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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评出有史以来美国最伟大的100部电影（一）

并非所有的恐怖片情节都荒诞离奇经不
起推敲，但显然大多数的确如此。不少恐怖片
为了营造吓人的效果，往往忽视了剧情；现今
摄影技术的发展也为恐怖电影提供了更有利
于表现恐怖画面的条件，因此，恐怖片不能深
究剧情成为众多影迷共同的看法。

恐怖片实际上是最贴近电影艺术特性的
样式，因为电影需要制造悬念，只有悬念才能
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期待。恐怖片带给人各种
负面情绪，却仍然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这是
因为这样的观影体验使你的肾上腺素翻涌，让
人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之中；但就目前研
究，这种类型的电影会影响人的健康——除了
会让人失眠之外，负面情绪可能会蔓延，刹那
的恐怖效果更有引发心脏病的可能。

这里介绍的十部恐怖电影制作水平都不
俗，而且气氛渲染出色，需要提醒的是，观看这
样的电影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1、《午夜凶铃》。日本电影，导演中田秀
夫是日本恐怖电影的代表性人物，《水银灯下
死》《混沌凶机》《琉璃之脑》是其代表作。女
主角松岛子由电视剧《向日葵》出道，电影《麻
辣教师》让她跻身日本一流影星行列，在《魔女
的条件》《大和抚子》《救命病栋24小时》《古畑
任三郎最后的事件》等电影中塑造出众多美丽
动人的日本女性形象。

女高中生友子和同学共同看了一盘来历
不明的录像带，七天后，看过的人相继死去，这
引起女记者浅川的关注。她了解到友子死前
曾因看一盘录像带惊吓过度而住院，于是找到
了出租录像带的小店，租下了那盘没有名字的
带子，录像带极度恐怖的画面让她几近崩溃。
浅川的前夫高山此时来到了她身边，复制以后
进行研究，这时候他们听说了一个秘密，只有
在 7 天之内揭开录像带的秘密才能活下
去……

电影上映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不少
胆小的观众观看本片后曾发毒誓：从此不再看
恐怖片，可以想象电影给观众带去强烈刺激的
同时也留下了恐怖阴影。就现在来看，电影已
经不大恐怖，但电影出色的氛围营造和宿命式
的悲剧主线，仍被很多影迷视为经典。值得称
道的是，本片并没有单纯带给人感官上的惊
悚，而是透过宿命的构建给人施加强烈的心理
暗示，让人真正体会到能触及心灵的恐惧。

由于大卖，本片后来又拍摄了续集《凶铃
再现》和《贞相大白》；好莱坞也曾经翻拍此片，
由娜奥米·沃茨主演，不过反响平平。

2、《电锯惊魂》。导演温子仁是出生于马
来西亚、成长于澳洲的华裔导演，2004年被
好莱坞看中拍摄了本片，一举成名；随后执导
了《死寂》《招魂1、2》《速度与激情7》及《海
王》等片。男主角雷·沃纳尔是温子仁好友，
两人共同编剧了本片，他也被称为“电锯惊魂
之父”。

一觉醒来的亚当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废
弃的厕所里，对面是同样命运的劳伦斯；他们
被人用铁链绑住了腿，并发现二人中间横亘着
一个恐怖的死人，死人鲜血淋漓，左手拿录放
机右手拿枪。亚当兜里被人放进一盘磁带，磁
带里命令劳伦斯必须在当晚6点前杀死亚当，
否则二人将同归于尽，劳伦斯的家人也不能幸
免；并且告诉他们，那句尸体流出的血剧毒无
比。血腥的死亡游戏开始了，在剩下不多的时
间里，两人必须找到线索逃生，可是最后当他
们以为重见天日的时候，其实不过是新一轮的
噩梦的开始。

这个系列一共七部，从第三部开始，温子
仁转至幕后。第一部至今被认为是最经典的
一部，但影片筹拍只用了5天，拍摄时间也只
有18天，所有的演员都没有经过彩排。温子
仁和雷·沃纳尔表示，剧本的构思完全来源于
两个人童年时的噩梦。第一部奠定了基调，从
此以后，这个系列被影迷和影评家们认为就是
血腥和野蛮的代名词；虽然受到部分观众的欢
迎，但也不可避免被更多观众恶心和抵触。不
能不承认的是，一部恐怖电影让观众产生这种
感觉，已经意味着成功了一半：病态疯狂的杀
人狂，怪诞恐怖的杀人方式，肆无忌惮的表现
手法，让不少观众产生复杂的心理——想看又
怕看。

3、《孤儿怨》。导演佐米·希尔拉是西班
牙人，近年来名声鹊起，和连姆·尼森合作了多
部电影，包括《不明身份》《通勤营救》《空中营
救》以及《鲨滩》等。女主角维拉·法梅加是乌
克兰裔美国人，出演过《传媒陷阱》《纽约的秋
天》《谍网迷魂》《无间行者》等片。

凯特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和丈夫约翰的

婚姻也陷入了灰暗之中，使得她神智几乎崩
溃。为了改变现状，两人决定在已有一儿一女
的情况下再收养一个孩子。孤儿院里夫妻俩
眼光不谋而合，都看中了一个名叫艾斯特的小
女孩；9岁的她知书达理、画技精湛，有着超乎
年龄的早熟，俨然是一位小公主。艾斯特的出
现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笑容重新回到凯特脸
上，约翰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贴心的小姑娘，5
岁的小女儿马克斯整天缠着小姐姐，唯一对艾
斯特心存芥蒂的是大儿子丹尼尔，但他也只是
嫉妒而已。和谐的家庭关系并没长久，学校里
艾斯特将一个叫布伦达的女孩从滑梯上推下，
以报复对方对自己的刁难；事情发生后，孤儿
院的修女盖尔特意到凯特家提醒约翰夫妇艾
斯特的怪异行为，但谈话被艾斯特偷听。盖尔
离开凯特家后，遭到艾斯特的袭击死亡；同时
她还威胁马克斯和丹尼尔不许说出他们看到
的一切。凯特也渐渐注意到艾斯特的诡异和
危险，在艾斯特读的圣经里，她看到了“莎尔尼
研究中心”的字样；经过查实，这其实是个精神
病院。丹尼尔决定将艾斯特的犯罪证物拿给
父母，可是狡猾的艾斯特却将他锁在树上的小
木屋里并点燃了火，丹尼尔奋力逃出时从树上
掉下昏迷不醒。在医院里，艾斯特再次试图杀
死丹尼尔，凯特发现后打了她，却被视为精神
错乱强令入院观察。当晚，凯特接到了莎尔尼
研究中心的电话，原来艾斯特并非9岁的小女
孩，实际上是一个33岁的成年人，因患有罕见
的垂体激素紊乱症导致其身材矮小；她极其暴
力危险，之前已经杀死了7个人。得知真相的
凯特赶紧开车回家，而家里，艾斯特引诱约翰
未果后杀死了他。回到家里的凯特和艾斯特
展开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制服了对方，救下
了马克斯。

电影的画面很美，却让人毛骨悚然。导演
对细节的把握相当成熟，渲染了一个非常恐怖
的氛围，精巧的布局更让人在观影时产生复杂
的情绪。

4、《闪灵》。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受到
的赞扬与招致的咒骂一样多，其作品以不可思
议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非传统的叙述方式又
让观众难以忍受；其主要作品包括《斯巴达克
斯》《奇爱博士》《洛丽塔》《发条橙子》《2001：
太空漫游》《全金属外壳》和《大开眼界》等。主
角杰克·尼科尔森是美国影坛上最富有个性的
演员，所饰演的角色大多与另类、狂放不羁、邪
恶有关，但都很丰满和耐人寻味；主要作品包
括《尽善尽美》《逍遥骑士》《母女情深》《蝙蝠
侠》《遗愿清单》和《飞越疯人院》等，曾3次捧
得奥斯卡小金人。

作家杰克·托兰斯为了寻找灵感，摆脱工
作上的失意，决定接管奢华的山间饭店。曾有
传言说上一任饭店的经理曾经莫名丧失理智，
残忍杀害全家之后自杀，但杰克不为所动，不
顾好友托尼的劝告，带着妻子温蒂和儿子丹尼
一起住了进去。可是进入新家后，杰克始终无
法专心，开始出入饭店的酒吧等场所，大脑中
不断出现各种幻想，血腥而真实；他还看到上
一任经理的鬼魂，诱导自己杀死妻子和儿子。
妻子温蒂无意中看到了杰克的稿纸，发现反常
的杰克让人莫名恐惧；与此同时又察觉儿子意
识越来越混乱，无奈之下决定求助别人。可是
当她拿起无线电时，杰克却凶相毕露，不但将
之毁坏还砸坏了雪地车，甚至杀死了前来探望
的托尼，并向妻子和儿子举起了斧头。

电影根据史蒂芬·金的小说改编，据说库
布里克曾考虑让罗伯特·德尼罗、罗宾·威廉斯
和哈里森·福特担纲主演，但都被金否决。由
于精雕细琢，加上和主演们不断闹出矛盾，本
片拍摄耗时一年多。和大部分恐怖片不同的
是，电影并没有太多血腥镜头，却让人心惊肉
跳；恰到好处的音乐，扣人心弦的节奏让电影
成为恐怖电影里的标杆之一。史蒂芬·金曾表
示，这个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人在孤立情形之
下，精神会被放大到何种程度。

5、《沉默的羔羊》。导演乔纳森·戴米以纪
录片见长，本片让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荣
誉。女主角朱迪·福斯特童星出生，13岁时就
出演了自己的成名作《出租车司机》，扮演了一
名雏妓，老道的表演让她获得了当届奥斯卡最
佳女配角提名；后来又曾主演过《被告》《空中
危机》《勇敢的人》《似是故人来》《超时空接触》
和《杀戮》等片，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荣
誉，是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制片人、慈善家和
社会活动家。男主角安东尼·霍普金斯出生于
英国，是影、视、剧三栖演员，《恩惠》《惊情四百
年》《幻境》《秋日传奇》是他的主要作品，曾凭借
本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称号。

克拉丽丝是联邦调查局见习特工，她所在
的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命案，凶手是一名专剥女
性皮肤的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克拉丽丝
奉命去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访问精神病专家
汉尼拔博士，希望获取罪犯的心理行为资料来
帮助破案。汉尼拔是一位智商极高、思维敏捷
但高度变态的中年男子，是个食人狂魔，他要
求克拉丽丝说出个人经历供自己分析以换取
他的协助。不久，又出现一具女尸，克拉丽丝
发现两个新线索：死者背部被剥去了两块菱形
的皮，喉咙里有个手指大小的虫茧；昆虫专家
表示这是源于亚洲的一种蛾，被称为“地狱昆
虫”。又有一位女子被绑架了，这一次是参议
员的女儿；克拉丽丝向博士求助，博士提示克
拉丽丝，蛾的特征是变，由虫变成蛹，又由蛹变
成蛾，“野牛比尔”也想变，由于童年时遭到过
继母的虐待，比尔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他去
过三家变性手术中心，但是遭到了拒绝……他
们的谈话被主治医生奇顿窃听，他想抢头功，
于是对汉尼拔进行审讯，然而一无所获。博士
被转移到另一家监狱，克拉丽丝闻讯赶去，经
过一番询问，汉尼拔了解了克拉丽丝为什么总
会听到羔羊的惨叫；可正当她要求博士说出凶
手的名字时，奇顿带卫兵赶来把克拉丽丝架走
了。博士利用奇顿丢下的圆珠笔的金属丝打
开了手镣，杀死卫兵后逃之夭夭。克拉丽丝逐
渐把对象锁定在一个叫伽姆的人身上，找到了
对方住处，在阴森的地下室里她终于击中对方

救出参议员的女儿。虽然“野牛比尔”被击毙，
但是更危险的人物是汉尼拔博士，他戴着墨镜
无声地融入人流，寻找着自己的猎物去了。

安东尼·霍普金斯在电影里只出现了16
分钟就获得了奥斯卡小金人，成为难以复制的
一幕。本片故事源于同名小说，灵感源于华盛
顿大学刑事学专家凯珀尔与连环杀手特德·邦
迪的真实经历——邦迪帮助凯珀尔教授调查
绿河连环杀手；1989年1月，邦迪被处死，真
正的绿河杀手在2001年才被抓获。这是一部
经典的犯罪电影，导演巧妙地将恐怖片与侦探
片融为一体，虽然影片的场景设置以封闭的室
内环境为主，缺乏激烈火爆的动作，但由于采
用了希区柯克式的悬念手法和现代恐怖片的
心理分析方法，使得整部影片的情节扑朔迷
离，将观众引入了一个象征性的人类潜意识的
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通过探索人物心理
疾患，试图探寻当代美国社会恐怖的根源，这
使得影片的主题得以深化。

6、《寂静之地》。导演和男主演约翰·卡
拉辛斯基成名于9季电视系列剧《办公室》，后
参演过《锅盖头》《恋爱假期》等，多以配角出
现。女主角艾米莉·布朗特是英国人，天赋过
人的她少年成名，至今主演过不少著名影视作
品，包括《不可抗拒》《穿普拉达的女王》《伟大
的巴克·霍华德》等，值得一提的是，她是约翰·
卡拉辛斯基的妻子。

一个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发生，地球几乎毁
灭，幸存的一家人过着安静无声的生活，因为
一旦发出声音就会被怪物抓走。为了保持安
静，他们使用手语，用照明系统沟通，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可怕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部有创意的电影，在吓人与感人之
间平衡的很好。由于剧情的需要，电影很少对
白，这也让观众不由自主屏住呼吸，创造了一
种独特的观影体验；同时，电影里怪兽的设计
风格独特，有别于其他恐怖电影。喜欢恐怖电
影的观众都知道，大多数恐怖片为了营造吓人
效果，往往会在背景声音和音乐上大做文章，
而本片反其道而行之，出人意料地制造了更紧
绷的效果。

7、《人皮客栈》。导演伊莱·罗斯从小就
对电影充满好奇，成年后做过替身，处女作《尸
骨无存》曾引起轰动。

帕克斯顿和乔什是大学同学，关系亲密。
由于难耐枯燥的校园生活，决定结伴去遥远神
秘的欧洲东部自助旅行。旅行途中，两人结识
了一个冰岛的伙伴奥利，三人组成了一个探险
小组。单纯的帕克斯顿和乔什被一伙同样身
份的旅行者们所诱，来到了他们声称是专门为
来自美国的背包族所准备的一家特别的旅馆，
到达以后才发现已经身处斯洛伐克境内的一
个极其偏僻的小镇。不过，偏僻的客栈让两人
流连忘返，因为不仅风景迷人还有热情洋溢的
异国美女，娜塔莉亚和斯维特拉娜分别迷住了
两个人。可是短暂的激情时光之后，两人发现
他们陷入了险恶境地，不祥的感觉向两个人慢
慢袭来，他们能全身而退吗？

本片由昆汀·塔伦蒂诺监制，虽然结尾有点
草率，但却算是一部恐怖佳作，让人惊叫连连，
有一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恐怖片的感觉。影片
发行时正好撞上大手笔的《纳尼亚传奇》，可是
仅仅耗资400万美元却打败了耗资两亿美元的
对手，被评为2006年世界十大佳片之一。

8、《死神来了》系列。第一和第三部的导
演是华裔黄毅瑜，他出生于香港，曾担任《X档
案》第1-4导演，拍摄过《邻家男孩》《救世主》
等。

高中生艾利克斯与同学准备乘坐飞机前
往巴黎，起飞前突然有不祥的预感，似乎看到
飞机爆炸；惊恐万
状的他因此大声
吵闹，要求乘务人
员让旅客离开机
舱。亚历克斯和
其他 6 名乘客被
赶出了机舱，其中
包括他的朋友比
利和托德，一个名
叫克莱尔的女同
学，及曾与亚历克
斯扭打在一起的
卡特和他的女朋
友泰莉，还有他们
的女老师莱顿。
一行 7 人为无法

去巴黎而愤怒的时候，机场传来飞机真的出了
事故的消息；人们对艾利克斯能如此准确预言
十分恐惧，FBI探员也赶来调查。亚历克斯希
望尽早忘却这场灾难正常生活下去，然而事情
却变得非常复杂；他不断产生死亡的预感，果
然幸存者们接连异常死亡；他决定和死神斗
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改变命运。

至今这个系列已经拍摄了五部，属于典型
的“阎王要人三更死，谁敢留过五更天”式恐怖
片，受到年轻人的强烈追捧，最关键因素就是
独到的剧本世界观设计——奇妙的宿命论解
读。电影的唯一主角是死神，每个人都被死神
玩得焦头烂额，独特的创意让观众在惊悚之余
又连连喝彩，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一部又一部
追下去的目的既是剧情，也有一部分是想看看
主创人员到底还能想出多少种死法。

9、《伊甸湖》。导演詹姆斯·在知名极具
写作才华与说故事天赋，第一部自编自导的电
影是《猎人游戏》，入围西班牙奇幻影展好评不
断，随后拍摄了《黑衣女人》《巴黎危机》等片。
女主角凯利·蕾莉较为著名作品包括《傲慢与
偏见》与《裸体舞台》。男主角迈克尔·法斯宾
德是英国人，出生于德国，曾出演过电视影集
《兄弟连》以及英剧《魔女》，他最出名的电影是
《饥饿》，还拍摄过《无耻混蛋》等片。

新婚夫妇珍妮与史帝夫计划到宁静优美
的湖边度过浪漫的周末假期，却遭到附近的一
群暴徒青少年的残暴攻击，奋力逃脱后以为自
己平安离开湖区，没想到这才是恶梦的开始。
这群暴徒青少年先将史帝夫绑架然后将他杀
死，欲将珍妮和他绑在一起焚烧，碰巧火将绳
子烧断，珍妮得以逃跑。逃跑过程中，珍妮错
手将其中一个青年杀死。经过千辛万苦来到
小镇后，珍妮被暴徒青年的父母所救，知道真
相的大人们以为自己儿子的死去而将珍妮杀
死，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

这部电影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并非血腥，而
是那种人性的扭曲。大多数恐怖电影都有一
个类似“杀人魔”的反派，但本片中的杀人魔却
是看上去单纯无知的青少年，而那些帮助他们
作恶的人，更是让观众觉得不寒而栗。

10、《遗传厄运》。这是导演阿里·艾斯特
的处女作。女主角托妮·柯莱特出生于澳大利
亚，年轻时在本土拍摄过《新风云人物》《妙丽
的春宵》和《灵异第六感》；成名后赴好莱坞出
演过《穆丽尔的婚礼》《艾玛》《阳光小美女》《已
经开始想你》等片。男主角加布里埃尔·伯恩
是爱尔兰人，代表作以犯罪片为主，包括《黑帮
龙虎斗》《双面女煞星》《非常嫌疑犯》《血溅十
三号警署》《铁面人》等。

安妮和丈夫史蒂文带着大儿子皮特生
活，小女儿查理则交由安妮的母亲艾伦抚养；
实际上安妮和母亲关系疏远，母亲去世后，女
儿又回到了安妮身边。可是，女儿回家后，家
里便开始接二连三发生诡异的事件，神秘的
图腾、陌生的姓名以及神出鬼没的不速之客
让这个家庭被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之中。由于
皮特的疏忽，一场车祸夺走了查理的性命，这
加快了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分裂，在安妮最绝
望的日子里，一个名叫乔安的女人出现在了
她的身边，声称自己拥有能够召唤灵魂的特
异功能。

本片上映后好评如潮，两个小时的时间
里，镜头带领观众一步步走向难以预知的领
域，逐层升级，让人难以自拔。全片每个镜头
都充满着惊悚和恐惧，随着故事的推进，各种
细节积攒在一起并有机地整合，揭开层层面
纱，让人透不过气来，却又击节叫好。电影是
一部超乎想象的家庭悲剧，演绎为超自然恐怖
片，甚至比当年的《驱魔人》更可怕。 赵叶舟

从流行的好莱坞电影到独立先锋派
电影，美国一直在电影产业中占据重要的
位置。BBC邀请来自全球的62位知名影
评人，投票选出史上最伟大的100部美国
电影。

榜单上包括了斯皮尔伯格、马丁·斯
科塞斯、斯坦利·库布里克、泰伦斯·马力
克、昆汀·塔伦蒂诺等名导的多部作品，其
中最近的一部是 2013 年的《为奴十二
年》，而最老的则是1915年的《一个国家
的诞生》，被中国影迷极度推崇的《乱世佳
人》仅排名97位。

囿于版面，本报将分三期登载。
100、倒扣的王牌（1951），略带夸张、

辛辣十足的讽刺剧，不留情面地拷问媒体
伦理和大众文化；虽然这是近70年前的
电影，但片中发生的事现在还在上演。

99、为奴十二年（2013），当牛做马十
二年，逃出生天。

98、天堂之门（1980），很多诗意得一
塌糊涂的段落，很多冗长得让人入睡的段
落。

97、乱世佳人（1939），永远的经典，将
近4个小时依然意犹未尽。

96、蝙蝠侠：黑暗骑士（2008），诺兰
接手后，蝙蝠侠和其它漫画英雄片就完全
不是一个等级了。

95、鸭羹（1933），绝妙的政治讽刺剧。
94、第25小时（2002），演技大对决，

那段一口气儿说了几十句“FUCK”的独白

太过瘾！
93、穷街陋巷（1973），年轻的罗伯特·

德尼罗与马丁·斯科塞斯的第一次合作，
70年代暴燥不安的黑帮电影，还有70年
代充满布鲁斯风情的摇滚乐。

92、猎人之夜（1955），充满恐怖诗意
的神片，上半部分是恨，下半部分是爱。

91、E.T.（1982），有史以来最温情的
科幻片，属于童年的故事。

90、现代启示录（1979），“一部登峰造
极的战争史诗片”。

89、兰闺艳血（1950），亨弗莱·鲍嘉主
演的伤感悬疑爱情剧，编剧的必修课。

88、西区故事（1961），黑帮歌舞片版
《罗密欧朱丽叶》，打架也成了舞蹈。

87、暖暖内含光（2004）披着奇幻外
衣的爱情哲学，删得了回忆，删不了爱情。

86、狮子王（1994），动物版哈姆雷特，
2D动画最辉煌篇章。

85、活死人之夜（1968），丧尸片鼻祖。
84、激流四勇士（1972），借冒险故事

探讨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手法紧凑有力，
映象鲜锐。

83、育婴奇谭（1938），30年代最成功
的荒诞喜剧之一，台词比较多，却没有低
级粗俗的笑料。

82、夺宝奇兵（1981），经典冒险电影。
81、末路狂花（1991），“当一个女人说

不要的时候，她是真的不愿意！”女性主义
代表作。

80、火树银花（1944），爱家爱生活的
美式主旋律影片，片中歌曲十分动听，曾
感动成千上万在欧洲战场出生入死的美
国大兵。

79、生命之树（2011），美国人开始拍
片讲述生命的哲学，法国人笑了……

78、辛德勒的名单（1993），拯救一人，
即拯救了全世界。

77、关山飞渡（1939），约翰·韦恩成名
作，开辟了新的西部片风格。

76、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1980），
星战三部曲中唯一不是卢卡斯导演的一
部，反而最受星战粉追捧。

75、第三类接触（1977），斯皮尔伯格
早期外星人科幻片，已经有了很多以后作
品的影子与风格。

74、阿甘正传（1994），我妈妈总是
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

73、电视台风云（1976），对电视新闻
受经济支配和幕后强权政治的控制进行
了揭露和嘲讽。

72、上海风光（1941），情节建立于想
象之上，描述了一个腐败、堕落的中国上
海的景象。

71、土拨鼠之日（1993），构思巧妙、笑
料丰富的上乘喜剧，从荒谬的开始逐渐发
展到温馨感人的结局，主题具有发人深省
的教育意义。

70、篷车队（1953），歌舞片的巅峰。

妖魔鬼怪妖魔鬼怪
连环杀手连环杀手
丧尸僵尸齐出笼丧尸僵尸齐出笼
十大恐怖电影推荐十大恐怖电影推荐

《闪灵》剧照

《死神来了》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