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黑暗阴影》（ 美国）

推荐理由：蒂姆·伯顿和约翰尼·
德普合作的第八部影片，光这一点已
经值得影迷尖叫，更何况，这是两位
各自的银幕生涯首次涉足吸血鬼题
材。瞧！那惨白的脸颊、深邃的眼眶、
树精附体的指节、妖娆的指甲，还有
那娇俏的小獠牙，这才是我们最期待
的“ 德普妖叔”。

6·16 沪北电影院 20:45
6·18 新衡山电影院一厅 20:45
6·19 大光明影城一厅 20:45
6·21 环艺电影城二厅 20:45
6·24 上海影城一厅 20:45

《 特别响，非常近》（ 美国）

推荐理由：奥斯卡的父亲在911
事件中不幸罹难，留给他5通电话留
言、一个有“ 布莱克”字样的信封与
一把钥匙。他穿越纽约五大街区，倾
听着各种事件幸存者的故事。

这是一部关于治愈心灵创伤的
电影，钥匙仿佛《 阿甘正传》里飘飞
的羽毛，跟着奥斯卡漫游纽约这座繁
华却伤痕累累的城市。曾获奥斯卡影
帝的汤姆·汉克斯及影后桑德拉·布
洛克联袂担纲主演。

6·17 上海影城一厅 20:45
6·21 嘉定影剧院三厅 20:45
6·22 超级电影世界四厅 15:45
6·23 大光明影院一厅 18:30
6·25 新衡山电影院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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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六月 我们和佳片有个约会
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排片表昨日出炉

15th SIFF

购票指南

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6日到24日举行。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对观众来说都是一场视觉
饕餮盛宴，昨日，本届电影节排片表正式出炉。由于每年电影节都会发生电影上映前票即全部售罄的现
象，记者特地精选出部分热门影片和放映场次，供读者预备“ 抢票”之旅，在6月9日开票后尽早到各大指
定影院或格瓦拉、一票通等网站订票。 本版撰文 记者 杨欣薇

本届电影节放映影片的
开票时间为6月9日，全景介绍
影片的电影节官方《 电影手
册》 将于6月8日提前在上海
电影节各大指定影院、全市各
主要地铁站点、商务楼及部分
社区免费派发，为观众提供最
人性化和最实用的观影指南。

放映展映电影的28家电
影院严格来说都能联网购买
电影场次的票，也能避免上海
影城购票队伍太长的问题。有
经验的影迷知道，虽然队伍长，
但第一天去上海影城买票的
基本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票。

网购方面，所有指定影院
采用东方票务联网系统售票，
一票通和格瓦拉生活网为指
定票务代理，观众不仅可以在
一家影院购买到所有影院的
放映场次，也可以通过一票通
和格瓦拉直接进行网络、手机
客户端和电话购票。

展映影片的票价普遍在
40元至60元之间，影迷也可
选择购买电影节优惠套票。

28家参展影院如下：上海
影城大光明电影院、嘉定影剧
院、沪北电影院、新衡山电影
院、曲阳影都、曹杨影城、和平
影都、环艺电影城、永华电影
城、UME新天地国际影城、上
海南桥海上国际影城、世纪友
谊影城、星光影城、莘庄海上
国际影城、地中海影城、上影
希杰莘庄影城、星美正大影
城、17.5上海又一城影城、超
级电影世界、上海万达国际电
影城、国泰电影院、金逸影城

（ 凯德龙之梦虹口店）、上海国
金百丽宫影城、世纪大上海电
影院、新世纪影城、喜马拉雅海
上国际影城、龙之梦影城等。

《 狮子王3D》（ 美国）

推荐理由：《 狮子王》 的故事还
需要赘述吗？该片在1994年创造了良
好票房并且重塑了动画片的新维度，
汉斯·季莫及埃尔顿·约翰操刀的原
声音乐及主题曲也风靡世界。

2011年，迪士尼公司将此片制作
成3D版本，在全美公映，连续多周蝉
联票房冠军，再创辉煌。《 泰坦尼克
号3D》在内地席卷近10亿票房，怀旧
的力量可想而知。即使为了那一曲

《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也值回票价。

6·17 新衡山电影院一厅 15:45
6·21 环艺电影城二厅 18:30
6·22 大光明影院一厅 13:30
6·23 上海影城一厅 18:30

《 忍者乱太郎》（ 日本）

推荐理由：《 忍者乱太郎》 改编
自日本国民漫画，动画版也深受欢
迎，而作为与《 樱桃小丸子》、《 蜡笔
小新》 等最早进入中国的日本动画
作品之一，也陪伴着我们许多人度过
了美好的童年。

6·16 上海万达国际影城七厅
18:30

6·17 永华电影城一厅 15:45
6·23 上海影城三厅 20:45

相约·儿时记忆

《 四百击》（ 法国）

推荐理由：少年安托万面对僵化
的学校教育与冷漠的母亲与继父，选
择逃学，并向学校谎称他母亲去世，
又被父母揭穿，将他送到少年管教
所。结尾安托万从管教所中跑出来，
一个长镜头跟着他穿过田野房屋直
到大海边，这成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
一声长啸，自此建立了特吕弗新浪潮
弄潮儿的地位。

6·19 上海影城二厅 20:45
6·22 大光明影院一厅 18:30

《 月球旅行记》（ 法国）

推荐理由：千载难逢，绝对不容
错过的影史稀世珍宝。这不仅是乔
治·梅里爱的代表作，也是与卢米埃
尔兄弟《 火车进站》齐名的影史开山
之作，科幻片鼻祖。影片讲述了一群
科学家到月球探险的惊险奇幻故事。
观众在本片中可以见识到影史最早
的蒙太奇效果、淡入淡出效果、舞台
魔术效果、叠影效果，感受到人类在
电影艺术诞生肇始的原初想像力。

6·21 永华电影城一厅 18:30

《 恺撒必须死》（ 意大利）

推荐理由：第62届柏林电影节金
熊奖得主。讲述一座监狱中犯人们
正在排演一部名为《 恺撒大帝》的
话剧，在排练过程中并未充分保障
他们的个人权利，有些犯人还没有
演完话剧就将被执行死刑。本片以
黑白电影形式追踪纪录《 恺撒大
帝》的排练过程长达六个月，群戏表
演非常精彩，在实验的电影形式中包
含讽刺意味。

6·17 新衡山电影院一厅 18:30
6·20 上海影城一厅 18:30
6·21 星美正大影城四厅 18:30
6·23 UME新天地国际影城一厅

13:30
6·24 大光明影院一厅 18:30

《 相助》（ 美国）

推荐理由：影片讲述20世纪60年
代，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背景
下，密西西比州一位供职报社的白人
女大学生为在白人家庭做事的黑人
女佣书写其遭种族歧视待遇的种种，
力图帮助她们改变社会地位。影片细
节丰沛、节奏适中、情感细腻。获得第
84届奥斯卡多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
佳女配。

6·16 UME新天地国际影城一厅
20:45

6·17 大光明电影院一厅 20:45
6·18 星美正大影城四厅 20:45
6·21 上海影城二厅 20:45
6·22 新衡山电影院一厅 20:45

相约·大师经典相约·获奖佳作

相约·好莱坞明星

《 点球成金》（ 美国）

推荐理由：该片讲述由布拉德·
皮特饰演的奥克兰棒球队经理比利·
比恩的特殊球队经营法。《 点球成
金》是一部“ 欢快温馨”的励志体育
题材的传记片，笑中带泪。

影片中间还出现了好几次有意
思的桥段，一反传统传记片的严肃。
同时又是一部诚恳的传记片，影片的
重点放在了展示比利个人的成长经
历和感情变化上，还能照顾非棒球迷
的广大观众。

6·16 曲阳影都 15:45
6·17 大光明电影院一厅 15:45
6·17 UME新天地影城一厅

20:45
6·20 新衡山电影院一厅 20:45
6·23 上海影城一厅 20:45

《 阿里郎》（ 韩国）

推荐理由：韩国电影大师金基德
曾凭《 萨玛利亚女孩》获柏林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 空房间》 获威尼斯电
影节最佳导演奖。然而，2008年以后，
他却销声匿迹了⋯⋯本片是金基德
患上社交恐惧症后的第一部作品，自
编、自导、自演。

在这部作品中，金基德将自己的
内心完全赤裸裸地剖开来展示在观
众面前，记录了他的生活状态、他的
质疑、他的思考，自剖的勇气令人动
容。影片在戛纳上映后引起轰动，并
获得“ 一种关注奖”。

6·21 上海万达国际影城一厅
20:45

6·22 永华电影城一厅 18:30

备注：更全面的排片信
息，读者可登录上海国际电影
节官方网站（ www.siff.com）
查询。由于一些重要拷贝还在
途中，片单会有微调，请即时
留意排片表上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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