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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 吴京担任形象大使
《北京晚报》消息

第
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11月
7日晚上在佛山举行盛大
的开幕式，吴京担任此次
电影节的形象大使
。
开幕式吸引了包括翟俊
杰、张良、宋晓英等老一辈
电影艺术家以及孙淳、钱
嘉乐、金巧巧、王雨甜、杜
宇航等中青年演员前来参
加。
金鸡百花电影节自
1992年创办以来，已经成
功举行了26届。为期4天的
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由
佛山筹拍的电影 《梦想之
城》作为开幕影片，在电影
节期间进行首映。此外，电
影节期间将举行富有时代
特征的主题活动，其中包
括结合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南方影视中心等主题以
及举行“百年佛山·光影传

动》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
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演
员
、最佳女演员
等多个奖项，而他执导
的另一部电影 《湄公河行
动》也提名最佳编剧、最佳
导演、最佳男演员
等多个奖项，可以说，
吴京和林超贤将是本次百
花奖的最大竞争对手。
据悉，第34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将于
11月10日在佛山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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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影历程回顾展。
今年是百花奖的颁奖
年份。大众百花电影节是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
接倡导和关怀下创立的，
从2005年开始，中国电影
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
隔年轮流举办，今年举办
的是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的评奖。
第27届金鸡百花电影

节副主席张宏当天下午宣
布，
《红 海 行 动》
《建 军 大
业》
《战狼2》
《唐人街探案
2》
《七月与安生》5部电影
提名最佳故事片奖；其中，
吴京执导的《战狼2》就入
围了最佳故事片、最佳编
剧、最佳导演、最佳男演
等
员、最佳男配角
多个奖项。而林超贤也不
遑多让，他执导的《红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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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海

（张涵

（王

6位基层放映员
造最感人环节
7日晚的金鸡百花电
影节开幕式文艺演出由刘
芳菲、刘之冰、高娜、朱君
平主持，晚会分为4个篇

章，讲述了中国电影的百
年历程和佛山电影的发展
辉煌。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祝希娟老师上台讲述自己
与电影的情缘，并以银幕
对话的方式跟牛■老师聊
起后者83岁终于入党的大
喜事。作为第一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优秀女演员奖的
获得者，祝希娟老师深情
地说，
“《红色娘子军》改变
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深深
地教育了我”
。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张良、导演翟俊杰、编剧王
兴东、著名表演艺术家宋
晓英、演员钱嘉乐一起上
台讲述自己的电影情缘。
85岁的张良是 《董存
瑞》的扮演者，他拄着拐杖
上台并回忆，当时自己塑
造 董 存 瑞 的 时 候 只 有 22
岁，他还高兴地分享了两

部跟佛山颇有渊源的电影
《龙出海》 和 《雅马哈鱼
档》。
宋晓英老师曾凭借
《烛光里的微笑》获得过第
12届金鸡奖最佳女演员，
她说自己跟佛山很有缘
分，因为她1980年饰演的
《刑场上的婚礼》中的陈铁
军就是佛山的英雄儿女，
她还参加了本次开幕电影
《梦想之城》的拍摄工作。
当晚的感人环节出现
在 《讲述——
—基层放映员
的坚守》 部分。包括刘章
南、黄树辉、刘国强、陈片
红、梁福厚、伍庭光6位长
期坚持在基层放映的放映
员登台赢得了全场的鼓。
他们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心
路历程。刘章南代表大家
说，因为对电影的喜欢，所
以他们才能坚持到现在。

（据《北京晚报》）

15家短视频平台下架侵权盗版作品57万部
新华社消息

国家版
权局11月7日通报，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剑网2018”专
项行动取得积极成效。目
前，
15家重点短视频 平 台
共下架删除各类涉嫌侵权
盗版短视频作品57万部，
严厉打击涉嫌侵权盗版的
违规账号，采取封禁账号、
停止分发、扣分禁言等措
施予以清理。

针对重点短视频平
台企业存在的突出版权
问题，国家版权局已于今
年9月14日约谈了抖音短
视频、快手、西瓜视频、火
山小视频、美拍、秒拍、微
视、梨视频、小影、56视
频、火萤、快视频、哔哩哔
哩 、土 豆 、好 看 视 频 等 15
家企业，责令相关企业进
一步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切实加强内部版权制度建
设，全面履行企业主体责
任。
据了解，通过一个多
月的整改，短视频版权保
护环境取得显著改善。各
短视频平台企业通过建立
7×24小时用户投 诉 举 报
处理通道等，完善版权投
诉处理机制。一些平台针
对封禁账号建立黑名单制

度，积极开展清理自查，删
除涉嫌侵权作品。
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
短视频平台企业的版权监
管，通过行政约谈、行政处
罚、刑事打击等手段，整治
短视频行业存在的侵权问
题，规范短视频行业健康
发展，构建风清气正的网
络版权环境。

（史竞男）

憨豆在上海秀英式下午茶

《幸福一家人》登陆北京卫视

《北京晚报》消息

新报讯

妹》
《终极一班》系列……一
52集都市情
众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偶像
感家庭大戏《幸福一家人》将
剧，都是赖聪笔主导的经
于11月11日起登陆北京卫
典作品。而在这一次的创
视，
每晚两集连播。
该剧由上
作中，赖聪笔并没有延续
海恩乔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自己格外擅长的浪漫偶像
出品，
金牌制作人赖聪笔担
元素，而是花了3年筹备，
任总制片人，
张文梁、
倪骏编
剧，
冯凯执导，
董洁、
翟天临、 实打实地走起了鲜明的现
实主义风格。轻松活泼的
李立群等两岸实力派演员联
剧集气质、平凡真实的人
袂出演。
以爱情为果肉、
以亲
物设定，纯真美好的浪漫
情为内核。
《幸福一家人》巧妙
爱情，这些一向是台湾偶
糅合职场、
婚姻、
家庭等诸多
像剧、家庭剧一贯拥有的
要素，
通过一场
“傻瓜爸爸”
房
独特气质，如何在吸纳这
永福
对儿女发起
些优秀特质的同时，从“家
的
“不孝诉讼”
，聚焦亲情这
庭”
“ 亲情”等颇具现实厚
一永恒话题，
多维度探讨当
重感的暖心元素出发，聚
代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整个
焦社会话题、激发观众共
故事围绕房家三姐弟的成
鸣，
成为了《幸福一家人》创
长生活，
描摹着家庭情感众
作的重要命题。在这部《幸
生相，
在锅碗瓢盆的烟火气
中，
展开一幅生动鲜活的当
福一家人》中，幽默自然的
“轻叙事”自然融合着亲情
代中国的
“家庭图鉴”
。
孝道的
“重内核”
，
由此打造
《恶作剧之吻》
《公主小

（李立群饰）

出作品独特的魅力。
《幸福一家人》 从家长
里短出发，
却不仅仅将话题
囿于家庭，
故事真实呈现着
现实社会中多样的情感生
态。子女与父母的相处关
系、事业与家庭的情感碰
撞、爱情中的扑朔迷离、
亲
情中的温暖感动，
都将成为
《幸福一家人》描摹的对象。
李立群饰演的“廿四孝老
爸”
房永福
“九十度大转弯”
的感人父爱令人唏嘘，
引人
深思，而董洁、翟天临、
邱

泽、
任运杰等人所演绎的年
轻一代，
则将家庭题材辐射
到更广泛的年龄阶层。
初入
社会的
“职场萌新”
，
人到三
十的
“中流砥柱”
，
都将在剧
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70后看
家庭，
80后看婚姻，
90后看
职场，
00后看纯真。如何面
对自己长大与父母老去的
现实、
如何处理花样人生与
空巢父母之间的矛盾，
当代
人关心的诸多话题也都将
在《幸福一家人》中找到答
案。

文/张 正

动作喜剧电影《憨豆特工3》上
周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主演罗温·艾金森亲现
身，现场解锁“英式茶艺”新技能，展示最正统的红茶
与司康饼享受方式，同时分享台前幕后趣事，以艾金
森独有的风格让现场观众提前感受英伦幽默。
作为经典喜剧电影系列，
《憨豆特工》自2003年第
一部上映时便凭借正统英式幽默俘获大批粉丝，不走
寻常路的皇家特工强尼也成为罗温·艾金森又一个让
全世界观众开怀不已的著名喜剧形象。发布会上，片
方独家放出的一段长达16分钟的正片片段，掀起现场
气氛的小高潮。据悉，影片此次还融入了VR
科技体验桥段，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笑料的视觉
错位体验。现场，罗温·艾金森本人也尽显幽默风趣，
以自己表演上标志性的说话语气、肢体动作与粉丝和
媒体互动，不仅在主持人的热情邀请下，向现场观众
欢乐展示了如何享受正宗英式下午茶，谈及拍摄趣事
还玩笑称，
“杀青的一刻最开心”
。不过除此之外，他最
享受的其实是“笑点构思的过程”，他透露，不论VR场
景的使用，还是强尼刻意的复古特工风格，其实都是
经过专门的设计。也就是说，
《憨豆特工3》带有极强的
罗温·艾金森烙印，他不只参与了表演，还参与了影片
幕后的编剧、剪辑等工作，罗温还透露，为了影片拍摄
他还“专门进行了6个月的体能训练。
”《憨豆特工3》
11月23日登陆各大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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