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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羊羊,高high动漫在线观看 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更会让小朋友们赞叹不已。

在线观看：

中文名：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心闯龙年/喜羊羊与灰太狼4英文名：你知道鬼父在线播放新世界。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Trail时间：2012年公司：广州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区
：中国，燃烧.....恩... 喜洋洋，海啸，治疗... 两个阵营（二逼羊联盟和二逼狼部落）.... 各种武器职业
... 各种地震，DPS，也......

2011-12-1125/35有用(绝对不能放任自己继续胖下去！)

看了预告片.... 我...好像看见了死亡之翼！？还看见了MT，给他们喜欢的电影五星。而当他们学会上
豆瓣的那一天，喜欢他的孩子们还没有学会上豆瓣，我觉得《喜羊羊》在这里就是那颗鸡蛋，看着
超过50%的一星，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走进电影院看完了这部《喜羊
羊与灰太狼》，老百姓悲催地傻乐吧......

2012-01-/163有用(我是成华区优秀青年总代表！)

新世界动漫
先引用一下村上先生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装B必备名句：high。“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
的鸡蛋，除了打斗水了点，除了画面呆了点，问题《开心闯龙年》咋乐？除了剧情二了点，回来个
屁啊？有人说这种片是给小孩乐呵的，还被小羊打成那德行，你丫每年大过节就出来一次，然后灰
太狼最后高喊“我还会回来的”的250口号，咱们呢？羊狼联手击败脑残总BOSS，因为它本......

2012-01-/119有用(坚持诉说就好啦。)

外国小朋友每年在看《飞屋环游记》《里约大冒险》《功夫熊猫》，你没法挑出它的漏洞，我们中
国孩子就得每年吃一次这种草料呢？！这尼玛是个什么世道啊。这片子的剧情……以我的智慧是完
全没看懂，为毛人家老外的孩子看的是里约大冒险和功夫熊猫，事实上韩国情人。可问题是孩子才
最金贵啊，孩子乐呵就成，这丫片子就是给孩子看的，有人说了，各种悲催各种内牛，拿着手里的
两张票根，拿着手...... ()

2012-01-/293有用(猛龙不是片!而是一种精神与信仰)

刚刚陪着孩子从电影院回来，拿着手...... ()

2012-01-/240有用

80后、90后的对话。甲：“你小时候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乙：“龙珠、哆啦A梦、灌篮高手、足
球小将、宠物小精灵、数码宝贝。。。学习新世界动漫。。。” 00后将来的对话。甲：“你小时候
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乙：“喜羊羊第一部、喜羊羊第二部、喜羊羊第三部、喜羊羊之古古怪界
大作战、喜羊羊之牛气冲天。。。”曾......

手机看动漫的网站
更多,,的评论(生命从谋杀开始——《三傻》)

更多,的评论最有用的中差评229/293有用华华的主人 2012-01-13刚刚陪着孩子从电影院回来，人们一
边如此肯定自己的所谓青春，觉得很有意思，这片怎么也得9分起。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影评
01-13先引用一下村上先生那句大家耳熟能...... ()

-01-12少时喜羊羊 长大变脑残

-01-12没看就直接打一星的人都是脑残。

()最有用的好评130/163有用ヅ诺克提斯ぐ 2012-

-01-12看到喜洋洋与“那些年”的评分如此悬殊，羊村的小伙伴全副武装前往龙乐园寻找传说中的
龙笛。原本打算去丈母娘家避难的灰太狼，也为了拯救智羊羊和丽羊羊，喜羊羊的父母也在时空旅
行中遭遇意外。为了让龙乐园和青青大草原恢复原状，另一国度的危机也间接影响到了宁静祥和的
青青大草原。与此同时，对比一下韩国情人。龙乐园遭到机械龙无情的袭击，他们得到来自龙乐园
的5个小家伙：变色龙、钻地龙、朦龙龙、七窍玲龙和轰龙龙的救助。从小龙的口中得知，喜羊羊、
沸羊羊在追逐一个神秘之人的过程中遭到了灰太狼以及恐怖的机械龙的攻击。在此之后，更会让小
朋友们赞叹不已。在线观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201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电影图片
(|)豆瓣成员常用的标签(共309个)
(579)(539)(404)(275)(223)(210)(201)(187)喜欢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人也喜欢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短评
()-01-12如果不是看这动画片的00后
们还没学会上豆瓣，也意外卷入了这场新的冒险之中……

本片为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第4部剧场版。

可以在线观看里番的app可以在线观看里番的app,喜欢看漫画的用户必备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剧情简介
平静的一天，广东原创动力为《喜羊羊与
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设计的精制服装及道具，认为故事极富娱乐性。小羊、狼群及小神龙的精彩
互动，小朋友及母亲对故事的回应正面，故事更带出正面讯息。对比一下观看。早前的市场调查报
告显示，成为拥有金木水火土不同特质的五行龙。他跟主角羊群和狼群互动有趣，小神龙便会出现
神龙变身，拯救世界。每当危机出现的紧张时刻，助他们击退敌人，将在电影中传授功夫给小羊们
和狼族，又势必再次掀起新一轮的羊迷、狼迷为之疯狂。可以在线观看里番。这次加入《大电影4》
的全新主角小神龙，王者归来，屡获票房神话。2012年1月12日将推出贺岁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
心闯龙年》，听说动漫。更是连续把电视搬上了大银屏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剧照(13张
)，为千千万万个小朋友津津乐道。2009、2010、2011年，凭着鲜明的角色性格、可爱幽默的故事情
节，不求最雷、只求更雷。席卷全球的中国民族动漫产业的杰出代表作品《》，你看微信视频表演
是真的吗。高high动漫在线观看。羊狼也要紧赶流行，不知又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呢？“淘宝体”、
“hold住”体，懒羊羊边哭边吃边喊出“就算死我也要撑死！”的豪言壮语，“懒式语录”再出金
句！面对世界末日的来临，让“羊狼战队”的探索之旅充满无限惊喜！妙语连珠令人捧腹“懒式语
录”再出金句——继“我要与布丁共存亡”后，更有水晶林、颜料沼泽等独具匠心的全新场景，难
道羊狼战队还要来场《海底总动员》？此外，湛蓝的海水、缤纷的世界，五彩斑斓的蘑菇房子让观
众仿佛置身于《蓝精灵》的迷你国度；纵身跃入水底泡泡池，粉色扮相更是平添了几分童趣；穿越
雾气弥漫的蘑菇林，开心。神秘的龙堡酷似《阿凡达》中令人称绝的“悬浮山”，绝对堪称史上最
“萌”的龙。羊狼进军“悬浮山”奇幻场景致敬经典——走进未知的龙世界，各种浓眉大眼的Q版
造型令人忍俊不禁，“龙”自然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变色龙”、“濛濛龙”、“轰龙
龙”，“龙”的传人再现江湖！“龙龙战队”集结亮相Q版造型齐齐卖萌——作为龙年的开篇大戏
，神龙秘笈独家传授，看撒在线动漫手机版。“大火腿”、“金刚嘴”、“分身术”，看来“全能
”欧弟果然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羊狼”拜师学艺 龙的传人再现江湖——喜羊羊、灰太狼拜
师学艺，动感十足却又不失俏皮逗趣，用独家的“欧式唱腔”演绎一首热辣的电音舞曲，首度为动

画电影献唱主题曲，不仅耍嘴皮、秀舞技更要亮金嗓，“模仿一哥”火力开心闯龙年(2张)全开，赢
得市场和观众良好口碑。手机看动漫的网站。另据凤凰网的报道,截止至2月5号,《喜羊羊与灰太狼之
开心闯龙年》票房已突破1.6亿,突破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的1.42亿票房纪录精彩看点
“活宝”欧弟倾情献唱热辣电音High翻天！ 爱耍宝的欧弟来了！这次，多城市出现满场一票难求和
不断加映场次的景象，江苏浙江上海超过九成，可以说领跑2012寒假影市。目前《喜羊羊与灰太狼
之开心闯龙年》在全国上座率超过八成，这一首日票房成绩在非动画电影中都属少见，而且开创了
国产动画电影首日票房过2000万的新纪录。而且今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在星期四上映
，不仅超越喜羊羊大电影3《喜羊羊之兔年顶呱呱》首日1700万票房，首日票房突破2000万，它的巨
大爆发力、影响力为2012寒假影市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学会看撒在线动漫手机版。票房信息《喜
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2012年1月12日在全国开始火爆热映，全国上座率均在60%或以上。
“喜羊羊”用数字再一次捍卫自己“国产动画一哥”的地位，这一首日票房成绩在非动画电影中实
属罕见。据统计该片首映四日票房累计7500万元，选择在周四上映，今年《喜羊羊与灰太狼Ⅳ》首
映日即打破惯例，更是开创了国产动画电影首日票房新的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龙年。这一成绩
不仅超越了《喜羊羊与灰太狼Ⅲ》长期保持的1700万首日成绩，观看属于他们的年度动画大片的热
情。该片首日票房轻松突破2000万，但却丝毫浇灭不了孩子们对喜羊羊热情的火花，虽然国内绝大
部分地区气温骤降、雨雪纷扰，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全国火爆热映，在线观看
的a站。回来呀！原声资料我们有武功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欧汉声）草原上 我们只
是一群羊 狼来了 小羊一定勇敢的抵抗 喜羊羊 不管对手有多强 小铃铛 排除万难闯险关 山摇地动自信
更从容 考验如暴风 更决心追梦 相信成功 掌握在手中 让热血汹涌 勇闯高峰 手牵着你手纵然困难再大
也不怕最后天塌下 你心照我心 天空 自然自然有彩虹 一群羊 团结就像一条龙 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
武功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山摇地动 自信更从容 考验如暴风 更决心追梦
相信成功 掌握在手中让热血汹涌 勇闯高峰 手牵着你手 纵然困难再大也不怕最后天塌下 你心照我心
天空 自然自然有彩虹 一群羊团结就像一条龙 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 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
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一群羊 团结就像一条龙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 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
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我们都有武功 粤语心中的太阳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赖伟锋 凭心
中梦想闪闪的照亮 前路往 面对险关都会有力量 凭手中 历久不急的气量 无害怕 就算漆黑风雨狂 龙年
前望 善恶的较量论生死一仗 更不可退让 狼随羊后 在暗选对象 为饱餐一次 更加凶悍 羊羊不会慌 一
样继续神勇大无畏天天的向上羊羊不怕闯 目标自然自然就靠岸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 受过
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没有终点的战场 龙年前望 善恶的较量 论生死一仗 更
不可退让 狼随羊后 在暗选对象 为饱餐一次 更加凶悍羊羊不会慌 一样继续神勇大无畏天天的向上 羊
羊不怕闯 目标自然自然就靠岸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心中
的太阳 点亮那 没有终点的战场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 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无可挡 用我心中
的太阳 点亮那 没有终点的战场 打走我手下 败将沸腾的心国语作曲：李紫昕 作词：李紫昕 演唱：李
紫昕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 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
勇敢的向前听听在我心中的愿望 是多么美丽是多么的伟大 什么都不管 我什么都不管 去吧 去吧 一起
去寻找吧 拥有希望 拥有梦想在黑暗背后我看到阳光 我不放弃 我不灰心 我拥有是沸腾的心 我不怕有
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听
听在我心中的愿望 是多么美丽是多么的伟大 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管 去吧 去吧 一起去寻找吧 拥有
希望 拥有梦想电影人物(7张)在黑暗背后我看到阳光 我不放弃 我不灰心 我拥有是沸腾的心 我不怕有
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我
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
前 粤语作曲：李紫昕作词：李紫昕 演唱：李紫昕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

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 但愿梦想可创建未来 这赤子沸腾的心终不
变改 心中不惧怕不管几多障碍 去吧 去吧 去打开挑战吧 热血未退 付出汗水 在风雨成长抹干这眼泪
努力进取 努力面对来让我自信地去追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 如何活在
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但愿梦想可创建未来 这赤子沸腾的心终不变改 心中不
惧怕 不管几多障碍 去吧 去吧 去打开挑战吧 热血未退 付出汗水在风雨成长抹干这眼泪 努力进取 努
力面对 来让我自信地去追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
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活在幸福
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小时候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看着喜羊羊。崔
琰 小时候 你轻轻拍我入梦中 让我懂梦想的秘密是笑容 小时候 你让我依赖雷打不会动 让我冲 你总在
身旁一点不放松 小时候 你的爱我不用等待 小时候我喜欢靠着你发呆 小时候 我不用去面对未来 那时
候 父亲的爱很精彩 小时候 你的爱我不用等待 小时候 我喜欢靠着你发呆小时候 我不用去面对未来 那
时候 父爱很精彩 到何时 再有你的爱 粤语 感恩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李思琳 谁像风 轻
轻把关爱吹进梦让我懂 猜想与好奇是有用 谁像山 能让我依靠始终不会动 让我冲 归家困倦时便靠着
寻梦 要感恩 星光下你启发潜能更感恩 天空下你为我操心 最感恩 普天下我不会独行 常怀念 爸爸给我
的亲恩 要感恩 星光下开启我潜能 更感恩天空下你为我操心 最感恩 普天下我不会独行 常怀念 爸爸给
我的 常常问 怎答谢回赠影片制作制作公司&amp;#91;中国&amp;#93;...... 动画制作出品单位上海炫动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公司：上海东方
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博纳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广东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amp;#91;中
国&amp;#93;播出信息上映时间1月12日，还是超级大BOSS。免费3d动漫电影大全。红太狼：灰太狼
，大家hold住啊 美羊羊：原来你不单是无间道，有木有 灰太狼：请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吧。亲 灰太
狼：我们是不是没戏了？喜羊羊：美羊羊，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机械大黑龙：真是不堪一击啊
，还是抓不到羊。坑爹呀 红太狼：事实上鬼父在线播放新世界。老公，做成这块废铁，小狼因为我
变得强壮。 【其它】红太狼：你用全家的电器，狼窝因为我变得更暖，你知道免费手机动感在线观
看。羊肉我来弄会是更香，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狼，天空因为我变得更
蓝，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就让我尝一口吧！ 喜羊羊：别咬那么大口哦！很痛的！ 灰太狼：成！【
喜灰对唱】 喜羊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都是老搭档了，闯沙漠、飞月球，你真伟大！【当喜羊羊
和灰太狼被埋在废墟之中时......】 灰太狼：可以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吗？ 喜羊羊：你还是不放过我
？哼！灰太狼：毕竟我们患难与共，所以重的东西就由我来承担！ 暖羊羊：村长，村长的却保护性
十足啊！慢羊羊：夜勤病栋百度资源链接。我是怕你们不堪重负，没什么安全感，我们的就轻飘飘
，那我们的救羊行动就会方便很多！懒羊羊：鬼父1-16全集在线观看。那你的和我们的区别怎么这
么大呀！ 沸羊羊：就是呀，
手机动漫在线观看
避免引人注目，可以在线观看里番。穿成这样是适应环境，那我们岂不是高危！【懒氏金句】 懒羊
羊：就算死我也要撑死！ 【羊羊战队】 喜羊羊：村长！去救爸爸妈妈有必要穿成这个样子吗？慢羊
羊：传说中的龙是属于中古时期，我都快死了!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你快点想办法，不可以让老婆
担惊受怕。相比看高high动漫在线观看。灰太狼：我一定会回来的！ 灰太狼：你不是万能的男一号
吗，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掌酷手机1 在线播放。还要照顾好身边的人。 灰太狼：男子汉大丈夫
，连灰太狼都觉得无地自容。精彩对白【灰语录】 灰太狼：英雄不是靠一股蛮劲，但在强大的机械
大黑龙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后来更自动演化出投降程序，在弱小的小羊面前尽显威风，但却十分
愚蠢。灰太龙灰太狼用一顿饭时间制造的机械龙，虽然厉害，能喷出威力强大的火焰，恐怖的外表

下隐藏着同样恐怖的力量。能喷出威力无穷的水柱。右护法大黑龙手下两员大将之一，手持一支巨
大的黑色长矛。左护法大黑龙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可飞上空中进行攻击，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色
翅膀，想知道在线。使大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反叛小黑龙，但最后暴走，可以感受到小黑龙
的喜怒哀乐，拥有人工智能，免费3d动漫电影大全。小黑龙便很顺利的将一行人引到龙堡展开决战
……机械大黑龙小黑龙所驾驶的威力无边的机械巨龙，被灰太狼识破。事实上掌酷手机1 在线播放
。可惜没人相信灰太狼，他爸爸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来”，谎称“自己的爸爸是大黑龙的手下，化
名小蓝龙，伪装成一只蓝色的小龙，为了取得喜羊羊一行的信任，但在可爱的面容下却隐藏着颠覆
世界的阴谋。平时经常躲在大黑龙体内控制大黑龙活动，娇小可爱，鼓励他重新获得勇气。小黑龙
躲藏在恐怖大黑龙头部控制室里的阴谋家，心中就会响起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这首歌深深的刻在沸
羊羊的心中。每当沸羊羊遇到困难的时，高high动漫在线观看。喜欢哼着同一首歌曲，让喜羊羊有
跨越难关的勇气和智慧。沸羊羊的母亲照顾沸羊羊长大，在喜羊羊遇到困难时给予他指导与鼓励
，与喜羊羊用的特殊通讯器联络，羊族最伟大的科学家。因时光加速器的故障而跌落龙世界，与智
羊羊一起给予遇到困难的喜羊羊鼓励与支持。智羊羊喜羊羊的父亲，喜羊羊。与智羊羊是智慧与美
丽的组合。跟随智羊羊一起跌落龙世界，羊族的超级歌星，隐身脱离险境。是龙世界的艺术家。丽
羊羊喜羊羊的母亲，做成隐形的效果。并同时也可以帮助喜羊羊变色，以配合环境，把自己喷成不
同颜色，帮助他随时随着周围环境，可以说话的龙。腰上佩戴着一圈喷漆，因此是五只小龙中唯一
能与众羊狼沟通，是进化到第三阶段的龙，与使用双盾的暖羊羊是最佳合作伙伴。变色龙喜羊羊的
搭档，有如气球，你看鬼父在线播放新世界。不过在使身体充气的情况下能在空中飘浮，但由于翅
膀细小而不能像其他龙那样飞，幸福花园ova在线观看。虽然是飞天龙类，是气球龙的进化版，和小
灰灰、懒羊羊一起搭档帮助喜羊羊一行顺利闯进龙堡。七窍玲龙暖羊羊的搭档，你看与灰太狼之开
心闯龙年。并成为好朋友。因为是少数能飞行的龙，在小灰灰的介绍下认识了喜羊羊和变色龙一行
，但被小灰灰的真诚感动，起初十分害怕，在蘑菇林跟小灰灰认识，十分胆小。能在空中高速滑翔
，生活早龙世界东南面的蘑菇林，自己却身负重伤。钻地龙的金刚钻在硬度、转速等参数方面都是
数一数二的。小飞鼠（飞鼠龙）会飞行的龙，在钻地时经常迷失方向。在机械大黑龙坍塌时他迅速
挖出一条地洞拯救了喜羊羊和灰太狼，多次拯救大家与危难之中。但是方向感极差，可以像钻头一
样人物图(12张)高速转动快速的挖地道，头上有一只非常抢眼的角，并帮助大家渡过对岸。钻地龙
沸羊羊的搭档，在水底泡泡池和美羊羊一起拯救了溺水的众小羊，当进入水中时就会变成鱼的形态
。五小龙唯一能游泳的龙，鱼鳍会变成手，在陆地行走时鱼尾会变成腿，梦幻的变身、粉嫩的肤色
、曼妙的姿态……它是两栖类的龙，这一段被剪掉了。轰龙龙美羊羊的搭档。“龙龙战队”中唯一
的女生，帮助大家走出迷宫。可惜由于影片长度关系，双眼放光，濛濛龙通过充电，电量越充足表
现就越活跃。趴在懒羊羊头上的是电量接近于零的濛濛龙。在菠萝迷宫中，让人误以为只是懒羊羊
的一顶帽子。其活跃程度由电量决定，一动不动的，喜欢趴在懒羊羊头上，是弓道部公认的好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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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更新2016年最新关于鬼父动漫全集无修版的图片、
IMDb链接:

又名:喜羊羊与灰太狼4 / Mi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 Trail

片长:85分钟

上映日期:2012-01-12(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 粤语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类型:儿童/喜剧/动画/冒险

主演://

鬼父1-16全集在线观看:2全集高清带中文字幕百度云
编剧:/

羊一见如故，是弓道部公认的好部长。

身高：178cm

有些承受不住压力，You don't know. There is a light whenever you turn around.

喜羊羊,高high动漫在线观看 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中文名：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心闯龙年/喜羊羊与灰太狼4英文名：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Trail时间：2012年公司：广州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区：中国，广州类型：动画，冒
险，喜剧，动作主演：喜羊羊，懒羊羊，慢羊羊，小灰灰，灰太狼片长：85分钟上映：2012年1月
12日语言：普通话字幕：中文演员配音祖晴——喜洋洋张琳——灰太狼，老神龙，喜洋洋爸爸梁颖
——小灰灰，懒洋洋，喜洋洋妈妈赵娜——红太郎高全胜——慢羊羊，机械大黑龙，龙爸爸邓玉婷
——暖羊羊，美羊羊，小黑龙骆妍倩——小神龙刘红韵——沸羊羊，变色龙影片信息出品单位：上
海炫动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上海东
方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博纳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广东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影片介绍《喜
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是由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动漫电影，也是《喜
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电影的第四部，2012年1月12日时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小羊们
和狼族联合一起对抗外敌，全新主角小龙将功夫给小羊们和狼族，帮他们击退敌人，拯救世界。小
朋友们，快来看吧。电影剧情传言，幽幽山谷中，藏有千年绝世珍宝“龙笛”。只有真正的龙的传
人才能开启宝藏的密室之门。云朵坠地，飓风骤降，青青草原陷入一片混沌，这一切与龙世界正遭
遇的灭顶之灾息息相关，而终结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吹响传说中的“龙笛”。于是，“羊羊战队
”再度集结，决定前往这个神秘而又未知的国度一探究竟！另一边，得悉灾难降临而举家落跑的灰
太狼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怪浪卷入龙世界，不得不再度与众羊并肩作战。“叮叮”、“咚咚”、“铛
铛”、山谷里传来阵阵刺耳的声响，仔细一瞧，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他们在向龙族们拜师学艺。要
想成为龙的传人，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次考试，有音乐、有功夫、有学识等等，龙堡内，最后的决
战一触即发。机械龙的强大远超乎众人的想象，原本犀利的武器变得不堪一击。当沸羊羊命悬一线
时，一阵悠扬的笛声响彻云霄，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机械龙中缓缓走来。喜羊羊、灰太狼能否顺利过
关，穿上圣龙盔甲？谁又是深不可测的终极大BOSS？一切谜底尽在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
闯龙年》！！！角色介绍朦朦龙懒羊羊的搭档，一副懒懒的样子，眼睛是天然望远镜。与懒羊羊一
见如故，喜欢趴在懒羊羊头上，一动不动的，让人误以为只是懒羊羊的一顶帽子。其活跃程度由电
量决定，电量越充足表现就越活跃。趴在懒羊羊头上的是电量接近于零的濛濛龙。在菠萝迷宫中
，濛濛龙通过充电，双眼放光，帮助大家走出迷宫。可惜由于影片长度关系，这一段被剪掉了。轰
龙龙美羊羊的搭档。“龙龙战队”中唯一的女生，梦幻的变身、粉嫩的肤色、曼妙的姿态。它是两
栖类的龙，在陆地行走时鱼尾会变成腿，鱼鳍会变成手，当进入水中时就会变成鱼的形态。五小龙
唯一能游泳的龙，在水底泡泡池和美羊羊一起拯救了溺水的众小羊，并帮助大家渡过对岸。钻地龙
沸羊羊的搭档，头上有一只非常抢眼的角，可以像钻头一样高速转动快速的挖地道，多次拯救大家
与危难之中。但是方向感极差，在钻地时经常迷失方向。在机械大黑龙坍塌时他迅速挖出一条地洞
拯救了喜羊羊和灰太狼，自己却身负重伤。钻地龙的金刚钻在硬度、转速等参数方面都是数一数二
的。小飞鼠（飞鼠龙）会飞行的龙，生活早龙世界东南面的蘑菇林，十分胆小。能在空中高速滑翔

，在蘑菇林跟小灰灰认识，起初十分害怕，但被小灰灰的真诚感动，在小灰灰的介绍下认识了喜羊
羊和变色龙一行，并成为好朋友。因为是少数能飞行的龙，和小灰灰、懒羊羊一起搭档帮助喜羊羊
一行顺利闯进龙堡。七窍玲龙暖羊羊的搭档，是气球龙的进化版，虽然是飞天龙类，但由于翅膀细
小而不能像其他龙那样飞，不过在使身体充气的情况下能在空中飘浮，有如气球，与使用双盾的暖
羊羊是最佳合作伙伴。变色龙喜羊羊的搭档，是进化到第三阶段的龙，因此是五只小龙中唯一能与
众羊狼沟通，可以说话的龙。腰上佩戴着一圈喷漆，帮助他随时随着周围环境，把自己喷成不同颜
色，以配合环境，做成隐形的效果。并同时也可以帮助喜羊羊变色，隐身脱离险境。是龙世界的艺
术家。丽羊羊喜羊羊的母亲，羊族的超级歌星，与智羊羊是智慧与美丽的组合。跟随智羊羊一起跌
落龙世界，与智羊羊一起给予遇到困难的喜羊羊鼓励与支持。智羊羊喜羊羊的父亲，羊族最伟大的
科学家。因时光加速器的故障而跌落龙世界，与喜羊羊用的特殊通讯器联络，在喜羊羊遇到困难时
给予他指导与鼓励，让喜羊羊有跨越难关的勇气和智慧。沸羊羊的母亲照顾沸羊羊长大，喜欢哼着
同一首歌曲，这首歌深深的刻在沸羊羊的心中。每当沸羊羊遇到困难的时，心中就会响起这首歌优
美的旋律，鼓励他重新获得勇气。小黑龙躲藏在恐怖大黑龙头部控制室里的阴谋家，娇小可爱，但
在可爱的面容下却隐藏着颠覆世界的阴谋。平时经常躲在大黑龙体内控制大黑龙活动，为了取得喜
羊羊一行的信任，伪装成一只蓝色的小龙，化名小蓝龙，谎称“自己的爸爸是大黑龙的手下，他爸
爸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来”，被灰太狼识破。可惜没人相信灰太狼，小黑龙便很顺利的将一行人引
到龙堡展开决战。机械大黑龙小黑龙所驾驶的威力无边的机械巨龙，拥有人工智能，可以感受到小
黑龙的喜怒哀乐，但最后暴走，反叛小黑龙，使大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
色翅膀，可飞上空中进行攻击，手持一支巨大的黑色长矛。左护法大黑龙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恐
怖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恐怖的力量。能喷出威力无穷的水柱。右护法大黑龙手下两员大将之一，能
喷出威力强大的火焰，虽然厉害，但却十分愚蠢。灰太龙灰太狼用一顿饭时间制造的机械龙，在弱
小的小羊面前尽显威风，但在强大的机械大黑龙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后来更自动演化出投降程序
，连灰太狼都觉得无地自容。精彩看点“活宝”欧弟倾情献唱热辣电音High翻天！爱耍宝的欧弟来
了！这次，“模仿一哥”火力全开，不仅耍嘴皮、秀舞技更要亮金嗓，首度为动画电影献唱主题曲
，用独家的“欧式唱腔”演绎一首热辣的电音舞曲，动感十足却又不失俏皮逗趣，看来“全能”欧
弟果然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羊狼”拜师学艺龙的传人再现江湖，喜羊羊、灰太狼拜师学艺
，“大火腿”、“金刚嘴”、“分身术”，神龙秘笈独家传授，“龙”的传人再现江湖！“龙龙战
队”集结亮相Q版造型齐齐卖萌，作为龙年的开篇大戏，“龙”自然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变色龙”、“濛濛龙”、“轰龙龙”，各种浓眉大眼的Q版造型令人忍俊不禁，绝对堪称史上
最“萌”的龙。羊狼进军“悬浮山”奇幻场景致敬经典——走进未知的龙世界，神秘的龙堡酷似《
阿凡达》中令人称绝的“悬浮山”，粉色扮相更是平添了几分童趣；穿越雾气弥漫的蘑菇林，五彩
斑斓的蘑菇房子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蓝精灵》的迷你国度；纵身跃入水底泡泡池，湛蓝的海水、缤
纷的世界，难道羊狼战队还要来场《海底总动员》？此外，更有水晶林、颜料沼泽等独具匠心的全
新场景，让“羊狼战队”的探索之旅充满无限惊喜！妙语连珠令人捧腹“懒式语录”再出金句
——继“我要与布丁共存亡”后，“懒式语录”再出金句！面对世界末日的来临，懒羊羊边哭边吃
边喊出“就算死我也要撑死！”的豪言壮语，不知又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呢？“淘宝体”、“hold住
”体，羊狼也要紧赶流行，不求最雷、只求更雷。席卷全球的中国民族动漫产业的杰出代表作品《
喜羊羊与灰太狼》，凭着鲜明的角色性格、可爱幽默的故事情节，为千千万万个小朋友津津乐道。
2009、2010、2011年，更是连续把电视搬上了大银屏，屡获票房神话。2012年1月12日将推出贺岁片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王者归来，又势必再次掀起新一轮的羊迷、狼迷为之疯狂。这
次加入《大电影4》的全新主角小神龙，将在电影中传授功夫给小羊们和狼族，助他们击退敌人，拯
救世界。每当危机出现的紧张时刻，小神龙便会出现神龙变身，成为拥有金木水火土不同特质的五

行龙。他跟主角羊群和狼群互动有趣，故事更带出正面讯息。早前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小朋友及
母亲对故事的回应正面，认为故事极富娱乐性。小羊、狼群及小神龙的精彩互动，广东原创动力为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设计的精制服装及道具，更会让小朋友们赞叹不已。,在线观看
：,下载地址：游戏介绍游戏介绍可攻略角色及情节简介原作情报游戏情报动画情报星月学院角色详
解人物名字之间的关系人物介绍女主角春组（幼驯染组）夏组（社团活动组）秋组（成熟教师组
）冬组（学生会组）其他游戏音乐op最新消息星座旦那 全集在线观看游戏介绍游戏介绍
Starry☆Sky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目前已出售的游戏共7部。而第8部【Starry☆Sky～AfterWinter～】将
于 2012年4月27日（金）发售。 游戏为乙女向(全年龄)LVG恋爱游戏，每季有3个角色可供攻略(在
Instory系列中)，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女主角，通过对话的选择体验不同结局。可攻略角色及情节简
介【 Starry☆Sky~inspring~ 】 土萌羊 七海哉太 东月锡也 简介:喜欢照顾人，如同2人的妈妈一样的
“东月锡也”性格急躁容易与人吵架身患疑难杂症的“七海哉太” 在2位青梅竹马的围绕下，主人
公在星月学园中学习天文学。在一年级临近尾声的某一日，主人公的另一位儿时玩伴转校而来。 他
是从法国归国而来的“土萌羊”他的出现，让几个人从小时候就开始维持下来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 【Starry☆Sky~in summer~】 金久保誉宫地龙之介 木之濑梓 简介:所属星月学园弓道部的你， 与
抗压性很低但实力高强的部长――金久保誉，以及寡言、勤勉向上的副部长――宫地龙之介，一起
努力奋斗着。 虽然因为人才不足等理由， 而未能于全国大赛创下佳绩，但今年一定要办得到！ 六
月，离大赛还有两个月。 天才一年级新生――木之濑梓的入部， 牵动了各人的情绪，命运的齿轮开
始转动，各怀所思的众人的命运是―― 【Starry☆Sky~in Autumn~】 星月琥太郎 阳日直狮水岛郁 简
介:担任班级保健委员的主人公， 受保健医“星月琥太郎”所托， 为了报告工作来到保健室，发现
那里站着一位不曾谋面的美青年。 其后，经由班主任老师“阳日直狮”介绍， 原来那位青年是教育
实习生“水岛郁”。以这一天为分水岭， 主人公与至今都没有太多深入交往的老师们的交流时间逐
渐增加。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开始染上成熟的恋爱颜色。 【Starry☆Sky~in Winter~】 不知火一树
青空飒斗 天羽翼简介:负责统领天文学特长生的星月学园学生会。 超人气的豪爽?傲慢留级学生会会
长“不知火一树”；背地统领学生会的冷静?谦虚的副会长“青空飒斗”； 对学生会会费图谋不轨的
无谋?专断会计“天羽翼”。这群难以想像的立于人上的成员中，主人公担当书记。 终日被牵扯进他
们引起的纷扰之中，每天虽然很喧闹却也很开心。会长的换届临近了，与他们共处的时间，已经所
剩无几―― 在after story系列里,可攻略角色有所增加.【Starry☆Sky~After Spring~】 新增角色: 和泉崇
嗣 忍成浩 简介:夏天结束，全国大会完了，新的季节稍稍到来。 去了美国的土萌以文化祭的研究发
表会特别讲师的身份， 回到了星月学园。青梅竹马四人组为这惊喜的重逢高兴不已。 就在他们四人
像以往那样结伴放学时…… 突然在路上冒出了个学弟。「跟我交往吧！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人
……」 在强横地这样宣告完的一刻，少年便成了天边的一颗流星…… 因为七海哉太的铁拳。我跟这
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少年、 和拉走少年的教育实习生， 就这样展开了奇妙的关系。 第二学期也就此
拉开了帷幕。【Starry☆Sky~After Summer~】 新增角色: 犬饲隆文 白鸟弥彦 小熊伸也【
Starry☆Sky~After Autumn~】 新增角色: 柑子修吾 粟田谦介 柿野 古都 梨本拓矢 橘守生【
Starry☆Sky～After Winter～】 新增角色: 白银樱士郎 神乐坂四季十三位主角（官方名片）(13张)原作
情报“星月学园”，是坐落在乡村小高丘的全日制高校。拥有能够清楚观测星空的良好地理条件。
星月学园分为6种专业，分别是：星咏科，天文科，神话科，宇宙科，星座科以及西洋占星术科。这
所学校的创建目的是教育学生学习天文知识。星月学园过去是一所男校，近几年，为了让学校变得
更全面，这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但由于地处穷乡僻壤，且教学过于专业，至今为止入学的女学生
仅有主人公一人。虽说有儿时玩伴陪伴在身边，…但周边净是男生，主人公到底会有怎样的学园生
活呢！？与拥有12星座性格特征的男孩子们相遇，共同度过的日子中，萌生出来的感情。在浩瀚璀
璨的星海的守望下，一点一滴改变的恋爱心情以及天空的模样。在此为你送上以同一所学园为舞台

，在四个季节里展开的12种形态的恋爱故事！游戏情报延后： 【Starry☆Sky～AfterSpring～】 更前
日： 2010年8月27日(金) ↓ 更后
日： 2010年11月26日(金)【Starry☆Sky～After Summer～】
更前
日： 2010年11月26日(金) ↓ 更后
日：2011年3月25日(金) 【Starry☆Sky～After
Autumn～】 更前
日： 2011年2月25日(金)↓ 更后
日： 2011年8月05日(金) ↓
日延期
:2011年8月5日（金）【Starry☆Sky～After Winter～】 更前
日： 2011年5月27日(金) ↓ 更后
日：2011年10月28日(金) ↓ 更后
日： 2011年10月31日(月) ↓ 更后
日：2011年 冬↓
更后
日：2012年4月27日（金）（因为神乐坂四季也将加入可攻略角色，所以再次延期制作
……似乎延期到明年春季）动画情报原作：honeybee监督：高本宣宏（《07-GHOST》《恶魔的奶爸
》』监督） 故事构成：藤 あゆな（《吸血鬼骑士》《水星领航员》脚本）造型设计：藤井まき
（《07-GHOST》《伯爵与妖精》人设） 动画制作：StudioDEEN（《黑塔利亚》《Fate/staynight》《
地狱少女》《纯情罗曼史》《07-GHOST》）星月学院本是男子学校，不久前才开始招收女生。目
前大部分学生仍是男生，女很少，实际上，只有一位女生（夜久月子）(游戏中姓名可更改）。学科
分类： 星咏科； 天文科； 神话科； 宇宙科； 星座科； 西洋占星术科；――六个学科。角色详解人
物名字之间的关系和【金色琴弦】一样，【starry☆sky】做为男后宫极为强大的动漫,，人物之间也
有着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金、木、水、火、土、月、日、星：金金久保誉木木之濑梓水水岛郁火
不知火一树土土萌羊月东月锡也日阳日直狮星星月琥太郎Starry☆Sky图册(20张)大海、天空：大海七
海哉太天空青空飒斗太阳系:金星金久保誉木星木之濑梓水星水岛郁火星不知火一树土星土萌羊天王
星天羽翼海王星七海哉太地球宫地龙之介太阳阳日直狮月亮东月锡也北斗星青空飒斗行星星月琥太
郎人物介绍ps：季节后（）括号里是下面三人总称，按与女主关系，性格另一种分类。女主角,女主
角,夜久月子（名字可更变）,CV：折笠富美子,学年：二年生。 学科：天文科。 社团活动:弓道部部
员。 班级委员:保健委员。学生会:书记。,是星月学院唯一女学生，被称为“学园的麦当娜”。春组
（幼驯染组）【摩羯座】 （山羊座）,土萌羊,CV：绿川光,昵称：绵羊,学年：二年生,学科：天文科
,血型：O型,生日：1月12日,星座：摩羯座（山羊座）,身高：175cm,体重：58kgshine,转学来到星月学
院天文科的转校生。,法日混血儿，长相端正美丽，左撇子。,小时候曾与女主角相遇过，为了女主从
法国转学来到星月学院。很喜欢女主角，经常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女主的喜欢，很有法国人奔放
的感觉呢。,&quot;Thank you&quot; I wanted to tell onlyit.,（我只想告诉你，“谢谢”）【双鱼座】,七
海哉太,CV：杉田智和),学年：二年生,学科：天文科,血型：B型,生日：3月18日,星座：双鱼座,身高
：175cm,体重：55kg,星月学院天文科二年级学生。,与女主和东月是青梅竹马。,性子急躁，很容易跟
人吵架，可惜因为从小就患有疑难杂症，体力的极限只有3分。,有常常逃课的习惯。,I wonder when
you would realize my heart.,（我想知道你何时才会明白我的心）,东月锡也,【巨蟹座】,东月锡也
,CV：小野大辅,学年：二年生,学科：天文科,血型：A型,生日：7月1日,星座：巨蟹座,身高：179cm,体
重：59kg,星月学院天文科二年级学生。,与女主和七海是青梅竹马，很有大人的感觉，同时也是两人
母亲一样的存在。非常擅长料理，同时也喜欢照顾人，所以一直都处于帮这个帮那个的状态。,把对
女主的爱都放在心里，无时无刻都像哥哥一样照顾着她，不求回报的爱啊。,Expecting I could be with
you forever.,（期待能够伴卿一生）夏组（社团活动组）【金牛座】,金久保誉,CV：保志总一朗,学年
：三年生,学科：西洋占星术科,血型：O型,生日：5月14日,星座：金牛座,身高：185cm,体重：64kg,女
主所在弓道部的部长。,西洋占星科的三年级学生，茶道世家，性格温润沉稳，意外的有些腹黑？,有
些承受不住压力，是弓道部公认的好部长。,Could you tell me you love my real self ?,（你能告诉我你爱
的是真正的我吗？）,宫地龙之介,【天蝎座】,宫地龙之介,CV：神谷浩史,学年：二年生,学科：星座
科,血型：A型,生日：11月3日,星座：天蝎座,身高：178cm,体重：60kg,与女主同年级。弓道部的副部
长。,性格严肃认真，但真正的他实际上十分单纯。意外地喜欢甜食，尤其是食堂特制的芭菲。对鲜
奶油十分执着。喝碳酸饮料会醉。,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有“魔鬼副部长”之称。,誉毕业后成为

部长。,Let me concern about you from now on,too.,（让我从现在起也开始思念你吧）【射手座】（人
马座）,木之濑梓,CV：福山润,学年：一年生,学科：宇宙科,血型：AB型,生日：12月20日,星座：射手
座（人马座）,身高：166cm,体重：51kg,有着“天才”之名的转学生，给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觉，实质
上对待自己所处理的事情全力以赴。,向往自由，害怕被束缚。偶尔会流露出孩子气的一面(小狗少
年？)。,擅长讨女孩子欢心。,&quot;DESTINY&quot;...?I don't want to bebound to a nothing .,（“命运
”...?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着。）秋组（成熟教师组）,星月琥太郎,【天秤座】,星月琥太郎,CV：石
田彰,年龄：26岁、,职业：保健医生（兼职理事长）,血型：AB型,生日：10月13日,星座：天秤座,身高
：177cm,体重：58kg,平时很邋遢，喜欢睡觉，保健室经常乱七八糟，曾经梦想是做一名医生，后来
因为一位友人的去世，放弃了。星月学院理事长的弟弟，后来成为正式的理事长。,现为正式理事长
兼保健老师。,因为体质原因，不能喝酒，喝一点酒都会睡着。,被水岛郁昵称为“琥太哥”。,有一
个姐姐星月琥春，是前任理事长。,Is a person like me allowed to love somebody?,（ 像我这样的人也被允
许爱谁吗？）,阳日直狮,【狮子座】,阳日直狮,CV：岸尾大辅,年龄：24岁,职业：教师,血型：O型,生
日：8月11日,星座：狮子座,身高：164cm,体重：53kg,天文班爽朗的班主任，和学生打成一片，时常
和学生打赌――关于学生设的陷阱他是否会中计，输掉的人要把中午的便当分出来给大家吃，但似
乎总是输掉。,被学生们昵称为“小直”。,十分喜欢食堂的狮子座套餐，擅长电脑。,The more
precious the thing is , the more easily it isbroken.,（越是珍贵的东西，就越是容易破碎。）,水岛郁,【双子
座】,水岛郁,CV：游佐浩二,年龄：21岁,职业：教育实习生,血型：B型,生日：6月9日,星座：双子座
,身高：187cm,体重：67kg,看似在感情方面很有经验，实则怕被别人利用。,曾经是一个知名乐队的成
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水岛有李，因病去世。,性格比较别扭。,特征：眼镜。,How can I come to
believe in you...?,（我应该怎么样去相信你？）冬组（学生会组）,天羽翼,【水瓶座】（宝瓶座）,天羽
翼,CV：铃村健一,学年：一年生,学科：宇宙科,血型：AB型,生日：2月3日,星座：水瓶座（宝瓶座
）,身高：185cm,体重：61kg,星月学园学生会会计，成绩是第一。喜欢发明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
过实验经常失败，修理往往变成了破坏。表面上很阳光，内心却十分害怕孤独。,In fact , I was afraid
of loneliness anytime...,（事实上，我一直都很害怕孤单。..）,不知火一树,【白羊座】（牧羊座）,不知
火一树,CV：中村悠一,学年 : 三年生,学科：星读科,血型：O型,生日：4月19日,星座：白羊座（牧羊
座）,身高：178cm,体重：62kg,星月学园学生会会长，由于骨折住院两个月，留年。,为了实现对恩师
的承诺把翼拉进了学生会，同时也默默守护着女主。虽然做事方式有些强硬，但由于很有魅力，所
以很受学生欢迎。是学生会中爸爸一般的存在。,儿时和女主在神社相识，由于未能保护好女主决定
默默保护，女主则因高烧忘记了一些有关一树的记忆。（在游戏中一树线,，月子会回想起有关一树
的记忆。）,有预知未来的能力。,Well...have I accomplished all to be done？,（嗯。. 我把所有要做的事
都完成了吗？）,青空飒斗,【处女座】（室女座）,青空飒斗,CV：平川大辅,学年：二年生,学科：神
话科,血型：A型,生日：9月15日,星座：处女座（室女座）,身高：182cm,体重：60kg,星月学园学生会
副会长，出生于著名音乐世家。为人稳重、温柔，（偶尔的腹黑）负责学生会的幕后统筹工作，是
协调暴走的会长与会计的重要人物。身上随时随地备着一块黑板。,一树毕业后成为会长。,Could
you grant me a wish?,（你能许诺我的愿望吗？）其他【蛇夫座】,神乐坂四季,CV：宫野真守,学年：二
年生,学科：星读科,血型：O型,生日：12月5日,星座：蛇夫座（11月30日~12月17日）,身高：180cm,体
重：59kg,星读科二年级的特待生,具有比不知火一树还要强大的星读能力（预知能力）,You don't
know. There is a light whenever you turn around.,（你不知道。当你转过身来时有一道光芒）,目前神乐坂
四季只在drama、白银樱士郎的话中、官方Twitter中，以及动画最后两集中出现。ps期待大家继续补
充和整理.请大家多多支持这部作品。 〔其他人物〕 犬饲隆文（CV：吉野裕行） 学年：二年生 学科
：神话科 星座：天枰座白鸟弥彦（CV：近藤隆） 学年：二年生 学科：星座科 星座：水瓶座 小熊伸
也（CV：堀江一真/代永翼）学年：一年生 学科：天文科 星座：山羊座 柑子修吾（CV：小野友树

） 星座：乙女座 一本正经的同班同学二年天文科，放送部所属。生真面目で、どこか斜に构えてい
る印象がある。 粟田谦介（CV：寺岛拓笃） 星座：巨蟹座胡闹的同班同学 柿野 古都（CV：成濑
诚） 星座：天蝎座 有点想泡MM的同班同学 梨本拓矢（CV：杉山纪彰）星座：水瓶座 宽宏大量的
同班同学 橘守生（CV：高野康弘） 星座：狮子座 喜欢锻炼身体的同班同学二年天文科，放送部所
属。热血汉で、どんなことでもポジティブに考える。 星月琥春CV：折笠爱 职业：星月学园理事
长年龄：30 血型：O型 生日：4月2日 星座：白羊座 身高：170cm 体重：52kg前任理事长，星月琥太
郎的姐姐 春名真琴（名字可变更）CV：斋贺弥月 星座：射手座陆海学园弓道部女子部部长，女主
在大学时的好友。有点像男孩子的性格，经常会聆听女主的心事，是个可靠的朋友。（目前只在
afterstory中出现。） 白银樱士郎（走变态路线的学长）CV：诹访部顺一 学年：三年生 学科：西洋
占星术科 血型：O型生日：10月24日 星座：天蝎座 身高：182cm 体重：67kg 走变态路线的学长和一
树会长.誉部长三人是很好的朋友。 以下两人将在after spring故事中出现 和泉崇嗣（CV日野聪）神话
科一年级生 星座：处女座 一上来就对女主说是他女朋友，说话恶毒。 忍成浩（CV小西克幸）教育
实习生,，22岁 星座：金牛座星座科的教育实习生。妈妈一般的存在。一般来说是帮崇嗣收拾乱摊子
。游戏音乐 opSpring春季Starry☆Sky,土萌羊（CV：绿川光）Summer 夏季Shoot High,宫地龙之介
（CV：神谷浩史)）Autumn 秋季Lies,Truth and Our Destiny,阳日直狮（CV：岸尾大辅）Winter 冬季
Grayed Out,不知火一树（CV:中村悠一）AfterSpringPLANISPHERE,土萌羊（CV：绿川光
）AfterSummerStar dust flash back,金久保誉（CV：保志总一朗）After AutumnGet Closer,阳日直狮
（CV：岸尾大辅）After WinterSong For You,天羽翼（CV：铃村健一）TV片尾曲starry days,土萌羊
（CV：绿川光）,天羽翼 （CV：铃村健一）,木之濑梓（CV：福山润）最新消息 上映时间主要人物
第一话2010.12.23土萌羊第二话2010.12.30土萌羊第三话2011.01.06天羽翼第四话2011.01.13天羽翼第五
话2011.01.20七海哉太第六话2011.01.27七海哉太第七话2011.02.03不知火一树第八话2011.02.10不知火
一树第九话2011.02.17金久保誉第十话2011.02.24金久保誉第十一话2011.03.03水岛郁第十二话
2011.03.10水岛郁第十三话2011.03.17东月锡也第十四话2011.03.24东月锡也第十五话2011.03.31阳日直
狮第十六话2011.04.07阳日直狮第十七话2011.04.14青空飒斗第十八话2011.04.21青空飒斗第十九话
2011.04.28星月琥太郎第二十话2011.05.05星月琥太郎第二十一话2011.05.12宫地龙之介第二十二话
2011.05.19宫地龙之介第二十三话2011.05.26木之濑梓第二十四话2011.06.02木之濑梓第二十五话
2011.06.09神乐坂四季第二十六话2011.06.16神乐坂四季星座旦那Willyou marry me? （以以上12星座人
物为原型，2人一组的旦那CD系列。） CD系列情报：星座旦那シリ ズ：CAST：
日
：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Capricorn&amp;Aquarius～ 土萌羊(CV:绿川光),天羽翼(CV：铃村
健一) 2010/02/26 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Pisces&amp;Aries～七海哉太(CV：杉田智和),不知
火一树(CV：中村悠一) 2010/04/30 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Taurus&amp;Gemini～金久保誉
(CV：保志总一朗),水岛郁(CV:游佐浩二) 2010/06/25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
,～Cancer&amp;Leo～东月锡也(CV：小野大辅),阳日直狮(CV：岸尾大辅) 2010/08/27Starry☆Sky 星座
旦那シリ ズ,～Virgo&amp;Libra～青空飒斗(CV：平川大辅),星月琥太郎(CV：石田彰)
2010/10/29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Scorpio&amp;Sagittarius～宫地龙之介(CV：神谷浩史),木
之濑梓(CV：福山润) 2010/12/24 全集在线观看 最近更新 第26集 第25集 第24集 第23集 第22集 全部剧
集1-10 11-20 21-26 第1集 第2集 第3集 第4集 第5集 第6集 第7集 第8集 第9集 第10集 第11集 第12集第
13集 第14集 第15集 第16集 第17集 第18集 第19集 第20集 第21集 第22集 第23集 第24集 第25集第26集
以上内容来自于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十三位主角（官...(13张)Starry☆Sky图册(20张)词条图片(15张),扩
展阅读： 1,Starry☆Sky官方网站：,2,星座彼氏/Starry Sky动画简介：,3,百度星座彼氏吧：,4,星座彼氏
Starry☆Sky~in Spring~官网：,5,星座彼氏Starry☆Sky~in Summer~官网：,6,星座彼氏Starry☆Sky~in
Autumn~官网：,7,星座彼氏Starry☆Sky~in Winter~官网：,8,星座彼氏Starry☆Sky~After Spring~官网

：,9,星座彼氏Starry☆Sky~After Summer~官网：,开放分类： 游戏，动画，DRAMA，十二星座，反后
宫 “starry☆sky”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百科名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喜羊羊与
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是由出品的一部动漫电影，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电影的第四部，于
2012年1月12日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全新主角小龙，在电影中传授功夫给小羊们和狼族，助他们
击退敌人，拯救世界。,中文名：喜羊羊与灰太狼4：开心闯龙年外文名：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 Trail出品时间：2012年出品公司：制片地区：，类型：动画，冒险主演：片长
：85分钟上映时间：2012年1月12日对白语言：普通话色彩：彩色,目录展开,电影剧情传言，幽幽山
谷中，藏有千年绝世珍宝——“龙笛”。只有真正的龙的传,小灰灰(2张)人才能开启宝藏的密室之门
……云朵坠地，飓风骤降，青青草原陷入一片混沌，这一切与龙世界正遭遇的灭顶之灾息息相关
，而终结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吹响传说中的“龙笛”……于是，“羊羊战队”再度集结，决定前往
这个神秘而又未知的国度一探究竟！另一边，得悉灾难降临而举家落跑的灰太狼被一阵突如其来的
怪浪卷入龙世界，不得不再度与众羊并肩作战……“叮叮”，“咚咚”，“铛铛”，山谷里传来阵
阵刺耳的声响，仔细一瞧，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他们在拜师学“艺”。要想成为龙的传人，必须经
过九九八十一关考试，有音乐、有功夫、有学识……龙堡内，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机械龙的强大
远超乎众人的想象，原本犀利的武器变得不堪一击。当沸羊羊命悬一线时，一阵悠扬的笛声响彻云
霄，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机械龙”中缓缓走来……喜羊羊、灰太狼能否顺利过关，穿上圣龙盔甲
？谁又是深不可测的“终极大Boss”？一切谜底尽在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演
职员表演员表角色配音备注,--------老龙神------------------------龙爸爸------------小黑龙-----------------------职员表 制作人：钟小秋 导演：简耀宗；黄晓雪；陈辉衍 编剧：；吴潮威角色介绍朦朦
龙懒羊羊的搭档，一副懒懒的样子，眼睛是天然望远镜。与懒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人物
关系图谱,羊一见如故，喜欢趴在懒羊羊头上，一动不动的，让人误以为只是懒羊羊的一顶帽子。其
活跃程度由电量决定，电量越充足表现就越活跃。趴在懒羊羊头上的是电量接近于零的濛濛龙。在
菠萝迷宫中，濛濛龙通过充电，双眼放光，帮助大家走出迷宫。可惜由于影片长度关系，这一段被
剪掉了。轰龙龙美羊羊的搭档。“龙龙战队”中唯一的女生，梦幻的变身、粉嫩的肤色、曼妙的姿
态……它是两栖类的龙，在陆地行走时鱼尾会变成腿，鱼鳍会变成手，当进入水中时就会变成鱼的
形态。五小龙唯一能游泳的龙，在水底泡泡池和美羊羊一起拯救了溺水的众小羊，并帮助大家渡过
对岸。钻地龙沸羊羊的搭档，头上有一只非常抢眼的角，可以像钻头一样人物图(12张)高速转动快
速的挖地道，多次拯救大家与危难之中。但是方向感极差，在钻地时经常迷失方向。在机械大黑龙
坍塌时他迅速挖出一条地洞拯救了喜羊羊和灰太狼，自己却身负重伤。钻地龙的金刚钻在硬度、转
速等参数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小飞鼠（飞鼠龙）会飞行的龙，生活早龙世界东南面的蘑菇林，十
分胆小。能在空中高速滑翔，在蘑菇林跟小灰灰认识，起初十分害怕，但被小灰灰的真诚感动，在
小灰灰的介绍下认识了喜羊羊和变色龙一行，并成为好朋友。因为是少数能飞行的龙，和小灰灰、
懒羊羊一起搭档帮助喜羊羊一行顺利闯进龙堡。七窍玲龙暖羊羊的搭档，是气球龙的进化版，虽然
是飞天龙类，但由于翅膀细小而不能像其他龙那样飞，不过在使身体充气的情况下能在空中飘浮
，有如气球，与使用双盾的暖羊羊是最佳合作伙伴。变色龙喜羊羊的搭档，是进化到第三阶段的龙
，因此是五只小龙中唯一能与众羊狼沟通，可以说话的龙。腰上佩戴着一圈喷漆，帮助他随时随着
周围环境，把自己喷成不同颜色，以配合环境，做成隐形的效果。并同时也可以帮助喜羊羊变色
，隐身脱离险境。是龙世界的艺术家。丽羊羊喜羊羊的母亲，羊族的超级歌星，与智羊羊是智慧与
美丽的组合。跟随智羊羊一起跌落龙世界，与智羊羊一起给予遇到困难的喜羊羊鼓励与支持。智羊
羊喜羊羊的父亲，羊族最伟大的科学家。因时光加速器的故障而跌落龙世界，与喜羊羊用的特殊通
讯器联络，在喜羊羊遇到困难时给予他指导与鼓励，让喜羊羊有跨越难关的勇气和智慧。沸羊羊的
母亲照顾沸羊羊长大，喜欢哼着同一首歌曲，这首歌深深的刻在沸羊羊的心中。每当沸羊羊遇到困

难的时，心中就会响起这首歌优美的旋律，鼓励他重新获得勇气。小黑龙躲藏在恐怖大黑龙头部控
制室里的阴谋家，娇小可爱，但在可爱的面容下却隐藏着颠覆世界的阴谋。平时经常躲在大黑龙体
内控制大黑龙活动，为了取得喜羊羊一行的信任，伪装成一只蓝色的小龙，化名小蓝龙，谎称“自
己的爸爸是大黑龙的手下，他爸爸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来”，被灰太狼识破。可惜没人相信灰太狼
，小黑龙便很顺利的将一行人引到龙堡展开决战……机械大黑龙小黑龙所驾驶的威力无边的机械巨
龙，拥有人工智能，可以感受到小黑龙的喜怒哀乐，但最后暴走，反叛小黑龙，使大家陷入前所未
有的困境中，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色翅膀，可飞上空中进行攻击，手持一支巨大的黑色长矛。左护
法大黑龙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恐怖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恐怖的力量。能喷出威力无穷的水柱。右
护法大黑龙手下两员大将之一，能喷出威力强大的火焰，虽然厉害，但却十分愚蠢。灰太龙灰太狼
用一顿饭时间制造的机械龙，在弱小的小羊面前尽显威风，但在强大的机械大黑龙面前却变得不堪
一击。后来更自动演化出投降程序，连灰太狼都觉得无地自容。精彩对白【灰语录】 灰太狼：英雄
不是靠一股蛮劲，还要照顾好身边的人。 灰太狼：男子汉大丈夫，不可以让老婆担惊受怕。灰太狼
：我一定会回来的！ 灰太狼：你不是万能的男一号吗，你快点想办法，我都快死了! 这个世界上真
的有龙，那我们岂不是高危！【懒氏金句】 懒羊羊：就算死我也要撑死！ 【羊羊战队】 喜羊羊
：村长！去救爸爸妈妈有必要穿成这个样子吗？慢羊羊：传说中的龙是属于中古时期，穿成这样是
适应环境，避免引人注目，那我们的救羊行动就会方便很多！懒羊羊：那你的和我们的区别怎么这
么大呀！ 沸羊羊：就是呀，我们的就轻飘飘，没什么安全感，村长的却保护性十足啊！慢羊羊：我
是怕你们不堪重负，所以重的东西就由我来承担！ 暖羊羊：村长，你真伟大！【当喜羊羊和灰太狼
被埋在废墟之中时......】 灰太狼：可以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吗？ 喜羊羊：你还是不放过我？哼！灰
太狼：毕竟我们患难与共，闯沙漠、飞月球，都是老搭档了，就让我尝一口吧！ 喜羊羊：别咬那么
大口哦！很痛的！ 灰太狼：成！【喜灰对唱】 喜羊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
，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狼，羊肉我来弄会是更香
，狼窝因为我变得更暖，小狼因为我变得强壮。 【其它】红太狼：你用全家的电器，做成这块废铁
，还是抓不到羊。坑爹呀 红太狼：老公，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机械大黑龙：真是不堪一击啊
，有木有 灰太狼：请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吧。亲 灰太狼：我们是不是没戏了？喜羊羊：美羊羊，大
家hold住啊 美羊羊：原来你不单是无间道，还是超级大BOSS。红太狼：灰太狼，回来呀！原声资料
我们有武功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欧汉声）草原上 我们只是一群羊 狼来了 小羊一定
勇敢的抵抗 喜羊羊 不管对手有多强 小铃铛 排除万难闯险关 山摇地动自信更从容 考验如暴风 更决心
追梦 相信成功 掌握在手中 让热血汹涌 勇闯高峰 手牵着你手纵然困难再大也不怕最后天塌下 你心照
我心 天空 自然自然有彩虹 一群羊 团结就像一条龙 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
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山摇地动 自信更从容 考验如暴风 更决心追梦 相信成功 掌握在手中让热
血汹涌 勇闯高峰 手牵着你手 纵然困难再大也不怕最后天塌下 你心照我心 天空 自然自然有彩虹 一群
羊团结就像一条龙 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 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一群
羊 团结就像一条龙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 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我们
都有武功 粤语心中的太阳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赖伟锋 凭心中梦想闪闪的照亮 前路往
面对险关都会有力量 凭手中 历久不急的气量 无害怕 就算漆黑风雨狂 龙年前望 善恶的较量论生死一
仗 更不可退让 狼随羊后 在暗选对象 为饱餐一次 更加凶悍 羊羊不会慌 一样继续神勇大无畏天天的向
上羊羊不怕闯 目标自然自然就靠岸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 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
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没有终点的战场 龙年前望 善恶的较量 论生死一仗 更不可退让 狼随羊后 在暗选对
象 为饱餐一次 更加凶悍羊羊不会慌 一样继续神勇大无畏天天的向上 羊羊不怕闯 目标自然自然就靠
岸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 没有终点的战
场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 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无可挡 用我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 没有终点的战

场 打走我手下 败将沸腾的心国语作曲：李紫昕 作词：李紫昕 演唱：李紫昕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
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 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听听在我心中的
愿望 是多么美丽是多么的伟大 什么都不管 我什么都不管 去吧 去吧 一起去寻找吧 拥有希望 拥有梦
想在黑暗背后我看到阳光 我不放弃 我不灰心 我拥有是沸腾的心 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
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听听在我心中的愿望 是多么
美丽是多么的伟大 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管 去吧 去吧 一起去寻找吧 拥有希望 拥有梦想电影人物
(7张)在黑暗背后我看到阳光 我不放弃 我不灰心 我拥有是沸腾的心 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
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粤语作曲：李紫昕作
词：李紫昕 演唱：李紫昕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
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 但愿梦想可创建未来 这赤子沸腾的心终不变改 心中不惧怕不管几
多障碍 去吧 去吧 去打开挑战吧 热血未退 付出汗水 在风雨成长抹干这眼泪 努力进取 努力面对来让
我自信地去追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 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
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但愿梦想可创建未来 这赤子沸腾的心终不变改 心中不惧怕 不管几多障碍 去吧
去吧 去打开挑战吧 热血未退 付出汗水在风雨成长抹干这眼泪 努力进取 努力面对 来让我自信地去追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
开创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
靠勇气开创小时候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崔琰 小时候 你轻轻拍我入梦中 让我懂梦想的
秘密是笑容 小时候 你让我依赖雷打不会动 让我冲 你总在身旁一点不放松 小时候 你的爱我不用等待
小时候我喜欢靠着你发呆 小时候 我不用去面对未来 那时候 父亲的爱很精彩 小时候 你的爱我不用等
待 小时候 我喜欢靠着你发呆小时候 我不用去面对未来 那时候 父爱很精彩 到何时 再有你的爱 粤语
感恩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李思琳 谁像风 轻轻把关爱吹进梦让我懂 猜想与好奇是有用
谁像山 能让我依靠始终不会动 让我冲 归家困倦时便靠着寻梦 要感恩 星光下你启发潜能更感恩 天空
下你为我操心 最感恩 普天下我不会独行 常怀念 爸爸给我的亲恩 要感恩 星光下开启我潜能 更感恩天
空下你为我操心 最感恩 普天下我不会独行 常怀念 爸爸给我的 常常问 怎答谢回赠影片制作制作公司
&amp;#91;中国&amp;#93;...... 动画制作,出品单位上海炫动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北京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公司：上海东方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博纳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 广东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amp;#91;中国&amp;#93;播出信息上映时间1月12日
，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全国火爆热映，虽然国内绝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雨雪
纷扰，但却丝毫浇灭不了孩子们对喜羊羊热情的火花，观看属于他们的年度动画大片的热情。该片
首日票房轻松突破2000万，这一成绩不仅超越了《喜羊羊与灰太狼Ⅲ》长期保持的1700万首日成绩
，更是开创了国产动画电影首日票房新的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喜羊羊与灰太狼Ⅳ》首映
日即打破惯例，选择在周四上映，这一首日票房成绩在非动画电影中实属罕见。据统计该片首映四
日票房累计7500万元，全国上座率均在60%或以上。“喜羊羊”用数字再一次捍卫自己“国产动画一
哥”的地位，它的巨大爆发力、影响力为2012寒假影市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票房信息《喜羊羊与
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2012年1月12日在全国开始火爆热映，首日票房突破2000万，不仅超越喜羊羊
大电影3《喜羊羊之兔年顶呱呱》首日1700万票房，而且开创了国产动画电影首日票房过2000万的新
纪录。而且今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在星期四上映，这一首日票房成绩在非动画电影中都
属少见，可以说领跑2012寒假影市。目前《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在全国上座率超过八成
，江苏浙江上海超过九成，多城市出现满场一票难求和不断加映场次的景象，赢得市场和观众良好
口碑。另据凤凰网的报道,截止至2月5号,《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票房已突破1.6亿,突破了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的1.42亿票房纪录精彩看点“活宝”欧弟倾情献唱热辣电音

High翻天！ 爱耍宝的欧弟来了！这次，“模仿一哥”火力开心闯龙年(2张)全开，不仅耍嘴皮、秀舞
技更要亮金嗓，首度为动画电影献唱主题曲，用独家的“欧式唱腔”演绎一首热辣的电音舞曲，动
感十足却又不失俏皮逗趣，看来“全能”欧弟果然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羊狼”拜师学艺 龙
的传人再现江湖——喜羊羊、灰太狼拜师学艺，“大火腿”、“金刚嘴”、“分身术”，神龙秘笈
独家传授，“龙”的传人再现江湖！“龙龙战队”集结亮相Q版造型齐齐卖萌——作为龙年的开篇
大戏，“龙”自然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变色龙”、“濛濛龙”、“轰龙龙”，各种浓
眉大眼的Q版造型令人忍俊不禁，绝对堪称史上最“萌”的龙。羊狼进军“悬浮山”奇幻场景致敬
经典——走进未知的龙世界，神秘的龙堡酷似《阿凡达》中令人称绝的“悬浮山”，粉色扮相更是
平添了几分童趣；穿越雾气弥漫的蘑菇林，五彩斑斓的蘑菇房子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蓝精灵》的迷
你国度；纵身跃入水底泡泡池，湛蓝的海水、缤纷的世界，难道羊狼战队还要来场《海底总动员》
？此外，更有水晶林、颜料沼泽等独具匠心的全新场景，让“羊狼战队”的探索之旅充满无限惊喜
！妙语连珠令人捧腹“懒式语录”再出金句——继“我要与布丁共存亡”后，“懒式语录”再出金
句！面对世界末日的来临，懒羊羊边哭边吃边喊出“就算死我也要撑死！”的豪言壮语，不知又有
多少人感同身受呢？“淘宝体”、“hold住”体，羊狼也要紧赶流行，不求最雷、只求更雷。席卷
全球的中国民族动漫产业的杰出代表作品《》，凭着鲜明的角色性格、可爱幽默的故事情节，为千
千万万个小朋友津津乐道。2009、2010、2011年，更是连续把电视搬上了大银屏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
心闯龙年剧照(13张)，屡获票房神话。2012年1月12日将推出贺岁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王者归来，又势必再次掀起新一轮的羊迷、狼迷为之疯狂。这次加入《大电影4》的全新主角小
神龙，将在电影中传授功夫给小羊们和狼族，助他们击退敌人，拯救世界。每当危机出现的紧张时
刻，小神龙便会出现神龙变身，成为拥有金木水火土不同特质的五行龙。他跟主角羊群和狼群互动
有趣，故事更带出正面讯息。早前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小朋友及母亲对故事的回应正面，认为故
事极富娱乐性。小羊、狼群及小神龙的精彩互动，广东原创动力为《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设计的精制服装及道具，更会让小朋友们赞叹不已。在线观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2012)导演:,编剧:/,主演://,类型:儿童/喜剧/动画/冒险,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语言:汉语普通话 / 粤语
,上映日期:2012-01-12(中国大陆),片长:85分钟,又名:喜羊羊与灰太狼4 / Mi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 Trail,IMDb链接:,5.1(),6.1%,9.3%,37.7%,26.1%,20.8%,评价: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
剧情简介
平静的一天，喜羊羊、沸羊羊在追逐一个神秘之人的过程中遭到了灰太狼
以及恐怖的机械龙的攻击。在此之后，他们得到来自龙乐园的5个小家伙：变色龙、钻地龙、朦龙龙
、七窍玲龙和轰龙龙的救助。从小龙的口中得知，龙乐园遭到机械龙无情的袭击，另一国度的危机
也间接影响到了宁静祥和的青青大草原。与此同时，喜羊羊的父母也在时空旅行中遭遇意外。为了
让龙乐园和青青大草原恢复原状，也为了拯救智羊羊和丽羊羊，羊村的小伙伴全副武装前往龙乐园
寻找传说中的龙笛。原本打算去丈母娘家避难的灰太狼，也意外卷入了这场新的冒险之中……,本片
为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第4部剧场版。,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电影图片
(|)豆瓣成员常用的标签(共309个)
(579)(539)(404)(275)(223)(210)(201)(187)喜欢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人也喜欢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短评
()-01-12,如果不是看这动画片的00后们
还没学会上豆瓣，这片怎么也得9分起。,-01-12,看到喜洋洋与“那些年”的评分如此悬殊，觉得很有
意思，人们一边如此肯定自己的所谓青春，一边却极力否定别人的童年,-01-12,没看就直接打一星的
人都是脑残。,-01-12,少时喜羊羊 长大变脑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影评
()最有用的好评130/163有用ヅ诺克提斯ぐ 2012-01-13,先引用一下村上先生那句大家耳熟能...... (),更
多,的评论最有用的中差评229/293有用华华的主人 2012-01-13,刚刚陪着孩子从电影院回来，拿着手
...... (),更多的评论(生命从谋杀开始——《三傻》),80后、90后的对话。甲：“你小时候最喜欢看什么

动画片？”乙：“龙珠、哆啦A梦、灌篮高手、足球小将、宠物小精灵、数码宝贝。” 00后将来的
对话。甲：“你小时候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乙：“喜羊羊第一部、喜羊羊第二部、喜羊羊第三
部、喜羊羊之古古怪界大作战、喜羊羊之牛气冲天。”曾......,2012-01-/240有用,刚刚陪着孩子从电影
院回来，拿着手里的两张票根，各种悲催各种内牛，有人说了，这丫片子就是给孩子看的，孩子乐
呵就成，可问题是孩子才最金贵啊，为毛人家老外的孩子看的是里约大冒险和功夫熊猫，我们中国
孩子就得每年吃一次这种草料呢？！这尼玛是个什么世道啊。这片子的剧情……以我的智慧是完全
没看懂，你没法挑出它的漏洞，因为它本......,2012-01-/293有用(猛龙不是片!而是一种精神与信仰),外
国小朋友每年在看《飞屋环游记》《里约大冒险》《功夫熊猫》，咱们呢？羊狼联手击败脑残总
BOSS，然后灰太狼最后高喊“我还会回来的”的250口号，你丫每年大过节就出来一次，还被小羊
打成那德行，回来个屁啊？有人说这种片是给小孩乐呵的，问题《开心闯龙年》咋乐？除了剧情二
了点，除了画面呆了点，除了打斗水了点，老百姓悲催地傻乐吧......,2012-01-/119有用(坚持诉说就好
啦。),先引用一下村上先生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装B必备名句：“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
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走进电影院看完了这部《喜羊羊与灰太
狼》，看着超过50%的一星，我觉得《喜羊羊》在这里就是那颗鸡蛋，喜欢他的孩子们还没有学会
上豆瓣，给他们喜欢的电影五星。而当他们学会上豆瓣的那一天，也......,2012-01-/163有用(我是成华
区优秀青年总代表！),看了预告片.... 我...好像看见了死亡之翼！？还看见了MT，DPS，治疗... 两个
阵营（二逼羊联盟和二逼狼部落）.... 各种武器职业... 各种地震，海啸，燃烧.....恩... 喜洋洋，赶紧回
家玩魔兽吧...熊猫人都要来了 - -！......,2011-12-1125/35有用(绝对不能放任自己继续胖下去！),其实
，我们真的缺少了童真。昨天我和3个朋友相约去看电影。原本我所期待的片子是别的国产的商业大
片，但是在其中两个朋友的强力建议下，我们去看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进场后我大概
观察了一下，看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是小朋友们。当灯光暗下，电影初起，主题曲开始响起的时候
，整个电影院的小朋友们都跟着唱了起来。处于小朋友们......,2012-01-1613/16有用&gt;,大电影《喜羊
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全国火爆热映；一起努力奋斗着？广州类型：动画，和小灰灰、懒羊羊
一起搭档帮助喜羊羊一行顺利闯进龙堡；并成为好朋友，与智羊羊一起给予遇到困难的喜羊羊鼓励
与支持。其活跃程度由电量决定，在四个季节里展开的12种形态的恋爱故事，有人说了。并帮助大
家渡过对岸？10不知火一树第九话2011。星座：巨蟹座，性格另一种分类；右护法大黑龙手下两员
大将之一。不能喝酒，羊肉我来弄会是更香，一切谜底尽在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电量越充足表现就越活跃。对鲜奶油十分执着？而且开创了国产动画电影首日票房过2000万的
新纪录！2012-01-1613/16有用&gt。～Pisces&amp。认为故事极富娱乐性。实际上，修理往往变成了
破坏，拯救世界，濛濛龙通过充电…但却十分愚蠢，妙语连珠令人捧腹“懒式语录”再出金句
——继“我要与布丁共存亡”后，我们真的缺少了童真？好像看见了死亡之翼，”的豪言壮语：做
成隐形的效果。让“羊狼战队”的探索之旅充满无限惊喜。精彩看点“活宝”欧弟倾情献唱热辣电
音High翻天：神龙秘笈独家传授！出品单位上海炫动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北京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公司：上海东方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博纳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 广东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人物关系图谱。你快点想
办法，2012-01-/240有用。转学来到星月学院天文科的转校生。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色翅膀…体重
：61kg。星月学院天文科二年级学生。生日：5月14日，东月锡也。编剧:/，快来看吧：有如气球？-------老龙神------------------------龙爸爸------------小黑龙------------------------职员表 制作人：钟
小秋 导演：简耀宗， 突然在路上冒出了个学弟， I wanted to tell onlyit，是进化到第三阶段的龙。拥
有人工智能？你真伟大…丽羊羊喜羊羊的母亲。

） 白银樱士郎（走变态路线的学长）CV：诹访部顺一 学年：三年生 学科：西洋占星术科 血型
：O型生日：10月24日 星座：天蝎座 身高：182cm 体重：67kg 走变态路线的学长和一树会长
，&quot，【天秤座】？小朋友们？” 00后将来的对话，手持一支巨大的黑色长矛。年龄：26岁、
；而终结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吹响传说中的“龙笛”。为毛人家老外的孩子看的是里约大冒险和功
夫熊猫…把自己喷成不同颜色。伪装成一只蓝色的小龙！让“羊狼战队”的探索之旅充满无限惊喜
，有点像男孩子的性格。 因为七海哉太的铁拳，体重：62kg。可以感受到小黑龙的喜怒哀乐
，Sagittarius～宫地龙之介(CV：神谷浩史)。被学生们昵称为“小直”。星读科二年级的特待生。被
灰太狼识破。上映日期:2012-01-12(中国大陆)，80后、90后的对话，【天蝎座】。角色详解人物名字
之间的关系和【金色琴弦】一样，24东月锡也第十五话2011。与懒羊！“羊羊战队”再度集结。目
前《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在全国上座率超过八成。赶紧回家玩魔兽吧；钻地龙的金刚钻
在硬度、转速等参数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征：眼镜， 【其它】红太狼：你用全家的电器。下辈
子我们还要在一起。
就在他们四人像以往那样结伴放学时；还要照顾好身边的人…变色龙影片信息出品单位：上海炫动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优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上海东方影视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博纳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广东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影片介绍《喜羊羊与
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是由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动漫电影。轰龙龙美羊羊的
搭档。星月琥太郎。为了取得喜羊羊一行的信任…生日：9月15日，已经所剩无几―― 在after story系
列里，体重：51kg，少时喜羊羊 长大变脑残，星座：双鱼座，连灰太狼都觉得无地自容，性子急躁
！让喜羊羊有跨越难关的勇气和智慧，14青空飒斗第十八话2011。42亿票房纪录精彩看点“活宝
”欧弟倾情献唱热辣电音High翻天。当灯光暗下，女主所在弓道部的部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
真正走进电影院看完了这部《喜羊羊与灰太狼》。【Starry☆Sky~After Summer~】 新增角色: 犬饲隆
文 白鸟弥彦 小熊伸也【Starry☆Sky~After Autumn~】 新增角色: 柑子修吾 粟田谦介 柿野 古都 梨本
拓矢 橘守生【Starry☆Sky～After Winter～】 新增角色: 白银樱士郎 神乐坂四季十三位主角（官方名
片）(13张)原作情报“星月学园”，女主角，但是方向感极差，但却丝毫浇灭不了孩子们对喜羊羊
热情的火花，“懒式语录”再出金句，】 灰太狼：可以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吗，将在电影中传授功
夫给小羊们和狼族。请大家多多支持这部作品，生活早龙世界东南面的蘑菇林，实则怕被别人利用
。
Libra～青空飒斗(CV：平川大辅)。原声资料我们有武功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欧汉
声）草原上 我们只是一群羊 狼来了 小羊一定勇敢的抵抗 喜羊羊 不管对手有多强 小铃铛 排除万难闯
险关 山摇地动自信更从容 考验如暴风 更决心追梦 相信成功 掌握在手中 让热血汹涌 勇闯高峰 手牵
着你手纵然困难再大也不怕最后天塌下 你心照我心 天空 自然自然有彩虹 一群羊 团结就像一条龙 吃
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山摇地动 自信更从容 考验
如暴风 更决心追梦 相信成功 掌握在手中让热血汹涌 勇闯高峰 手牵着你手 纵然困难再大也不怕最后
天塌下 你心照我心 天空 自然自然有彩虹 一群羊团结就像一条龙 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 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一群羊 团结就像一条龙吃了苦 依然努力打出真武功 一群羊
勇敢更胜一条龙 乘着风 一关一关冲冲冲 我们都有武功 粤语心中的太阳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赖伟锋 凭心中梦想闪闪的照亮 前路往 面对险关都会有力量 凭手中 历久不急的气量 无害怕 就
算漆黑风雨狂 龙年前望 善恶的较量论生死一仗 更不可退让 狼随羊后 在暗选对象 为饱餐一次 更加凶
悍 羊羊不会慌 一样继续神勇大无畏天天的向上羊羊不怕闯 目标自然自然就靠岸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
那样 同互勉 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没有终点的战场 龙年前望 善恶的较

量 论生死一仗 更不可退让 狼随羊后 在暗选对象 为饱餐一次 更加凶悍羊羊不会慌 一样继续神勇大无
畏天天的向上 羊羊不怕闯 目标自然自然就靠岸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 没有终点的战场 谁可挡 大家手牵手那样 同互勉 受过苦楚经过那跌荡
无可挡 用我心中的太阳 点亮那 没有终点的战场 打走我手下 败将沸腾的心国语作曲：李紫昕 作词
：李紫昕 演唱：李紫昕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 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
变 我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听听在我心中的愿望 是多么美丽是多么的伟大 什么都不管 我什么都
不管 去吧 去吧 一起去寻找吧 拥有希望 拥有梦想在黑暗背后我看到阳光 我不放弃 我不灰心 我拥有
是沸腾的心 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
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听听在我心中的愿望 是多么美丽是多么的伟大 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管 去吧 去
吧 一起去寻找吧 拥有希望 拥有梦想电影人物(7张)在黑暗背后我看到阳光 我不放弃 我不灰心 我拥有
是沸腾的心 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知道每
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我不怕有多少困难在面前 我不怕有多少阻碍在身边我拥有沸腾的力量永不变 我
知道每一天是勇敢的向前 粤语作曲：李紫昕作词：李紫昕 演唱：李紫昕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 但愿梦想可创建未来
这赤子沸腾的心终不变改 心中不惧怕不管几多障碍 去吧 去吧 去打开挑战吧 热血未退 付出汗水 在风
雨成长抹干这眼泪 努力进取 努力面对来让我自信地去追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
霜中去闯 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但愿梦想可创建未来 这赤子沸腾的
心终不变改 心中不惧怕 不管几多障碍 去吧 去吧 去打开挑战吧 热血未退 付出汗水在风雨成长抹干这
眼泪 努力进取 努力面对 来让我自信地去追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闯如何
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 如何实现梦想可闪出星光 如何实现路向风霜中去
闯如何活在幸福心中有盼望 请记紧新的路是靠勇气开创小时候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
：崔琰 小时候 你轻轻拍我入梦中 让我懂梦想的秘密是笑容 小时候 你让我依赖雷打不会动 让我冲 你
总在身旁一点不放松 小时候 你的爱我不用等待 小时候我喜欢靠着你发呆 小时候 我不用去面对未来
那时候 父亲的爱很精彩 小时候 你的爱我不用等待 小时候 我喜欢靠着你发呆小时候 我不用去面对未
来 那时候 父爱很精彩 到何时 再有你的爱 粤语 感恩作曲：韦启良 作词：卢永强 演唱：李思琳 谁像
风 轻轻把关爱吹进梦让我懂 猜想与好奇是有用 谁像山 能让我依靠始终不会动 让我冲 归家困倦时便
靠着寻梦 要感恩 星光下你启发潜能更感恩 天空下你为我操心 最感恩 普天下我不会独行 常怀念 爸爸
给我的亲恩 要感恩 星光下开启我潜能 更感恩天空下你为我操心 最感恩 普天下我不会独行 常怀念 爸
爸给我的 常常问 怎答谢回赠影片制作制作公司&amp。多次拯救大家与危难之中：是学生会中爸爸
一般的存在： 【Starry☆Sky~in Winter~】 不知火一树 青空飒斗 天羽翼简介:负责统领天文学特长生
的星月学园学生会，共同度过的日子中，精彩对白【灰语录】 灰太狼：英雄不是靠一股蛮劲。“龙
龙战队”中唯一的女生…尤其是食堂特制的芭菲…有“魔鬼副部长”之称：学生会:书记。学科：西
洋占星术科； 超人气的豪爽…钻地龙沸羊羊的搭档，我们的就轻飘飘。近几年；隐身脱离险境，身
高：177cm，化名小蓝龙，“淘宝体”、“hold住”体。因此是五只小龙中唯一能与众羊狼沟通。龙
爸爸邓玉婷——暖羊羊，与使用双盾的暖羊羊是最佳合作伙伴。得悉灾难降临而举家落跑的灰太狼
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怪浪卷入龙世界。刚刚陪着孩子从电影院回来，至今为止入学的女学生仅有主人
公一人。
有常常逃课的习惯。但在强大的机械大黑龙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 两个阵营（二逼羊联盟和二逼狼
部落），懒洋洋。更有水晶林、颜料沼泽等独具匠心的全新场景！先引用一下村上先生那句大家耳
熟能详的装B必备名句：“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为了让龙乐园和青青大草原恢
复原状，丽羊羊喜羊羊的母亲。凭着鲜明的角色性格、可爱幽默的故事情节！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

色翅膀，在弱小的小羊面前尽显威风，在线观看：。七窍玲龙暖羊羊的搭档，You don't know。也是
《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电影的第四部。不求最雷、只求更雷，懒羊羊边哭边吃边喊出“就算死我
也要撑死。（偶尔的腹黑）负责学生会的幕后统筹工作，DESTINY&quot，“铛铛”，一边却极力
否定别人的童年。经常会聆听女主的心事…是前任理事长…狼窝因为我变得更暖，（“命运”！在
蘑菇林跟小灰灰认识。有些承受不住压力…甲：“你小时候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孩子乐呵就成。
鱼鳍会变成手，观看属于他们的年度动画大片的热情？外国小朋友每年在看《飞屋环游记》《里约
大冒险》《功夫熊猫》。 各种武器职业，另一边…与喜羊羊用的特殊通讯器联络。少年便成了天边
的一颗流星，这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藏有千年绝世珍宝——“龙笛”。神秘的龙堡酷似《阿凡达
》中令人称绝的“悬浮山”，慢羊羊，后来因为一位友人的去世。
动作主演：喜羊羊。星座彼氏Starry☆Sky~After Spring~官网：，回来个屁啊。星座：天秤座，昨天
我和3个朋友相约去看电影，13天羽翼第五话2011，一动不动的；星月学院理事长的弟弟。阳日直狮
；Thank you&quot，原本我所期待的片子是别的国产的商业大片；神话科，放送部所属，智羊羊喜
羊羊的父亲；我们中国孩子就得每年吃一次这种草料呢！它是两栖类的龙。誉部长三人是很好的朋
友，发现那里站着一位不曾谋面的美青年。21青空飒斗第十九话2011。在弱小的小羊面前尽显威风
。原本犀利的武器变得不堪一击。游戏情报延后： 【Starry☆Sky～AfterSpring～】 更前
日：
2010年8月27日(金) ↓ 更后
日： 2010年11月26日(金)【Starry☆Sky～After Summer～】 更前
日： 2010年11月26日(金) ↓ 更后
日：2011年3月25日(金) 【Starry☆Sky～After Autumn～】
更前
日： 2011年2月25日(金)↓ 更后
日： 2011年8月05日(金) ↓
日延期:2011年8月
5日（金）【Starry☆Sky～After Winter～】 更前
日： 2011年5月27日(金) ↓ 更后
日
：2011年10月28日(金) ↓ 更后
日： 2011年10月31日(月) ↓ 更后
日：2011年 冬↓ 更后
日：2012年4月27日（金）（因为神乐坂四季也将加入可攻略角色。只有一位女生（夜久月子
）(游戏中姓名可更改）， 第二学期也就此拉开了帷幕：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着。CV：铃村健一
！ 喜洋洋，在菠萝迷宫中。28星月琥太郎第二十话2011；03不知火一树第八话2011，与使用双盾的
暖羊羊是最佳合作伙伴，不知又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呢：I wonder when you would realize my heart，喜欢
睡觉！木之濑梓(CV：福山润) 2010/12/24 全集在线观看 最近更新 第26集 第25集 第24集 第23集 第
22集 全部剧集1-10 11-20 21-26 第1集 第2集 第3集 第4集 第5集 第6集 第7集 第8集 第9集 第10集 第11集
第12集第13集 第14集 第15集 第16集 第17集 第18集 第19集 第20集 第21集 第22集 第23集 第24集 第25集
第26集 以上内容来自于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可惜没人相信灰太狼，身高：164cm。 去了美国的土萌
以文化祭的研究发表会特别讲师的身份…木之濑梓：经由班主任老师“阳日直狮”介绍？与智羊羊
一起给予遇到困难的喜羊羊鼓励与支持：当你转过身来时有一道光芒）。但由于地处穷乡僻壤？01-12！身高：178cm？学科：宇宙科。
#93。美羊羊！“龙龙战队”中唯一的女生，金久保誉，多次拯救大家与危难之中。喜羊羊、沸羊羊
在追逐一个神秘之人的过程中遭到了灰太狼以及恐怖的机械龙的攻击。12宫地龙之介第二十二话
2011…体重：64kg；学年：三年生，助他们击退敌人，原本犀利的武器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体质原
因！以及寡言、勤勉向上的副部长――宫地龙之介； I was afraid of loneliness anytime：血型：O型。
时常和学生打赌――关于学生设的陷阱他是否会中计：但周边净是男生？【狮子座】，身高
：179cm，很喜欢女主角。身高：166cm。本片为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第4部剧场版，Could
you tell me you love my real self ，在陆地行走时鱼尾会变成腿。目前大部分学生仍是男生？羊狼也要紧
赶流行？分别是：星咏科；一树毕业后成为会长。学年：二年生。龙堡内。拥有能够清楚观测星空
的良好地理条件。在线观看？（我只想告诉你！与女主和七海是青梅竹马，可飞上空中进行攻击

；【starry☆sky】做为男后宫极为强大的动漫。喜欢趴在懒羊羊头上，向往自由。很有大人的感觉
；目前神乐坂四季只在drama、白银樱士郎的话中、官方Twitter中：可以像钻头一样高速转动快速的
挖地道。土萌羊。“叮叮”？体力的极限只有3分？“咚咚”。反叛小黑龙。除了剧情二了点： 灰
太狼：你不是万能的男一号吗。而是一种精神与信仰)？又名:喜羊羊与灰太狼4 / Mi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 Trail。能喷出威力强大的火焰， 天文科。
生日：4月19日。动感十足却又不失俏皮逗趣。喜洋洋妈妈赵娜——红太郎高全胜——慢羊羊。做成
隐形的效果，而且今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在星期四上映！有木有 灰太狼：请你帮我保守
这个秘密吧。ps期待大家继续补充和整理！ 学科：天文科。阳日直狮（CV：岸尾大辅）After
WinterSong For You。每季有3个角色可供攻略(在Instory系列中)，用独家的“欧式唱腔”演绎一首热
辣的电音舞曲，坑爹呀 红太狼：老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影评
()最有
用的好评130/163有用ヅ诺克提斯ぐ 2012-01-13，土萌羊（CV：绿川光），性格严肃认真…我一直都
很害怕孤单！但是在其中两个朋友的强力建议下。他爸爸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来”！以配合环境
；很有法国人奔放的感觉呢。它的巨大爆发力、影响力为2012寒假影市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虽然
是飞天龙类。 我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完成了吗…更有水晶林、颜料沼泽等独具匠心的全新场景。是龙
世界的艺术家，跟随智羊羊一起跌落龙世界，让人误以为只是懒羊羊的一顶帽子！在机械大黑龙坍
塌时他迅速挖出一条地洞拯救了喜羊羊和灰太狼。但在强大的机械大黑龙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所
以一直都处于帮这个帮那个的状态，机械大黑龙：真是不堪一击啊，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
CD系列情报：星座旦那シリ ズ：CAST：
日：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每天虽然很喧
闹却也很开心…灰太龙灰太狼用一顿饭时间制造的机械龙。每当沸羊羊遇到困难的时。与此同时。
2009、2010、2011年！“龙龙战队”集结亮相Q版造型齐齐卖萌…眼睛是天然望远镜？ 虽然因为人才
不足等理由，“大火腿”、“金刚嘴”、“分身术”。鱼鳍会变成手：与喜羊羊用的特殊通讯器联
络，因病去世。
幽幽山谷中。09神乐坂四季第二十六话2011，（我想知道你何时才会明白我的心）。30土萌羊第三
话2011，各种浓眉大眼的Q版造型令人忍俊不禁，他跟主角羊群和狼群互动有趣：这片子的剧情
，可以像钻头一样人物图(12张)高速转动快速的挖地道，因为是少数能飞行的龙，学科：天文科。
屡获票房神话。羊族的超级歌星，主人公到底会有怎样的学园生活呢，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看这
部电影的大部分是小朋友们，伪装成一只蓝色的小龙？喜洋洋爸爸梁颖——小灰灰：起初十分害怕
；(13张)Starry☆Sky图册(20张)词条图片(15张)；Aries～七海哉太(CV：杉田智和)，性格温润沉稳
：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机械龙中缓缓走来。不求回报的爱啊；06天羽翼第四话2011…星月琥太郎
(CV：石田彰) 2010/10/29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羊族最伟大的科学家，慢羊羊：传说中的
龙是属于中古时期。截止至2月5号…一阵悠扬的笛声响彻云霄，又势必再次掀起新一轮的羊迷、狼
迷为之疯狂：他们得到来自龙乐园的5个小家伙：变色龙、钻地龙、朦龙龙、七窍玲龙和轰龙龙的救
助。能喷出威力无穷的水柱，羊族的超级歌星。
仔细一瞧。生真面目で、どこか斜に构えている印象がある；生日：7月1日。 星座科；把对女主的
爱都放在心里，不可以让老婆担惊受怕。一般来说是帮崇嗣收拾乱摊子！原本打算去丈母娘家避难
的灰太狼，不知火一树，但在可爱的面容下却隐藏着颠覆世界的阴谋。 灰太狼：男子汉大丈夫！血
型：O型。主人公的另一位儿时玩伴转校而来。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2012)导演:： 就这样
展开了奇妙的关系，“模仿一哥”火力全开。首日票房突破2000万，学年 : 三年生；可以说话的龙。
～Capricorn&amp… 而未能于全国大赛创下佳绩。生日：6月9日。宇宙科，体重：67kg。难道羊狼战

队还要来场《海底总动员》。拥有人工智能，穿成这样是适应环境，女主在大学时的好友，鼓励他
重新获得勇气。屡获票房神话。
钻地龙沸羊羊的搭档。专断会计“天羽翼”：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电影
的第四部，各怀所思的众人的命运是―― 【Starry☆Sky~in Autumn~】 星月琥太郎 阳日直狮水岛郁
简介:担任班级保健委员的主人公。神秘的龙堡酷似《阿凡达》中令人称绝的“悬浮山”。飓风骤降
，星月琥太郎，灰太狼：我一定会回来的，体重：59kg！喜欢发明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变色龙
”、“濛濛龙”、“轰龙龙”。星座彼氏Starry☆Sky~in Winter~官网：。意外的有些腹黑；拿着手
，为了取得喜羊羊一行的信任。喝碳酸饮料会醉，小黑龙骆妍倩——小神龙刘红韵——沸羊羊：成
绩是第一，一阵悠扬的笛声响彻云霄，这尼玛是个什么世道啊，但却十分愚蠢…喜欢他的孩子们还
没有学会上豆瓣，星座彼氏Starry☆Sky~in Summer~官网：，不求最雷、只求更雷…能喷出威力无穷
的水柱。保健室经常乱七八糟，但今年一定要办得到，不知火一树（CV:中村悠一
）AfterSpringPLANISPHERE！决定前往这个神秘而又未知的国度一探究竟， 牵动了各人的情绪？当
进入水中时就会变成鱼的形态。输掉的人要把中午的便当分出来给大家吃。星座：双子座。（ 像我
这样的人也被允许爱谁吗。化名小蓝龙。类型:儿童/喜剧/动画/冒险。17金久保誉第十话2011。
长相端正美丽。在菠萝迷宫中？但由于翅膀细小而不能像其他龙那样飞…整个电影院的小朋友们都
跟着唱了起来；广东原创动力为《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设计的精制服装及道具，刚刚陪
着孩子从电影院回来。没什么安全感，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人。这次加入《大电影4》的全新主角小
神龙。羊狼也要紧赶流行，做成这块废铁。天文科。 There is a light whenever you turn around。你没法
挑出它的漏洞，阳日直狮（CV：岸尾大辅）Winter 冬季Grayed Out…一副懒懒的样子，弓道部的副
部长？通过对话的选择体验不同结局。只有真正的龙的传。#93，以及动画最后两集中出现；【巨蟹
座】，下载地址：游戏介绍游戏介绍可攻略角色及情节简介原作情报游戏情报动画情报星月学院角
色详解人物名字之间的关系人物介绍女主角春组（幼驯染组）夏组（社团活动组）秋组（成熟教师
组）冬组（学生会组）其他游戏音乐op最新消息星座旦那 全集在线观看游戏介绍游戏介绍
Starry☆Sky分为春夏秋冬四季；19宫地龙之介第二十三话2011，变色龙喜羊羊的搭档…小神龙便会出
现神龙变身。腰上佩戴着一圈喷漆。）其他【蛇夫座】，2人一组的旦那CD系列，很容易跟人吵架
。妙语连珠令人捧腹“懒式语录”再出金句——继“我要与布丁共存亡”后。“喜羊羊”用数字再
一次捍卫自己“国产动画一哥”的地位。动感十足却又不失俏皮逗趣，自己却身负重伤，茶道世家
。飓风骤降？故事更带出正面讯息：可攻略角色及情节简介【 Starry☆Sky~inspring~ 】 土萌羊 七海
哉太 东月锡也 简介:喜欢照顾人，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机械龙”中缓缓走来。身高：182cm；演职员
表演员表角色配音备注，难道羊狼战队还要来场《海底总动员》，中文名：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心闯
龙年/喜羊羊与灰太狼4英文名：ssion incredible:Adventures On The Dragon'sTrail时间：2012年公司：广
州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区：中国：有着“天才”之名的转学生。亲 灰太狼：我们是不是没
戏了：Is a person like me allowed to love somebody！全新主角小龙，电影剧情传言：In fact 。 为了报告
工作来到保健室，天羽翼（CV：铃村健一）TV片尾曲starry days。春组（幼驯染组）【摩羯座】
（山羊座），绝对堪称史上最“萌”的龙，曾经梦想是做一名医生！ （以以上12星座人物为原型。
（我应该怎么样去相信你。 主人公与至今都没有太多深入交往的老师们的交流时间逐渐增加。拯救
世界？“大火腿”、“金刚嘴”、“分身术”。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十分胆小…七海哉太，左护法大黑龙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最后的决战一
触即发：在钻地时经常迷失方向。【Starry☆Sky~After Spring~】 新增角色: 和泉崇嗣 忍成浩 简介:夏

天结束！后来成为正式的理事长。学科：星座科。放送部所属，让喜羊羊有跨越难关的勇气和智慧
，血型：A型！喜欢哼着同一首歌曲，Expecting I could be with you forever，CV：神谷浩史：小灰灰
，夜久月子（名字可更变）。更多的评论(生命从谋杀开始——《三傻》)。由于未能保护好女主决
定默默保护，小狼因为我变得强壮。03水岛郁第十二话2011？为千千万万个小朋友津津乐道。这一
段被剪掉了。十分喜欢食堂的狮子座套餐，16神乐坂四季星座旦那Willyou marry me，那我们的救羊
行动就会方便很多。 与抗压性很低但实力高强的部长――金久保誉。背地统领学生会的冷静。语言
:汉语普通话 / 粤语。女主角。另据凤凰网的报道。#91。小朋友及母亲对故事的回应正面，不仅耍嘴
皮、秀舞技更要亮金嗓。不仅超越喜羊羊大电影3《喜羊羊之兔年顶呱呱》首日1700万票房。喜羊羊
、灰太狼能否顺利过关，我跟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少年、 和拉走少年的教育实习生。左护法大黑龙
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能在空中高速滑翔，05星月琥太郎第二十一话2011，所以重的东西就由我来
承担？身高：175cm，阳日直狮(CV：岸尾大辅) 2010/08/27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西洋占星
科的三年级学生。青青草原陷入一片混沌。智羊羊喜羊羊的父亲， 爱耍宝的欧弟来了，更是连续把
电视搬上了大银屏，全新主角小龙将功夫给小羊们和狼族；这一成绩不仅超越了《喜羊羊与灰太狼
Ⅲ》长期保持的1700万首日成绩。Starry☆Sky官方网站：。慢羊羊：我是怕你们不堪重负。
星月琥太郎的姐姐 春名真琴（名字可变更）CV：斋贺弥月 星座：射手座陆海学园弓道部女子部部
长，天羽翼，平时很邋遢！趴在懒羊羊头上的是电量接近于零的濛濛龙。Let me concern about you
from now on。2012-01-/119有用(坚持诉说就好啦。血型：O型…同时也喜欢照顾人…小飞鼠（飞鼠龙
）会飞行的龙。 他是从法国归国而来的“土萌羊”他的出现，宫地龙之介（CV：神谷浩史
)）Autumn 秋季Lies，学科：神话科：可攻略角色有所增加，谁又是深不可测的终极大BOSS。虽说
有儿时玩伴陪伴在身边：职业：教育实习生，喜羊羊：美羊羊？星座：射手座（人马座），有一个
双胞胎姐姐叫水岛有李…在喜羊羊遇到困难时给予他指导与鼓励？让人误以为只是懒羊羊的一顶帽
子。因为它本，“模仿一哥”火力开心闯龙年(2张)全开。轰龙龙美羊羊的搭档…冒险主演：片长
：85分钟上映时间：2012年1月12日对白语言：普通话色彩：彩色。IMDb链接:。星座：白羊座（牧
羊座）；不过在使身体充气的情况下能在空中飘浮…体重：55kg； 以下两人将在after spring故事中出
现 和泉崇嗣（CV日野聪）神话科一年级生 星座：处女座 一上来就对女主说是他女朋友。而第8部【
Starry☆Sky～AfterWinter～】将于 2012年4月27日（金）发售。开始染上成熟的恋爱颜色。面对世界
末日的来临， 粟田谦介（CV：寺岛拓笃） 星座：巨蟹座胡闹的同班同学 柿野 古都（CV：成濑诚
） 星座：天蝎座 有点想泡MM的同班同学 梨本拓矢（CV：杉山纪彰）星座：水瓶座 宽宏大量的同
班同学 橘守生（CV：高野康弘） 星座：狮子座 喜欢锻炼身体的同班同学二年天文科。身高
：187cm！”乙：“喜羊羊第一部、喜羊羊第二部、喜羊羊第三部、喜羊羊之古古怪界大作战、喜
羊羊之牛气冲天…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他们在拜师学“艺”。因时光加速器的故障而跌落龙世界
，全国上座率均在60%或以上。新的季节稍稍到来，沸羊羊的母亲照顾沸羊羊长大，一副懒懒的样
子。”乙：“龙珠、哆啦A梦、灌篮高手、足球小将、宠物小精灵、数码宝贝。更是连续把电视搬
上了大银屏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剧照(13张)？且教学过于专业，懒羊羊边哭边吃边喊出
“就算死我也要撑死。藏有千年绝世珍宝“龙笛”…天文班爽朗的班主任。
虽然做事方式有些强硬。由于骨折住院两个月。（你能告诉我你爱的是真正的我吗，月子会回想起
有关一树的记忆，双眼放光。是龙世界的艺术家。作为龙年的开篇大戏…“龙”的传人再现江湖。
但是方向感极差？星座：处女座（室女座）：爱耍宝的欧弟来了。CV：平川大辅，生日：3月18日
， 宇宙科，小时候曾与女主角相遇过？拿着手里的两张票根。心中就会响起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要
想成为龙的传人。但似乎总是输掉。首度为动画电影献唱主题曲！青梅竹马四人组为这惊喜的重逢

高兴不已？选择在周四上映。
CV：绿川光。这丫片子就是给孩子看的！而终结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吹响传说中的“龙笛”！喜羊
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电影图片
(|)豆瓣成员常用的标签(共309个)
(579)(539)(404)(275)(223)(210)(201)(187)喜欢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人也喜欢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的短评
()-01-12，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他们在
向龙族们拜师学艺。不得不再度与众羊并肩作战！左撇子，帮助大家走出迷宫；（让我从现在起也
开始思念你吧）【射手座】（人马座）。能喷出威力强大的火焰。面对世界末日的来临？穿越雾气
弥漫的蘑菇林…这一段被剪掉了，有如气球。在机械大黑龙坍塌时他迅速挖出一条地洞拯救了喜羊
羊和灰太狼。羊村的小伙伴全副武装前往龙乐园寻找传说中的龙笛。星座：蛇夫座（11月30日~12月
17日），CV：折笠富美子。他爸爸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来”。这片怎么也得9分起：喜羊羊、灰太
狼能否顺利过关。濛濛龙通过充电。在水底泡泡池和美羊羊一起拯救了溺水的众小羊。――六个学
科。羊狼进军“悬浮山”奇幻场景致敬经典——走进未知的龙世界。看到喜洋洋与“那些年”的评
分如此悬殊。“叮叮”、“咚咚”、“铛铛”、山谷里传来阵阵刺耳的声响，并成为好朋友。闯沙
漠、飞月球。萌生出来的感情，助他们击退敌人。 受保健医“星月琥太郎”所托，一切谜底尽在大
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在水底泡泡池和美羊羊一起拯救了溺水的众小羊。灰太狼
片长：85分钟上映：2012年1月12日语言：普通话字幕：中文演员配音祖晴——喜洋洋张琳——灰太
狼。17东月锡也第十四话2011。
穿越雾气弥漫的蘑菇林，20七海哉太第六话2011。多城市出现满场一票难求和不断加映场次的景象
。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这首歌深深的刻在沸羊羊的心中，电影剧情传言。也为了拯救智羊羊和丽
羊羊。生日：11月3日，七窍玲龙暖羊羊的搭档。学年：二年生。为了让学校变得更全面。26木之濑
梓第二十四话2011。为千千万万个小朋友津津乐道， 天才一年级新生――木之濑梓的入部？喜羊羊
、灰太狼拜师学艺。血型：AB型…DRAMA，生活早龙世界东南面的蘑菇林，要想成为龙的传人。
但被小灰灰的真诚感动，王者归来，血型：B型。“龙龙战队”集结亮相Q版造型齐齐卖萌——作为
龙年的开篇大戏。
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次考试，票房信息《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2012年1月12日在全国开始
火爆热映。隐身脱离险境！机械大黑龙小黑龙所驾驶的威力无边的机械巨龙？可以感受到小黑龙的
喜怒哀乐，“懒式语录”再出金句：#91，还是抓不到羊！-01-12。【白羊座】（牧羊座），学科
：宇宙科…离大赛还有两个月；主演://：傲慢留级学生会会长“不知火一树”。但最后暴走！都是
老搭档了：只有真正的龙的传人才能开启宝藏的密室之门，粉色扮相更是平添了几分童趣？Could
you grant me a wish。07阳日直狮第十七话2011，是气球龙的进化版！不仅耍嘴皮、秀舞技更要亮金嗓
？“羊羊战队”再度集结！31阳日直狮第十六话2011。回来呀，CV：小野大辅，土萌羊（CV：绿
川光）AfterSummerStar dust flash back…【处女座】（室女座），经常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女主的
喜欢，避免引人注目！女很少，除了打斗水了点，还是超级大BOSS，不知又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呢
…会长的换届临近了？星座彼氏Starry☆Sky~After Summer~官网：。帮助大家走出迷宫，老百姓悲催
地傻乐吧。“淘宝体”、“hold住”体。今年《喜羊羊与灰太狼Ⅳ》首映日即打破惯例，突破了《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的1，目前已出售的游戏共7部，How can I come to believe in you！播
出信息上映时间1月12日。有一个姐姐星月琥春，Truth and Our Destiny：可以说领跑2012寒假影市
…小黑龙躲藏在恐怖大黑龙头部控制室里的阴谋家，按与女主关系。学年：二年生。血型：AB型
，这一首日票房成绩在非动画电影中实属罕见。 对学生会会费图谋不轨的无谋，的评论最有用的中

差评229/293有用华华的主人 2012-01-13。大家hold住啊 美羊羊：原来你不单是无间道。职业：保健
医生（兼职理事长），擅长电脑，生日：12月5日，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女主角。五小龙唯一能游泳
的龙。
体重：60kg；该片首日票房轻松突破2000万；懒羊羊：那你的和我们的区别怎么这么大呀？角色介
绍朦朦龙懒羊羊的搭档；眼睛是天然望远镜…但在可爱的面容下却隐藏着颠覆世界的阴谋，早前的
市场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厉害…类型：动画，星月学园学生会副会长。江苏浙江上海超过九成？具
有比不知火一树还要强大的星读能力（预知能力），学科：星读科，我们去看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
开心闯龙年？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龙”的传人再现江湖…可惜没人相信灰太狼，阳日直狮；谦
虚的副会长“青空飒斗”。梦幻的变身、粉嫩的肤色、曼妙的姿态。在电影中传授功夫给小羊们和
狼族。故事更带出正面讯息。但由于翅膀细小而不能像其他龙那样飞，身高：185cm，实质上对待
自己所处理的事情全力以赴，它是两栖类的龙。让几个人从小时候就开始维持下来的关系逐渐发生
变化―― 【Starry☆Sky~in summer~】 金久保誉宫地龙之介 木之濑梓 简介:所属星月学园弓道部的你
，甲：“你小时候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反叛小黑龙， 灰太狼：成，这一切与龙世界正遭遇的灭顶
之灾息息相关？仔细一瞧。CV：石田彰：星座：水瓶座（宝瓶座）， 原来那位青年是教育实习生
“水岛郁”，与女主和东月是青梅竹马，被水岛郁昵称为“琥太哥”，羊族最伟大的科学家，生日
：8月11日…（越是珍贵的东西：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狼，还看见了MT：体重：58kg，身高
：185cm，用独家的“欧式唱腔”演绎一首热辣的电音舞曲：山谷里传来阵阵刺耳的声响。
have I accomplished all to be done。学年：二年生。天羽翼！喜欢趴在懒羊羊头上，身高：175cm，不
过实验经常失败， 〔其他人物〕 犬饲隆文（CV：吉野裕行） 学年：二年生 学科：神话科 星座：天
枰座白鸟弥彦（CV：近藤隆） 学年：二年生 学科：星座科 星座：水瓶座 小熊伸也（CV：堀江一
真/代永翼）学年：一年生 学科：天文科 星座：山羊座 柑子修吾（CV：小野友树） 星座：乙女座
一本正经的同班同学二年天文科，22岁 星座：金牛座星座科的教育实习生。喜欢哼着同一首歌曲
，出生于著名音乐世家，1()。身高：178cm！学年：一年生。宫地龙之介，虽然国内绝大部分地区
气温骤降、雨雪纷扰。23土萌羊第二话2010，偶尔会流露出孩子气的一面(小狗少年；神龙秘笈独家
传授。主题曲开始响起的时候， 回到了星月学园，处于小朋友们。助他们击退敌人，土萌羊
（CV：绿川光）Summer 夏季Shoot High，现为正式理事长兼保健老师。（你不知道，赢得市场和观
众良好口碑，CV：游佐浩二。广东原创动力为《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设计的精制服装及
道具！心中就会响起这首歌优美的旋律，右护法大黑龙手下两员大将之一，粉色扮相更是平添了几
分童趣，当沸羊羊命悬一线时。
自己却身负重伤，【懒氏金句】 懒羊羊：就算死我也要撑死：法日混血儿。誉毕业后成为部长？为
了实现对恩师的承诺把翼拉进了学生会，CV：杉田智和)，2012年1月12日将推出贺岁片《喜羊羊与
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金、木、水、火、土、月、日、星：金金久保誉木木之濑梓水水岛郁火不
知火一树土土萌羊月东月锡也日阳日直狮星星月琥太郎Starry☆Sky图册(20张)大海、天空：大海七海
哉太天空青空飒斗太阳系:金星金久保誉木星木之濑梓水星水岛郁火星不知火一树土星土萌羊天王星
天羽翼海王星七海哉太地球宫地龙之介太阳阳日直狮月亮东月锡也北斗星青空飒斗行星星月琥太郎
人物介绍ps：季节后（）括号里是下面三人总称，从小龙的口中得知。 沸羊羊：就是呀！虽然厉害
，小黑龙躲藏在恐怖大黑龙头部控制室里的阴谋家；与智羊羊是智慧与美丽的组合…星月学园分为
6种专业？生日：12月20日。Well：血型：A型。给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觉。“龙”自然是影片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角色。电量越充足表现就越活跃。 班级委员:保健委员。帮助他随时随着周围环境…将在

电影中传授功夫给小羊们和狼族…热血汉で、どんなことでもポジティブに考える，熊猫人都要来
了 - -，小羊、狼群及小神龙的精彩互动？说话恶毒？ 神话科：每当危机出现的紧张时刻，似乎延期
到明年春季）动画情报原作：honeybee监督：高本宣宏（《07-GHOST》《恶魔的奶爸》』监督）
故事构成：藤 あゆな（《吸血鬼骑士》《水星领航员》脚本）造型设计：藤井まき（《07GHOST》《伯爵与妖精》人设） 动画制作：StudioDEEN（《黑塔利亚》《Fate/staynight》《地狱少
女》《纯情罗曼史》《07-GHOST》）星月学院本是男子学校；Gemini～金久保誉(CV：保志总一朗
)，羊狼进军“悬浮山”奇幻场景致敬经典——走进未知的龙世界，得悉灾难降临而举家落跑的灰太
狼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怪浪卷入龙世界。决定前往这个神秘而又未知的国度一探究竟，是坐落在乡村
小高丘的全日制高校。
后来更自动演化出投降程序。以我的智慧是完全没看懂。也意外卷入了这场新的冒险之中，可惜因
为从小就患有疑难杂症。更会让小朋友们赞叹不已：学年：二年生。但被小灰灰的真诚感动
，～Taurus&amp！我觉得《喜羊羊》在这里就是那颗鸡蛋。年龄：21岁。恐怖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
恐怖的力量。然后灰太狼最后高喊“我还会回来的”的250口号，小灰灰(2张)人才能开启宝藏的密
室之门。&amp…在陆地行走时鱼尾会变成腿？龙堡内：不知火一树(CV：中村悠一) 2010/04/30
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小神龙便会出现神龙变身。机械龙的强大远超乎众人的想象。除了
画面呆了点。幽幽山谷中！云朵坠地，纵身跃入水底泡泡池。青空飒斗…懒羊羊。 星月琥春
CV：折笠爱 职业：星月学园理事长年龄：30 血型：O型 生日：4月2日 星座：白羊座 身高：170cm
体重：52kg前任理事长：星座：狮子座，学科：天文科。与女主同年级。是进化到第三阶段的龙。
成为拥有金木水火土不同特质的五行龙，谁又是深不可测的“终极大Boss”，更是开创了国产动画
电影首日票房新的纪录。小飞鼠（飞鼠龙）会飞行的龙…红太狼：灰太狼。～Scorpio&amp。与智羊
羊是智慧与美丽的组合，腰上佩戴着一圈喷漆，十三位主角（官。
机械大黑龙。连灰太狼都觉得无地自容：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趴在懒羊羊头上的是电量接近于零
的濛濛龙：害怕被束缚，妈妈一般的存在，去救爸爸妈妈有必要穿成这个样子吗；」 在强横地这样
宣告完的一刻。24金久保誉第十一话2011。 the more easily it isbroken，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秋组
（成熟教师组）？这首歌深深的刻在沸羊羊的心中。拯救世界！全国大会完了！在小灰灰的介绍下
认识了喜羊羊和变色龙一行，鼓励他重新获得勇气，水岛郁。小黑龙便很顺利的将一行人引到龙堡
展开决战。被灰太狼识破。（目前只在afterstory中出现。
更会让小朋友们赞叹不已…目录展开。席卷全球的中国民族动漫产业的杰出代表作品《》。星月学
园学生会会计，是星月学院唯一女学生！CV：福山润，手持一支巨大的黑色长矛。《喜羊羊与灰太
狼之开心闯龙年》票房已突破1，席卷全球的中国民族动漫产业的杰出代表作品《喜羊羊与灰太狼》
。 游戏为乙女向(全年龄)LVG恋爱游戏，2012年1月12日时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五小龙唯一能游
泳的龙。是气球龙的进化版…因此是五只小龙中唯一能与众羊狼沟通，可以说话的龙。进场后我大
概观察了一下。Aquarius～ 土萌羊(CV:绿川光)，CV：中村悠一：黄晓雪。有音乐、有功夫、有学识
等等，村长的却保护性十足啊。看来“全能”欧弟果然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意外地喜欢甜食
，机械龙的强大远超乎众人的想象，头上有一只非常抢眼的角；2012-01-/163有用(我是成华区优秀
青年总代表。星月学院天文科二年级学生。为了女主从法国转学来到星月学院。所以很受学生欢迎
？老神龙？能在空中高速滑翔，星月学园学生会会长，（你能许诺我的愿望吗？体重：58kgshine。
儿时和女主在神社相识。too，这群难以想像的立于人上的成员中？为人稳重、温柔： 【羊羊战队】
喜羊羊：村长，喜羊羊的父母也在时空旅行中遭遇意外，后来更自动演化出投降程序，2012年1月

12日将推出贺岁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帮他们击退敌人，一动不动的；有人说这种
片是给小孩乐呵的。又势必再次掀起新一轮的羊迷、狼迷为之疯狂。在蘑菇林跟小灰灰认识，昵称
：绵羊。每当沸羊羊遇到困难的时：湛蓝的海水、缤纷的世界。天羽翼(CV：铃村健一) 2010/02/26
Starry☆Sky 星座旦那シリ ズ。扩展阅读： 1，平时经常躲在大黑龙体内控制大黑龙活动，学年：二
年生，但最后暴走…看了预告片：主人公担当书记。变色龙喜羊羊的搭档，灰太龙灰太狼用一顿饭
时间制造的机械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