-132 D0001803

剧情 瑞典语

英格玛·伯格曼
伊娃·达尔贝克 / 哈里特·安德森

DVD
96分钟

瑞典语剧情 / 喜剧 

恋爱课程
A Lesson in Love

在结婚15年之后，大卫和玛丽安娜已经分居了。大卫已经与他的
一位病人有暖昧关系，而玛丽安娜也已经和她以前的追求者卡尔·亚
当在一起，而他也是大卫的最好的朋友。当她旅行到哥本哈根遇见卡
尔·精致当时，碰巧大卫与她乘相同的火车。这段时间，他们一同记
起过去并且谈论他们的将来，他们对对方有了更多的了解……

MF-133 D000180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英格玛·伯格曼
Jarl Kulle / 毕比·安德森

DVD

瑞典语
87 分钟

奇幻 / 剧情 / 喜剧

恶魔之眼
The devil’s eye

魔鬼被一个教区牧师的女儿的纯洁吸引。为了夺取她，他让唐璜
从地狱上来，诱奸20岁的布里特玛丽夺取她的童贞和信任。但是她并
没有就范。可当唐璜爱上她时，事情变得一团糟。他感到这是他第一
次真爱，可他对她不那么有吸引力。于是唐璜返回地狱……

MF-134 D0001805

大黎明
Un flic

98 分钟
DVD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
阿兰·德龙 / 凯瑟琳·德纳芙

法国某城市，一群以所谓“维护国家利益，清除罪恶”为目地的
警察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名曰“正义警察”由此发生了一连串的血
腥事件。阿兰·德龙饰演的古兰德鲁警长授命调查此案。随着调查展
开，他发现罪恶之源其实就在自己身边，而且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逼
近……

MF-135 D0001806

剧情 法语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Sanjuro

DVD MF-136 D0001807

剧情
96 分钟

黑泽明
三船敏郎 

郊外神社的神殿里，九位年轻武士在秘密开会，城代家老的外甥
井坂（加山雄三饰）准备向大目付菊井求助整治内部问题。但外貌邋
遢的武士椿三十郎（三船敏郎饰）出现，告诉他们菊井才是背后的
黑手。果然，神殿很快被大目付手下团团围住，三十郎出手替年轻
人解危，而室户半兵卫（仲代达矢饰）却欣赏三十郎的身手，欢迎他
加入。之后，三十郎与九人组去找城代家老，却发现晚了一步已被绑
架。 

托尼
Toni

剧情

DVD
让·雷诺阿
Charles Blavette / Jenny Helia / Andrex

法语

本片描写四名意大利移民在法国南部小镇当矿工的故事，剧情由
当地警察局长提供，雷诺阿和他的一个朋友共同编写成剧本。 

MF-137 D0001808
81 分钟

中文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尤里斯·伊文思
Manuel Aza / 弗雷德里克·马奇

DVD
52 分钟

英语 / 德语纪录片 / 战争

西班牙土地：四万万人民
The Spanish Earth：The 400 Million

MF-138

纪录比利时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博里纳日》、反映西班牙战争的
《西班牙的土地》、表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四万万人民》和纪录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等。战后，在苏联、波兰、巴
西、中国、法国、意大利、马里、古巴、越南等国拍摄了大量纪录
片，如《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世界青年联欢节》、《激流之
歌》、《五支歌》、《塞纳河畔》、《天空、土地》、《愚公移山》
等。由于他在世界各地拍片，故有“飞行的荷兰人”之称。

D0001809
安杰依·瓦依达
Teresa Izewska / Tadeusz Janczar

DVD
95分钟

德语 / 波兰语剧情 / 战争
Kanal
地下水道

瓦依达《二战三部曲》的第二部，根据波兰爱国人士斯塔文斯
基事迹拍摄，他18岁时参加了1939年的华沙之役和1944年的华沙起
义。本片故事取自那场63天起义的最后一周，当时纳粹正在搜捕剩
余的抵抗战士，而逃亡者希望从下水道逃生，但在黑暗和污浊中他们
迷失了方向，每当他们想探出头来确定自己的方位时，纳粹在等着他
们。

MF-139 D0001810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雷内·克莱芒
查尔斯·博耶 / 吉恩·道兰德

DVD
85 分钟

法语剧情 / 战争

铁路战斗队
The Battle of the Rails

1946年首届戛纳影展大奖和最佳导演奖得主，也是法国“优质电
影”派系导演克莱芒的处女作。本片讲的是二战时期法国铁路工人的
地下抵抗运动的点点滴滴。共分为四个片段：一是1941年铁路游击队
员秘密通过德军封锁的边界；二是1942年破坏德军军事设施但有战士
为之牺牲；三是1943年游击队突袭火车站失败；四是1944年铁路工
人们与登陆盟军合作掀翻德军火车的行动。

MF-140 D0001811
佛罗瑞·加仑伯格
乌尔里奇·图克尔 / 达格玛·曼泽尔

DVD
134 分钟

汉语普通话 / 英语传记 / 历史

拉贝日记
John Rabe

曾经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而出，
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百姓的生命。

MF-141 D0002133



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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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波德罗夫
浅野忠信 / 孙红雷 / 喀胡兰·楚伦

DVD
126 分钟

爱情 / 战争 / 传记

蒙古王：开天辟地
Mongol：The rise of Genghis Khan

少年铁木真随父亲——乞颜部落首领也速该（Ba Sen 饰）远行，
为了平复与仇敌蔑儿乞人之间的恩怨，也速该希望儿子选择蔑儿乞人
的女儿为妻，而铁木真却选择了弘吉剌部落首领的女儿孛儿帖，并承
诺五年后前来迎娶。归途中，也速该死于敌人塔塔儿人的毒酒，部落
的牛马和牧民也被叛徒虏去。铁木真从少年时起便经历了人生困苦，
他一面和母亲四处漂泊，一面躲避着仇家的追杀。长大成人的铁木真
（浅野忠信 饰）依然生活在刀光剑影之中，纵然朝不保夕，他仍记得
与孛儿帖的约定，终于将孛儿帖（Khulan Chuluun 饰）迎娶回家，生
活开始出现转机。然一场灾难尾随而至，蔑儿乞人为报当年仇恨，射
伤铁木真，虏去孛儿帖。伤愈的铁木真只得求助好友札木合（孙红雷 
饰）……

MF-142

蒙古语 / 汉语普通话

D0002134
Jiri Krejcik
波兹达拉·特佐诺沃娃 / 朱拉什·库库拉

剧情
110 分钟

DVD

捷克语

非凡的艾玛
Ema

艾玛是享誉世界的捷克女高音歌唱家，她刚刚结束的美
国巡回演出引起轰动。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艾玛的经
纪人劝她留在美国，但艾玛深爱着祖国，毅然登上回国的轮
船。临行前，她接受了爱国人士托她带回国的情报，没想到
刚一入境就被警察扣押盘查，布拉格国家大剧院也拒绝她登台
演出。被软禁在故乡家中的艾玛陷入生活的困境，感情上也出现波
折。艾玛的经纪人从美国归来，他再次劝艾玛去美国继续自己的歌唱
事业，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艾玛决定和故乡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MF-143 D00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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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海报

Penguins in the Sky

中田秀夫
松山研一 / 藤原龍也 / 瀨戶朝香

杀人越货的罪犯连续神秘死亡，人们将替天行道惩治恶人的基拉
奉为救世主，警方对之束手无策。专门解决奇诡事件的天才少年L推
断，基拉有89.5%的可能性身在日本，于是他离开洛杉矶飞赴日本。
临行之前，L心中浮起淡淡的预感——自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L与
基拉——夜神月的展开了正面交锋。这时，泰国的一个小村庄被人从
大地上抹去了痕迹。L并不知道有一桩足以毁灭世界的重大阴谋正在
酝酿之中。L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设下陷阱准备一举击溃夜神月。不
料，多年的搭档渡意外身亡。L决定在自己最后的23天中解决渡所留
下的任务。直升机送来了一箱给渡的礼物，里面竟是一个男孩——他
是遭灭顶之灾的泰国小村的唯一幸存者。L从男孩随身携带的磁碟资
料中得知，该事件与恐怖的杀人病毒有关。此时，少女真希带着父亲
的遗物来找渡，她也是这场阴谋的受害者。追踪而来的杀手已然赶
到，L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逃亡。 还剩下6天，一向不擅长户外活动又
失去了左膀右臂的L能否脱离危机？能否消灭人类制造可怕的死神？

DVD

日文
129 分钟
侦探

L最后的23天
l change the world

MF-145 D0002495

旭山动物园物语

剧情 日文
112 分钟

DVD
マキノ雅彦
西田敏行 / 中村靖日 / 前田愛

旭山动物园每年要接待三百多万名游客，它是日本最有名的动物
园，连续三年在夏季游客人数棒上占据了冠军宝座。这里有可爱的动
物，还有一群敬业的饲养员，他们的理想和实践将会给你带来非同寻
常的感动……在日本最哲北的动物致园--旭山动物园，从小就被同伴
们欺负的昆虫迷吉田（中村靖日饰）来到这里求成为新的饲养员。充
舷满热情的园长泷泽（西田敏行萎饰）带领老驶饲养员韮崎（长窑门
裕之盖饰）、柳原（岸部益一德饰）、臼井（柄本明昼饰）、砥部（
盐见三省饰）、三谷（六平直政饰）和管理员早苗奄（堀内敬子饰）
等人迎接了这位新成员。长久以来，动物园一直顾客稀少。如今，在
为了吸引客源而设的云霄飞车旁排着长队，而动物参观区域却依然门
可罗雀。泷泽园长一边和提倡”拆除动物园”的动物保护团体周旋，
一边为了解决财政赤字不断的局面四处奔走。

MF-144 D0002494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长沼诚
船越英一郎 / 深田恭子 / 滨口优

DVD
119 分钟

日文家庭 / 剧情

乌鲁鲁的森林物语
A Tale of Ululu’s Wonderful Forest

昴和滴俩兄妹一直生活在东京，由于母亲夏子因病住院，他们不
得不前往北海道，投奔五年前和母亲离婚的父亲大慈。父亲是野生动
物急救所的兽医，年幼的俩兄妹几乎没和父亲一起生活过，一开始不
知如何是好。然而随着和美丽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接触，两人很快融
入了当地的生活，小姑动物摄影师千惠和在牧场工作的拓马叔叔对他
们也很好。一天，滴发现了一只长相怪怪的小狗。看着这只孤零零、
离开了妈妈的小狗，感同身受的滴怎么也放不下它。大慈答应只要滴
负责照顾小狗，就可以把它养在家里，开心的滴给小狗起名为“乌鲁
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学者长谷部来到大慈家，他看到了乌鲁
鲁，说它不是狗，很可能是已经灭绝的虾夷狼的幼仔，建议他们将之
交付专门机关。兄妹俩却不愿离开乌鲁鲁，他们决定让乌鲁鲁回到妈
妈身边。于是，两人带着乌鲁鲁，前去寻找传说中的“狼之国”……

MF-146 D0002496
马基德·马基迪
默罕默德·阿米尔·纳吉 / Hossein Aghazi

DVD

96分钟
波斯语剧情

小麻雀的假期
The song of sparrows

本片是《小鞋子》导演马加德·马加蒂的又一部力作，影片的男
主角默汗默德·阿米尔·纳吉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斩获最佳男演员
奖。与《小鞋子》非常相似的是，《麻雀之歌》也是一部完全以平民
视角讲述的电影。故事说的是一个在农场打工的父亲，因为其所看管
的鸵鸟园跑掉了一只鸵鸟，而不得不想办法找回它，否则就要向雇主
支付一笔可怕的赔偿费。在寻找鸵鸟和筹钱的过程中，这个男人经历
了许多悲喜交加的事件，甚至还受了伤，好在命运并没有过分地玩弄
他，鸵鸟最终回到了园子。本片依然把伊朗贫富差距的强烈对比放在
了最前台，窘迫的男主角与城市中富人之间的落差尤其令人揪心，就
像当年《小鞋子》里孩子的微薄的欲望也得不到满足一样痛苦。

MF-147 D0002497



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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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崎诚
田中直树 / 凉 / Chirori

DVD
105 分钟

日文家庭 / 剧情

男人与流浪狗
Walking with the Dog

MF-148 D0002498

狗狗可以抚慰人心，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也有不少沒有责
任感的饲主在一窩疯的养狗風潮退烧之后，就任意丟弃宠物们到街上
流浪。这部电影就是敘说著被女友抛弃的失意男子与一只流浪狗的故
事，靖之跟流浪狗一見如故，心灵也受到了狗兒的抚慰，因此決定將
流浪狗训练成狗医生的溫馨励志故事。 

李正哲 / 王坪
阿达 / 宋仲基 / 张翰

DVD
92 分钟

韩语剧情 / 冒险 / 喜剧

人狗奇缘2
Heavy Paws 2

《人狗奇缘》的续篇，由中韩联合制作。留学韩国的中国学生赵
明住在朋友东宇家，他家的狗妈妈心心生了三只可爱的小狗，其中一
只叫小心。小心不幸落入抢劫者之手，心心力克艰险从抢劫者手中救
回小心，并与赵明、东宇等人抓获在青岛抢劫珠宝的韩国嫌疑犯。

MF-149 D00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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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谷司郎 Andrew Meyer
藤冈弘 / 石田亚由美 / 小林桂树

DVD
143 分钟

日文惊悚 / 科幻 / 剧情
Submersion of Japan
日本沉没

地质学家田所博士作深海调查，竟发现一个惊人结论，日本将于
三百天内陆沉，这时候，关东区正发生大地震，东京高楼大厦夷为平
地，到处火灾，灾民争相逃命……

MF-150 D0002500
松冈锭司
森本慎太郎， 桑岛真里乃

DVD
115 分钟

日文爱情 / 剧情

雪王子：禁恋的旋律
Snow Prince

影片讲述了几十年前发生在寒村中的初恋故事，贫困少年和
富家少女之间的淡淡恋曲并不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却也刻骨铭
心。

MF-151 D0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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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正典
泽尻英龙华 / 锦户亮

DVD
140 分钟

日文爱情 / 剧情

一公升的眼泪
1 Litre of Tears

今年15岁的池内亚也（泽尻绘里香饰）出生于一个平凡而幸福
的家庭，一家六口每天的生活虽然平淡却很幸福快乐。从小就是好学
生乖宝宝的亚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高中，原以为从此光辉灿烂快乐的
人生正等着自己，没想到却患上了不治之症——脊髓小脑变性症。慢
慢地，亚也的身体机能开始不受控制本，走路无法保持平衡，经常跌
倒，甚至不能好好写字，看着这么没用的自己，亚也哭了一次又一
次。然而在家人，以及喜欢的男生麻生遥斗（锦户亮饰）的支持下，
亚也下定决心努力无悔地度过每一天，不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丝遗
憾。

MF-152 D0002502

龟井亨
佐藤二朗 / 安达佑实 / 渡边哲

DVD
106 分钟

日文剧情

豆柴小犬
Mameshiba

这是一只出生仅两个月的小狗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浪荡男的故
事。芝二郎，35岁，虽然名字叫二郎，其实是家里的独生子。一直在
父母的照看下过着悠闲日子的芝二郎并不去工作，一直生活在故乡的
小镇从来没有去过外地。然而这样的日子划上了句号。父亲良男突然
故世，母亲鞠子也离家出走了。某天，二郎外出购物，途中遇见了一
只裹着红围巾的小柴犬。二郎把小狗赶走，但小狗还是跟着二郎回到
了家。原来这只小狗是牵挂儿子的母亲派来的，由此招他前来寻母。
在朋友们的推动下，二郎带着小狗踏上了生平第一场旅行……

MF-153 D00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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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泰奎
金允珍 / 罗文熙 / 姜艺媛

DVD
115 分钟

韩语剧情

Harmony合唱团
Hamoni

女犯人贞慧在狱中生下了儿子民宇。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对贞
慧的意义重大，然而，监狱毕竟不是养育孩子的地方，等到民宇长到
18个月，监狱势必要为他找到一个收养家庭，这对贞慧来说心酸且
无奈。监狱的女官方科长一向对犯人持有偏见，但小民宇的出现令这
个惯常冰冷的女人也为之心动，并未孩子操持了周岁纪念。但8个月
后，贞慧仍要面对和儿子分离的时刻。某日，监狱内举行了合唱团的
表演，深受感动的贞慧向狱长提议，组织一个由犯人组成的合唱团，
充实大家的精神生活。于是，狱长同意了贞慧的建议，并承诺她，如
果她可以成功组建合唱团，她可以和儿子共同外出。然而，对于连儿
子听了她的歌声都会啼哭不止的五音不全者来说，组建一个合唱团对
于贞慧是一个艰巨的考验。但是为了可以和儿子呆在一起，贞慧决心
一搏。这时，狱友纷纷伸出援手，包括曾为大学音乐教授的文玉、做
过民歌歌手的花子、成日幻想罗曼蒂克故事的原职业摔跤手延实、紧
锁心门不肯与外界沟通的由美，此外新来的女官娜英也为合唱团的成
立提供了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帮助。合唱团因母爱和感动组
建，必将绽放出更温暖的花朵……

MF-154 D0002504

三傻大闹宝莱坞
Three Idiots

剧情 / 喜剧 / 歌舞 乌尔都语 / 英语
170 分钟

DVD
拉库马·希拉尼
阿米尔·汗 / 马德哈万 / 沙尔曼·乔什

法兰（马德哈万 R Madhavan 饰）、拉杜（沙曼·乔希 Shar-
man Joshi 饰）与兰乔（阿米尔·汗 Aamir Khan 饰）是皇家工程学
院的学生，三人共居一室，结为好友。在以严格著称的学院里，兰乔
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学生，他不死记硬背，甚至还公然顶撞校长“病
毒”（波曼·伊拉尼 Boman Irani 饰），质疑他的教学方法。他不
仅鼓动法兰与拉杜去勇敢追寻理想，还劝说校长的二女儿碧雅（卡琳
娜·卡普 Kareena Kapoor 饰）离开满眼铜臭的未婚夫。兰乔的特立
独行引起了模范学生“消音器”（奥米·维嘉 Omi Vaidya 饰）的不
满，他约定十年后再与兰乔一决高下，看哪种生活方式更能取得成
功。

MF-155 D00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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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小Q的一生

崔洋一
椎名桔平 / 小林薰 / 香川照之

DVD
100 分钟

日文剧情
Quill

小Q是一只拉布拉多犬，身上流着优秀的导盲犬血统。相对其他
的兄弟姊妺，小Q确是与别不同，他身上有个特别的胎记——像小鸟
展翅的记号，因此他的养父母给他改名为小Q(即鸟的羽翼的意思)。小
Q不久就被挑选成导盲犬，正式展开犬只训练中心的艰辛生活。在陌
生的环境里，身边有很多陌生的狗只，训练员并不像旧主人般和蔼可
亲，但开朗的小Q无畏无惧，乐观地面对每一项训练。今天，牠毕业
了，小Q终于成为一只真正的导盲犬。小Q的第一个「主人」是渡边
先生。渡边先生是个顽固的家伙，天生不喜欢狗，认为盲公竹比导盲
犬可靠得多了。但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渡边先生被小Q无私的爱打动
了，不管是散步、逛街、爬山……小Q都会带领渡边先生安全回家，
有渡边先生的地方，总会有小Q的身形陪伴左右。渡边先生在小Q陪
同下，开始感觉到微风的温柔，花香的甜美，了解生活的乐趣。可惜
好景不常，一天，小Q要面临他人生第一次的离别……

MF-156 D0002506

堤幸彦
仲间由纪惠 / 阿部宽

DVD

日文悬疑 / 喜剧 / 剧情

圈套
Trick

在名为一夜村的偏僻小山村，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有情男女将
诸如头发一类的身体一部分放入称作体一部的誓约纸中，并系在特殊
地点，那么他们将拥有美好的未来。可是鲜为人知的是，一旦有一方
背弃誓约，那么被抛弃的一方将遭遇死亡的厄运。经电视台的报道，
来到一夜村的人越来越多，而该村中断多年的契祭也将再度举行。村
中有钱人家少爷西园寺诚一（永山绚斗 饰）找到所谓的天才物理学家
上田次郎（阿部宽 饰），希望他解开诡异死亡的秘密。上田约上穷困
潦倒的山田奈绪子（仲间由纪惠 饰）来到目的地，谁知未过多久诚一
的未婚妻便意外死亡。带着不祥气息归来的女子，令人后背发冷的摇
篮曲，以及神秘莫测的死亡事件，圈套的故事再度上演……

MF-157 D0002507
106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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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

DVD MF-158 D0003800
Julie Taymor
Salma Hayek

英文
123 分钟

弗里达（salma hayek 饰）是墨西哥著名的女画家，18岁之前她
是一个快乐活泼的少女，跟其他人一样，享受着爱情的甜蜜。然而18
岁的车祸让她遭遇重创，死里逃生的她从此跟病痛伴随一生。原来的
小情人也离她而去。躺在病床18个月的她整日与画为伴，她的画充满
了不可思议的活力与激情。那时候她也真正开始考虑卖画养活自己，
她前去请求画家里维拉指导自己的画，对方激赏她的天分。他们也从
师生转变成一生的伴侣，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经历了墨西哥最动荡
的革命时期，他们狂热地追随着共产主义的脚步，甚至当托洛斯基被
斯大林逐出苏联后，他们不畏风险地予以热情接待。弗里达与托洛斯
基朦胧的爱恋，以及她的女同性恋情结让她的感情史一样绚烂。1954
年，弗里达离开了这个充满了病痛的世界，但愿离去是幸。

根岸吉太郎
浅野忠信 / 松隆子 / 室井滋

DVD
114 分钟

日文剧情

樱之桃与蒲公英
Villon’s Wife

二战后的乱世，整个日本弥漫着悲观气氛。男人，不能再理智地
判断变风改俗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崩溃。女人，在紊乱之中变得更坚
壮，乐观展望将来。艰苦岁月令她们深刻感受到，能活着渡过日子，
已经是最好的恩典了。女人坚守传统的价值观，甘愿逆来顺受当男人
的贤内助。以“樱之桃”微妙地描绘了男人的心灵纤弱，“蒲公英”
比喻女人的温婉坚韧，精辟地刻画已婚男女的爱情关系。才华洋溢的
小说家大谷(浅野忠信 饰)，以放荡不羁生活填补内心的迷失和空虚；
负债累累的他仍终日与情妇秋子(广末凉子饰)厮混，还计划一起殉
情。妻子佐知(松隆子 饰)抛头露面在酒馆打工为丈夫还债，令一众男
客倾慕不已，一个害羞的小伙子(妻夫木聪 饰)更向她大胆表白，当年
抛弃佐知另娶千金小姐的旧情人(堤真一 饰)突然来到酒馆探望……

MF-159 D0003801

弗里达

剧情 / 爱情 /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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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彻平 / 西野亮广 / 池胁千鹤
古厩智之

DVD

无家可归的中学生

剧情
The Homeless Student

日文

中学生田村裕（小池徹平 饰）是一个脑瓜聪明、阳光乐观的少
年，快乐的暑假即将开始，他原本要和喜欢的女孩相约看电影，但一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裕的生活。由于父亲的原因，裕的家庭负
债累累，最终他们的房子被抵押没收，不负责任的父亲扔下一句“解
散”便转身离开。为了不拖累哥哥彦一和姐姐幸子，裕谎称去同学家
居住，随后来到附近的公园以此为家。他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夜晚
睡在公园的滑梯上，白天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漫长的夏日仿佛没有尽
头…… 

MF-160 D0003802
阿米尔·汗
阿米尔·汗，塔奈·切赫达，Darsheel Safary

DVD
165 分钟

北印度语剧情

地球上的星星
Taare Zameen Par

八岁的艾沙是个满脑子奇思异想的男孩，可是在老师眼里，他是
个淘气包、麻烦精。艾沙父母无奈之下，只好给他转学，而在新学校
里，欢快而乐观的艺术老师发现他原来有阅读障碍，开始细心教导，
让他渐渐走出学习障碍，给他带来全新的生活。这部充满童趣和想象
力的《地球上的星星》是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的导演处女作，而
片中的那个有魅力的艺术老师就是由他本人扮演的。

MF-161 D0003803
116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Juvenile Offender

康理贯
李贞贤 / 徐英洙 / 崔元泰

107 分钟
剧情 韩语

犯罪少年

MF-162 D0004226
片山修
小栗旬 / 长泽雅美 / 渡部笃郎

125 分钟
日文剧情

岳：冰峰救援
Peak：The Rescuers

岛崎三步，一个热爱大山的男人，曾经攀登过世界各地的险峰峻
岭。返回日本后，岛崎成了一名高山救助志愿者，全力守护登山者的
安全。新加入山难救助队的女孩椎名久美来到岛崎所在的大山，跟随
他接受救难训练。久美学得很快，但在山难现场却屡屡面对生命的离
逝，由此丧失了自信。一场冬日的暴风雪引发多起山难。久美和同伴
们一同赶赴现场救援，然而等待着她的竟是超乎想象的雪山的威胁。
此时，三步……

MF-163 D0004229

智九终于离开少年感化院，相依为命的爷爷却在此时离开人间，
而他的生活中竟突然多了一个年轻妈妈孝胜。孝胜在十七岁生下智九
后便抛弃他，当他们再见面时，已经错过了彼此十几年的时间，陌生
尴尬的母子俩，不知道如何赎回无法弥补的过去，而孝胜稚嫩不成熟
的心理年龄，也不足以让她成为真正的母亲。此时，智九的小女友怀
孕了，孝胜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是日子太重？还是青春太轻？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张勋
高修 / 申河均 / 金玉彬

朝鲜战争后期，双方展开艰难的休战谈判，仍有大小军事摩擦
时有发生。在东部战线最前沿的L高地，南方军某中队队长尸体被发
现，身旁竟留有内部使用的枪弹。上级高度怀疑其死亡与内鬼有关，
迅速安排反特中尉江恩表赴东线调查真相。路上，江恩表巧遇当年
的同期金柱赫。令江恩表意外的是，曾经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金柱
赫在当了两年二等兵后，摇身一变被破格提拔为中尉，成为特种部
队——“鳄鱼中队”的实际领导者。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挚友间
也会有龃龉，甚至猜忌。他们积极投入争夺L高地的战争，队伍里却
时时笼罩着背叛的阴影……

DVD
133 分钟

韩语战争 / 剧情

高地战
The Front Line

MF-164 D0004232
秋昌民
李秉宪 / 韩孝珠 / 沈恩京

DVD
131 分钟

韩语剧情 / 历史

双面君王
The king of facade Masquerade

光海君8年，政局混乱，权力纷争，时时刻刻威胁着君王的切身
安全。处于恐惧，光海君找到都承旨许均，让他想办法给自己找一个
替身，以备不测。许均通过妓院认识的醉客找到了说相声为生的平民
男子河善，惊奇地发现该男子竟然长着一副和光海君一样的面孔，还
具备卓越的口才和模仿天赋，几乎就是君王替身的不二人选。于是，
许均带着河善回到皇宫，准备实施“狸猫换太子”的奇谋。一天，光
海君突然失去意识跌倒。许均借为君王治疗之机，实行调包，将市井
草根河善送进中宫。在许均的指点下，河善开始模仿君王的口气、走
路的姿势，并且恶补国情现状，以及治理国家的方法等等。可在外人
看来，“君王”还是从里到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以前那个暴虐
蛮横的光海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和善温暖的全新帝王。而
在“执政”的过程中，河善也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许均来说
可是始料未及的……

MF-165 D0004233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二宫和也 / 上户彩 / 池松壮亮
寺田敏雄

DVD

Urumaisu de boku wa sora wo tobu
剧情 日文

坐轮椅翱翔天空

童年时代家庭四分五裂，长大后与母亲（药师丸博子 饰）关系紧
张，整天浪荡社会，惹是生非，无业青年长谷部泰之（二宮和也 饰）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可是在应聘的前夜却因一场殴斗，逃跑时意
外摔伤，导致下半身瘫痪，从此再也无法站立起来，轮椅将成为他毕
生的伴侣。新生活还未开始便戛然而止，这令泰之倍感绝望。在心理
咨询师南英明（伊势谷友介 饰）、病友以及周遭所有人的鼓励下，泰
之积极参加康复训练，并渐渐重拾生活的希望，命运之神重新向他展
露笑容……

MF-167 D0004239

嫌疑人X
Perfect Number

爱情 / 悬疑 / 犯罪 韩语
119 分钟

方恩珍
李瑶媛 / 柳承范 / 赵震雄

DVD D0004235MF-166

影片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代表作《嫌疑人X的献身》
，原名《完美的爱情》，后仍改为和原著接近的《嫌疑人X》。沉默
寡言的天才数学家金石固（柳承范 饰）每天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固
定的便当店买午餐，只为看一眼在便当店做事的邻居白花善（李瑶媛 
饰）。花善与外甥女允儿相依为命，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有一个总
来找麻烦的前夫金哲民。终于有一天，花善因不堪忍受虐待，最终手
刃了前来纠缠的前夫。石固察觉花善出于自卫而杀人的事实后，主动
提出由他料理善后，为此这桩犯罪设计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明，保证让
花善和允儿不受到牵连。负责查办此案的郑警官（赵镇雄 饰）是石
固的好友对花善的凶手身份确认不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却依然执
著地展开调查。到底石固使用了怎样的隐藏手法？最终他会为爱献身
吗？

100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刘尚宪
申世京 / 任瑟雍 / 白珍熙

DVD
88 分钟

韩语爱情 / 剧情

木吉他：20岁之歌
Acoustic

还记得生命中最璀璨的一刻吗？得了罕见疾病（只能吃拉面维持
生命）的世京从未放弃音乐的梦想，她要做一名唱响青春的创作歌
手；失去音乐就无法生活的尚元和海元不顾一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一个是主唱，一个是鼓手；用歌声凭吊回忆的女孩珍熙与爱着她的男
孩不期而遇……这是三则关于音乐与生命的青春礼赞。

MF-168 D0004241
尹成贤

李帝勋 / 朴正珉 / 赵成夏

DVD
116 分钟

韩语剧情

青春夜行
Bleak Night

一个少年意外死亡，引发了一连串悬念迭起的故事。死者名叫基
泰。一向对儿子有所疏忽的父亲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负罪感的驱
使下，他决心高兴儿子死亡的真相。他首先在儿子的抽屉里发现一张
被细心收藏的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儿子的同龄人，一个叫东允，一个
叫熙俊。然而，当他追查至学校才得知其中一个孩子已经转学，另一
个孩子也没有出席儿子的葬礼。事态变得匪夷所思。后来，他勉强找
到熙俊，得到的答复是“基泰和东允最是亲密”，并且闪烁其词，仿
佛回避着什么。他拜托熙俊代为寻找东允，但这个自动离开学校的孩
子究竟去了哪里呢？原本天真单纯的年龄，却承载着难以想象的悲剧
命运。三个孩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MF-169 D000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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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健太郎

冈田将生 / 仲里依纱 / 市村正亲

DVD

The young black jack
剧情 日文

MF-170 D0004247

9岁的时生与妈妈美都子约好圣诞节一起去商场，不幸遇到连续
爆炸案。受重伤的时生被外科医生本间所救，失去的右肢以及右脸均
被缝合。然而痊愈的时生见到妈妈时，却发现美都子因爆炸关系变成
了植物人。为了唤醒妈妈，时生决定成为医生。在此期间时生用血浆
增溶剂使妈妈处于假死状态，把妈妈从医院带走到自己工作的地下
室。用特殊仪器维持着母亲的生命。15年后，24岁的时生已成为一名
医大学生，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收取高额报酬的地下医生怪医杰克。
沉睡美都子一直靠特殊装置维持着15年前的样子，时生一直在寻找让
她醒来的方法……在一次意外中东庆大学医院的院长千金优奈遇到了
时生，因时生在紧急时刻对患者恰当的救治，以为他是医生。而事后
发现时生是医大在读学生时，优奈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利用时生
掉落的笔记引他参加自己的庆祝派对。正在这时，优奈的妹妹渚却倒
下了……

打工仔鬼塚英吉（AKIRA饰）顺手解围了在车站前遇见了被不良
学生围住的明修学苑高校学生相泽雅（川口春奈饰）和教师冬月（泷
本美织饰）。几天后，英吉因为打工需要而前往明修学苑修剪树枝，
在树杆上的他看见了被上原杏子（新川优爱饰）等三人勒索的吉川昇
（中川大志饰）。原本想叫住吉川的英吉却发现前者慌张的逃离了。
中途休息期间，英吉把看到的情况和同样在店里的樱井良子（黑木瞳
饰）闲聊起来，却又碰到了被内山教头（田山凉成饰）退学的不良学
生闹事。原本想让英吉吓唬不良学生的内山教头反被英吉后抑摔了，
看到这一幕的樱井理事长心生一计想请英吉来调教2年4班那群学生。
英吉与学生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与牵绊?

麻辣教师剧场版：寒假也要进行热血授课
GTO

日文

DVD
今井和久
黑泽良平 / 泷本美织

MF-171 D0004249

少年黑杰克

115 分钟
剧情 / 校园



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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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奇迹

平山秀幸
竹野内丰 / 井上真央 / 唐泽寿明

DVD
128分钟

日文/英语
Oba: The Last Samurai

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远在南洋的塞班岛迎来
了最为残酷的时刻。美国7万大军登陆小岛，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了日
军的防守。败局已定，日本军官下令全岛军民“玉碎”效忠天皇，美
丽的塞班岛瞬时成为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陆军步兵第18连队的大尉
大场荣（竹野内豊 饰）率领2000名战士向美军发起自杀式攻击，一番
肉搏之后两败俱伤。大场侥幸逃生，遇到堀内今朝松（唐沢寿明 饰）
、木谷敏男（山田孝之 饰）等其他部队的残余同志。适值此时，“生
存”的信念占据大场的内心，他决定保护幸存的军民直到战争最后…… 

MF-172 D0004251
崔益焕
严正花 / 金海淑 / 刘海镇

DVD
110 分钟

韩语剧情

妈妈
MAMA

《妈妈》讲述了发生在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动人故事。即使是“冤
家”一般的母亲、不讲道理的母亲，又或者是总跟在身边寸步不离的
母亲，她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母亲。这是三个关于母亲与
孩子的故事。我妈妈每天都很辛苦，除了做配送员，整个下午还要做
保洁员。生活如此艰难，她仍希望可以带着生病的我环游世界。为了
妈妈，我努力训练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努力学习。但妈妈
看起来状况越来越差。慈悲的上帝，可否让我的妈妈一天一天好起来
呢？我妈妈，不，是张教授啦。她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女高音，优雅的
背后却是狼狈的、像个侍女一样的我。我基本包揽了幕后的所有琐
事，仍是麻烦不断。我和她似乎更像一对冤家，水火不容。她知不知
道，其实，我也是很有天赋的？我和妈妈有时让人感觉更像恋人。她
年纪大了，却还是一副天真的小女孩相，有点肉麻。有一天，我得知
她患了乳癌，而且面临手术。对于一个像妈妈这样的女人来说，切掉
一个乳房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更糟的是，我其实是个混混，可为
了让妈妈放心，我一直骗她说自己是个英语老师。

MF-173 D0004253

剧情 /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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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本顺治
真田广之 / 寺尾聪 / 佐藤浩市

126 分钟
DVD

剧情 / 惊悚 / 战争 日文
Aegis
国防战舰神盾号

在东京湾进行航海训练的神盾舰“急劲号”，正面临着日本战后
最大的危机。从冲绳美军基地被窃取的化学武器“cusoh”，被某国
的情报员带到舰上，伍长仙石获得此情报时，舰长已经命丧敌方之
手，副长宫津二佐却命令全体人员离开军舰。苦思不解离开的仙石，
意外地发现，与敌方联手反叛国家的居然是副长宫津，防卫厅情报局
的内事本部长渥美不断地思考对策，但是拥有最尖端防卫系统的“急
劲号”，没有丝毫破绽可趁机而入，整个首都变成了人质，而日本政
府却束手无策。此时，仙石却悄悄的独自一人返回舰上……

MF-174 D0004257

交响情人梦最终乐章
Nodame Cantabile：The Movie

剧情 / 喜剧 / 音乐
122 分钟

武内英樹
上野樹里 / 玉木宏 / 瑛太 / 水川あさみ / 小出恵介

日文

DVD D0004260MF-175

经过在法国巴黎一年的努力打拼，千秋真一（玉木宏 饰）渐渐成
长为备受瞩目的指挥家，野田惠在音乐学院的学业也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中。而就在此春风得意的时刻，艾莉莎（吉瀬美智子 饰）命令千秋
去担任宫殿专用乐团Roux-marlet乐团的首席指挥。虽然该乐团声名
显赫，但早已今非昔比，由于资金断链，人才相继流失，临时演奏家
占多数且缺少练习的乐团，其窘况可想而知。种种困境让千秋备感困
扰，为此他找来野田惠（上野树里 饰）加入练习，而碰巧来到巴黎的
孙蕊（山田优 饰）也加入其中。糟糕的现状，一切似乎都要从头开
始……本片根据二之宫知子的原著漫画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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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住英一郎
伊藤英明 / 加藤爱 / 佐藤隆太

DVD
116 分钟

日文动作

海猿
Umizaru

故事发生在世界最大天然气设备爆炸事故的两年后，勇猛果敢的
仙崎大辅（伊藤英明 饰）报名参加了全部由海难救援队伍中的专家
精英组成的”特殊救难队”，这支队伍专门处理最为危险和紧急的
事故。仙崎与晚辈吉冈（佐藤隆太 饰）在岛一彦副队长（伊原刚志 
饰）的指导下，终日奔走在海难救援的最前线，执行各种艰巨困难的
任务。虽然劳苦，彼此心中却倍感充实。在他们身后，大辅的妻子环
菜（加藤爱 饰）和他们的孩子大洋（大山连斗 饰），以己吉冈身为
客机乘务员的女友矢部美香（仲里依纱 饰）默默守护着这两个血性
男儿。某天，一场意外搅乱了他们的生活。美香所乘坐的巨型客机在
飞往羽田机场的途中，引擎突然起火，灾难一触即发。海上保安厅警
备救难部救难课长下川嵓（时任三郎 饰）所领导的综合对策室旋即成
立，紧急磋商各种救助方案。随着夜幕降临，视野越来越差，有人大
胆提议让飞机迫降东京湾水面。但是，迫降后的飞机浮在水上的时间
只有20分钟左右，这意味着包括机组成员在内的346条性命必须在这
短暂的时间内救出，否则将随着飞机沉入深邃冰冷的海底。形势迫在
眉睫，不容过多的犹豫。特殊救难队、服部拓也（三
浦翔平 饰）所在的第五管区海上保安部队、警察、
消防员、医护人员以及现场周边所有相关单位和
人员共同协作，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
前所未有的大营救。

MF-176 D0004263

冢英吉（反町隆史饰），前暴走族、空手道五段，梦想就是站上
杏坛成为老师。然而 ，因过去受辅导的记录，屡屡未通过公立学校的
考试。某日，鬼冢跑去应征武藏野圣林学苑，是一所彻底实行非人性
化管理教育的学校，鬼冢在副教长内山田等人强烈的反对下，被全校
唯一抱有自由观念的理事长樱井以不知名的原因录用。 但鬼冢所接的
二年四班，一直是学苑历年来问题儿群聚的一班。这激起了鬼冢改革
这既无协调性又乱无章法的班级的决心。由于鬼冢对学生的教育方式
相当强制蛮横，无法获得其它老师的谅解，进而发展到递交辞呈的骚
动，但学生们却转而给予鬼冢实质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鬼冢暗恋的
同校老师．冬月梓（松岛菜菜子饰）也渐渐喜欢上鬼冢。

麻辣教师（完结篇）
GTO

剧情/喜剧 日文

DVD
今井和久
反町隆史 / 松岛菜菜子

MF-177 D0004268
9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剧情 日文

田村直己 / 塚本连平
武井咲 / 松坂桃李

明日香高工进行曲
Asuk march

梦想进入心中理想的女子学校的吉野直（武井咲 饰）因为一个小
失误导致了中考失败，阴差阳错的来到了明日香工业高校——这个男
生群聚几乎看不到女生的地方。来到这里就读的直成为了万绿从中的
一点红，所学的课程又都是脏兮兮的体力劳动，这让她感到崩溃，想
要逃离。但在这里，直邂逅了各种类型的男生，有为了替母亲治病筹
钱的兼职牛郎横山有人（松坂桃李 饰）、有想要继承父业的玉木城
（贺来贤人 饰）、有态度冷漠独来独往的竹内和也（永山绚斗 饰）
等，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直感受到了之前未曾感受过的属于男生
的爽朗和处事态度。而她也受到了来自诚和有人的追求……

MF-178 D0004269DVD
并木道子
冈田将生 / 刚力彩芽

DVD
36 分钟

未来日记

another world

MF-179 D0004270

剧情 日文

2012年4月，城惺学院大三学生星野新太（冈田将生 饰）正站在
学业和就职的边界，虽然即将走入社会，却还不甘心地享受自由自在
的生活。某天他的手机不慎被同学弄坏，对方将一部Chrous的限量
版手机赔给他，谁知星野的人生竟就此发生转变。手机上意外出现了
一款名为“未来日记”的软件，里面竟然记录了未来数日将会发生在
星野身上的事。他起初得意洋洋，仿佛窥见了人生的秘密，可很快便
发现自己存活在世上的事件所剩无几。借此机缘，自称知晓过去和未
来的女孩古崎由乃（刚力彩芽 饰）闯入了他的生活。为了改变注定
死亡的命运，新太只得尾随由乃前行，可是还有更残酷的试炼等待着
他…… 

4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玫瑰少年梦
My Life in Pink

剧情 / 喜剧 法语

88 分钟
DVD

亚兰·贝利内
米歇尔·拉罗克 / Jean-Philippe Coffey

从小就喜欢穿着女孩服装的里多维克，起初并没有受到父母太多
的限制与指责，然而随着他的年龄渐长，他的言行举止比过去更加严
重。在家里时他喜欢玩芭比娃娃、扭转身躯妙曼跳舞；在学校里，
他喜欢上与他同班的邻居男同学，一心一意想成为他的新娘。整个颠
覆性别的意念，让所有的邻居集体一致与他的家庭隔离，深怕自己的
小孩会因此变得不正常。或许是他成日想当女孩的行为、意念过于强
烈，总认为自己与一般的女孩子没啥不同，因为他可以女学孩子坐
马桶排尿、腹部偶尔会疼痛，以为就是经痛的症状。一切不寻常的行
为，导致校方以“会影响学校风气”为由，将他勒令退学，这些让他
的父母在羞愤之余，请来心理医师协助医治他的病态。然而，一切都
是枉然的，他依旧是那位梦想成为女孩的律多维克。

MF-180 D0004287
Hisashi Kimura

东京和纽约，接连发生两起利用病毒Wizard制造的爆炸事件，该
病毒的开发者亚历山大·卡罗琳娜·圆（堀北真希 饰）被人称作天才
少女，而她正是冒失鬼ATARU（中居正广 饰）当年的旧相识。警视
厅迅速成立搜查总部，冷峻干练的女性管理官星秋穗（松雪泰子 饰）
亲自坐镇，指挥搜查的进行。谁知FBI带着ATARU突然介入，日美共
同搜查总部旋即结成。就在此时，本已离职并经营起自己的侦探所的
蛯名舞子（栗山千明 饰）也掺合进来。小圆锁定了罪虐深重的人，对
他们展开了缜密的追杀。但其超高的智商，让日美警方全然摸不清头
脑。ATARU、舞子、泽俊一（北村一辉 饰）这组最佳搭档再度碰面，
他们能否携手击败这名史上最强的对手？

中居正广 / 栗山千明 / 北村一辉

DVD

Ataru

剧情 日文

MF-181 D0004289
119 分钟

ATARU-THE FIRST LOVE & THE LAST KILL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六车俊治
上户彩 / 吉泽悠

DVD

日文运动 / 剧情

网球甜心
Ace of Tennis

女主角冈浩美（上户彩饰演）是平凡的高一新生，因为慒憬学姊
「蝴蝶夫人」（松元莉绪饰演）华丽的球技，而加入网球社。没想到
宗方教练（内野圣阳饰演）却看出浩美的资质与潜能，不但破例拔擢
她成为正式选手，更进而展开魔鬼训练！浩美一边必须克服严苛的要
求，一边还得忍受学姐们的欺侮，但即使再痛苦难过，不愿服输的浩
美仍然不断成长、超越自我，跃过重重难关，成为真正的「网球甜心
「网球甜心」改编自超人气经典漫画，原著不但拥有1500万套的惊人
销售量，更曾经先后制作电视、电影、OVA等多重版本的动画作品，
造成日本国内网球热潮！现在，创造无数传说的「网球甜心」终于推
出日剧版，由红遍日本影、视、歌以及广告界的国民美少女上户彩，
化身剧中可爱又坚强的女主角，更有「千面女郎」中表现杰出、备受
瞩目的松元莉绪；「极道鲜师」「水男孩」角色抢眼的石垣佑磨；实
力派演员吉泽悠…等众多新生代演员互飙演技，带你一起进入前所未
见的网球世界！

MF-182 D0004290
金泰均
朴熙顺 / 高昌锡

DVD

A barefoot dream
赤脚梦想

剧情 日文 / 英语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曾经，元光（朴熙顺 饰）也是一名叱咤风
云的足球健将，可是，一次失败的投资让他的生活一蹶不振。失意的
元光千里迢迢来到东帝汶，希望能在当地开一个咖啡馆大赚一笔以抚
平受伤的内心。可是，没有经商头脑的他再一次遭遇了失败，难道他
就要这样灰头土脸一无所获的回国吗？临行前，光元发现了一群光着
脚踢球的当地孩子，这让他发现了新的商机，就这样，一家足球用品
商店成立了。尽管使用了分期付款的经营模式，可是孩子们还是无法
支付购买球鞋的费用，元光的商店再一次的面临倒闭。可是，这一次
和以往不同，孩子们的热忱和对足球的热爱感动了元光，他决定组建
一只少年足球队，向国际比赛发起了挑战。

120 分钟
MF-183 D0004290

4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实习警犬的物语
Police Dog Dream

剧情 日文
125 分钟

DVD

小林義則
夏帆 / 寺胁康文 / 户田菜穗 / 山本裕典

《实习警犬物语》根据发生在日本香川县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
了实习警犬训练员杏子（夏帆）与拉布拉多犬kinako，为实现警犬考
试合格为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感人故事。《相棒》前主演寺肋康文在片
中饰演给予这对搭档鼓励的警察一角。

MF-185 D0004297

心动奇迹
Nekonade

剧情 日文
85 分钟

大森美香
大杉漣 / 青山倫子 / 黒川芽以 / 螢雪次朗

DVD D0004294MF-184

在雇员的眼中，人事部长鬼冢太郎（大杉涟 饰）是一个性格苛刻
又不苟言笑的男人，对于这位铁面上司，大家的感情与其说是尊重，
不如说是害怕，更有甚者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鬼冢做着一些不上道
的恶作剧，而对于这些中伤，鬼冢总是默默承受。一次偶然中，鬼冢
邂逅了一只猫咪。猫咪的憨态可掬触动了鬼冢的心房，可是想到不久
前自己曾严词拒绝过女儿想要养猫的请求，他只得打消了将猫咪带回
家的念头。无奈之下，鬼冢只能将猫咪养在了员工宿舍里，这一方小
小天地里发生了温馨故事成为了鬼冢和猫咪之间共同保守的秘密。而
鬼冢的同事和家人发现，这个曾经的“机器人”，也渐渐变得温柔起
来。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佐藤纯弥
松山健一 / 中村狮童 / 反町隆史

DVD
145 分钟

日文战争

世纪战舰大和号
Yamato

“大和”是二战中日军吨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战列舰，曾被视
为“大日本帝国的象征与希望”。该舰于1945年4月被美军击沉，葬
身海底。影片讲述的就是舰上三千余名年轻士兵与亲人生离死别，与
战舰同归于尽的悲惨往事。

MF-187 D0004300

犬消失之日

電視劇 英文 / 日文 / 中文

115 分钟
DVD

大塚恭司
西島秀俊 / 檀麗

故事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徵收狗的故事。主角沙代
子一开始就饲养了一只叫作阿魯夫的狗，故事开始沒多久，这只狗就
被抓去当军用犬了。沙代子当然完全无法接受自己的愛犬被徵收，但
是在父亲（西島秀俊）的劝说下，最后还是交出了阿魯夫。（就算父
亲不劝说也是得要交出就是了……。）

MF-186 D000173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寻找幸福的起点

剧情 / 家庭 俄语
90 分钟

DVD
安德列·克拉夫丘克

Kolya Spiridonov / Nikolay Reu

生活对于六岁的男孩凡亚（柯里亚·史比里道诺夫 Kolya Spiri-
donov 饰）来说并不轻松，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他早就练了八面玲珑
的处世技巧。一日，凡亚被告知即将被一对意大利夫妇领养，同伴们
羡慕的眼光让他不经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几分美好的相像。一个女人的
到来打碎了凡亚松赛夫的幻想，女人想要寻找自己早已被人领养的孩
子，却遭到了无情的辱骂，绝望的她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在得知了
此情此景之后，凡亚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一想到母亲可能会眼含
着泪水前来寻找早已身处异国他乡的自己，凡亚就痛苦万分。几经思
量，凡亚决定主动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经历了一番准备之后，男孩
上路了。

MF-121 D0001792
今井夏木
水泽绘玲奈 / 濑户康史

DVD

Sky of love
恋空

爱情 日文

田原美嘉（水泽惠丽奈 饰），一位平凡的高一学生。有疼爱她
的爸妈，有照顾她的姐姐，日子本就这样平淡但温馨的度过。但因为
她邂逅了樱井弘树（濑户康史 饰），所有的平静和之前的状态都被
打破，而美嘉也被弘树所改造。美嘉在和弘树相处的过程中，体验了
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她在青涩的恋爱里，体验恋爱的心慌意乱，
不知所措；也体验恋爱的心满意足和美好。二人的相恋遭到了诸多阻
拦，但最后得到了美嘉家人的祝福。二人本来开心期盼着幸福生活的
来临，决定好好接受新生命的到来。但这个时候，命运又开了一个玩
笑……

MF-188 D0004301
45 分钟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青春夜行
Bleak Night

剧情 韩语
116 分钟

DVD
尹成贤
李济勋 / 赵成夏 / 朴正珉 / 徐俊永

一个少年意外死亡，引发了一连串悬念迭起的故事。死者名叫基
泰。一向对儿子有所疏忽的父亲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负罪感的驱
使下，他决心高兴儿子死亡的真相。他首先在儿子的抽屉里发现一张
被细心收藏的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儿子的同龄人，一个叫东允，一个
叫熙俊。然而，当他追查至学校才得知其中一个孩子已经转学，另一
个孩子也没有出席儿子的葬礼。事态变得匪夷所思。后来，他勉强找
到熙俊，得到的答复是“基泰和东允最是亲密”，并且闪烁其词，仿
佛回避着什么。他拜托熙俊代为寻找东允，但这个自动离开学校的孩
子究竟去了哪里呢？原本天真单纯的年龄，却承载着难以想象的悲剧
命运。三个孩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MF-169 D0004242  

香料共和国

剧情 / 喜剧 英语 / 土耳其语

108 分钟
DVD

Tassos Boulmetis
Georges Corraface / Renia Louizidou

7岁的凡尼斯（乔治斯·科拉菲斯 Georges Corraface 饰）与家人
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的祖父拥有一家香料店，在那里，凡尼斯度过
了他的童年。祖父通过类比香料的特性来教授凡尼斯关于生命、宇宙
和地理的各种知识，年幼的凡尼斯还爱上了与他一起玩耍的土耳其女
孩，姗美。然而不久后，政治的暴乱破坏了美满的家庭，凡尼斯和父
母因持有希腊国籍而被驱逐出镜，迁往雅典，身为土耳其公民的祖父
则得以留下。时光飞逝，不惑之年的凡尼斯已经成为了一名天文学教
授，备受尊重，但他却觉得生活中充满迷茫，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点
香料。离开家乡的35年来，他依然渴望着回到儿时的故乡，渴望着再
见到那个美好的女孩……

MF-120 D0001791



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小林正树

怪谈

日文

新珠三千代

VCD
183 分钟
奇幻 / 恐怖

Hoichi the Earless

本片由四个小故事组成。（一）《黑发》：古代，京都有一武士，
他遗弃了结发妻子，出门远游，又结了婚。第二个妻子不懂爱情而又任
性。武士怀念原来的妻子，又回到京都。他的妻子一直在等待他。他向妻
子述说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发现睡在他身边的不是妻子，而是一堆
白骨。此时一团黑发向他身上缠来，越缠越紧，直到把他缠死。（二）《
雪》：樵夫已之吉和一位老者在森林里遇到暴风雪，躲进一间先屋，夜
里，一个雪女人突然闯入，口吐白气，老者被吹得冻僵而死。过了一年，
已之吉遇见一个叫阿雪的美丽姑娘，和她结了婚。一天夜里，已之吉向阿
雪讲了在山上小屋里发生的情况。只听说阿雪说：“那雪女人就是我！”
之后，便消失在风雪中。（三）《没有耳朵的芳一的故事》：从前，有一
个双目失明的说唱艺人，名叫芳一。他经常演唱平家的故事。芳一和同伴
住在寺庙里，他每天夜里悄悄出去，在平氏家族的墓前演唱着。原来他是
在幽灵的引导下，感到自己好像来到了高贵人面前，所以演唱的很起劲。
庙里的主持给芳一全身写上了经文，但是由于疏忽，耳朵上没有写上经
文。到了夜晚，幽灵又来找芳一，但他看不见芳一的身躯，只见到有两只
耳朵，便把芳一的耳朵吃掉了。（四）《茶碗中》：一个叫关内的武士，
在茶馆喝茶时，发现茶碗中出现一个可怕的武士的脸。关内一
口气把茶喝下。过了些天，一个不认识的人来拜访他。他
发现这人的脸和茶碗中的那张脸完全一样，关内拔刀砍
去，此人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随后，又来了三个自
称是他仆人的武士，他砍掉一个又出来一个，越砍来
的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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