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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的星战迷DVD : '后面偷掴懒与媒介' - New Star Wars Fan DVD : '

(是计算机翻译的这个帖子，下面是原始的英语消息)

你好，我书写告诉这个社区一部新的星球大战影迷影片DVD。
DVD是在《西斯的复仇》发行的时间前后，各种媒体的录影编辑。
项目叫 '后面偷掴懒与媒介'。总说明可以找到在：
http://noneinc.com/tBSWM/tBSWM_FAQ.html
项目可以从常见问题解答被观看或被下载。因此，如果您希望请预览
章节查阅本章部分：
http://noneinc.com/tBSWM/tBSWM_FAQ.html#DVDChapter
每个章节集中于星球大战现象的一个不同的问题。整个介绍被翻译了
成汉语。我认为任何影迷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章，连您也不例外。

(先锋视频)全自动DVD拷贝..
PIO-VIDEO(先锋视频)一拖十五,一拖十
三,一拖十一,一拖九拷贝机..
www.i-producer.com.cn

沈阳银丰专车专用DVD..
如果您发现您喜欢该项目，请考虑下载带有花絮、额外字幕和第二条
音轨的整体DVD。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问题或者建议，请告诉我。
谢谢
none295 / %20

Hello, I am writing to let this community know about a new Star Wars
fan film DVD. The DVD is a video compilation of the media produced by
anyone around the release of Revenge of the Sith.
The project is called 'Thee Backslacpkping With Media'. General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http://noneinc.com/tBSWM/tBSWM_FAQ.html
http://tieba.baidu.com/f?kz=576997738

沈阳银丰汽车用品美饰广场以高标准,高
品质的理念服务于汽车用户..
www.syyinfeng.com

projector screen project..
电动投影幕,背投幕,投影幕,手动幕,电动
幕,金属幕,家庭影院幕,投..
www.snowhite.cc

便携式DVD分析报告..
中国报告大厅专业提供便携式DVD分析
报告及其它各行业研究报告..
www.chinabgao.com

福州合力达翻译
福建最专业的翻译机构之一,是福州市及
福建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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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ject can be viewed or downloaded from the FAQ. So if you would
like to preview a chapter please visit the Chapter section:
http://noneinc.com/tBSWM/tBSWM_FAQ.html#DVDChapter
Each chapter focuses on a different issue of the Star Wars phenomenon.
The entire presenta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 think there is a
chapter for all types of fans, maybe even you.
If you find you are enjoying the project, please consider downloading the
whole DVD which has bonus features, additional subtitles and second
audio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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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
www.hollytran.com

方圆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专业..
我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音像制品包装的生
产企业.主要产品有DVD盒,VCD..
www.fydvd.cn

翰博瑞强公司 专业的合同..
在医学临床试验与医学翻译方面拥有最
专业的医学团队,能提供科学..
www.hjmedcn.com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questions or sugg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thanks
none295 / %20
作者：none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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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新的星战迷DVD : '后面偷掴懒与媒介'

党员！
作者：wenx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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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此发言

3 回复：新的星战迷DVD : '后面偷掴懒与媒介'

对观看了这DVD章节的每个人的感谢。 如果有任何意见喜欢张贴或电
子邮件。 这从另一个论坛的有些评论为是迷茫的那些人。
从： http://www.starwarschina.com
该DVD内容为EP3上映期间前后，各个媒体频道的视频剪辑。每个片
段都很短，但是数量众多，我不知道作者是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
制作了这样一个项目。我简单浏览了最前面几章，感觉这是一个非常
另类可以说是怪异的作品。这个DVD项目背后涉及的另类因素比较
多，所以一开头大家可能会感觉比较晕。可能许多人未必爱看，不过
我相信也有人会从大量视频剪辑中发掘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拜某中国盗版EP3 DVD英文字幕山寨式标题“The Backstroke of the
West”（西*的复仇）所赐的灵感，这个中文标题和英文标题都故意做
成无厘头的混乱形式。英文标题是backslapping（背后偷掴）与slacking
（偷懒）的混合。
中国盗版EP3 DVD（只要7块钱）山寨英文字幕参见：
http://www.winterson.com/2005/06/episode-iii-backstroke-of-west.html
--------------------------------------------项目可以从常见问题解答被观看或被下载。因此，如果您希望请预览
章节查阅本章部分：
http://noneinc.com/tBSWM/tBSWM_FAQ.html#DVDChapter

http://tieba.baidu.com/f?kz=57699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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