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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启动全球征片

《绝望主夫》“开个玩笑”版预告相约跨年

本报讯 12月 20日，第 25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宣布将于 2023年 6月举办，并

面向全球启动征片。由于原定于 2022
年 6月举办的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顺延至 2023 年举办，原报名周期内已

报名参加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

录片、动画片、国际短片各竞赛单元，

及国际影片展映单元的影片，无需重复

报名。

据悉，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片需为

2022 年 6 月 1 日以后制作完成的剧情

片，优先选择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影

片，中国影片必须是世界首映；未曾在

其他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的非专

门类竞赛型国际电影节参赛及参展的

影片（以市场及宣发为目的放映的影片

除外，以官方会刊为准）；未曾在该片主

要制片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公映；片长

不少于 70分钟且放映介质为DCP。

参加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

片评选的，须为该导演的前两部剧情

长片且导演拥有亚洲国家国籍或为亚

裔；参加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导

演评选的，须为该导演的前两部剧情

长片且导演拥有亚洲国家国籍；参加

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男、女演员

评选的，须为该演员两次以内（含两

次）担任主角的剧情长片，且该演员为

拥有亚洲国家国籍的男、女演员；参加

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编剧评选

的，须为该编剧两次以内（含两次）担

任剧本编剧的剧情长片，且该编剧拥

有亚洲国家国籍；参加金爵奖亚洲新

人单元最佳摄影评选的，须为该摄影

人员两次以内（含两次）担任摄影的剧

情长片，且该摄影人员拥有亚洲国家

国籍；申请参评的影片为 2022年 6月 1
日以后制作完成；片长不少于 70分钟

且放映介质为DCP。
此外，金爵奖纪录片单元影片需为

2022 年 6 月 1 日以后制作完成的纪录

片，优先选择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影

片，中国影片必须是世界首映；未曾在

其他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的非专

门类竞赛型国际电影节参赛的影片；片

长不少于 70分钟且放映介质为DCP。
金爵奖动画片单元影片需为 2022

年 6月 1日以后制作完成的动画片，优

先选择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影片，中国

影片必须是世界首映；未曾在其他国际

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的非专门类竞赛

型国际电影节参赛的影片；片长不少于

60分钟且放映介质为DCP。
金爵奖短片单元影片需为 2022年

6月 1日后制作完成的真人短片和动画

短片；

包括片头片尾在内，片长不超过 40
分钟；未曾在其他地方进行非院线公开

放映或发行的短片，非院线公开放映或

发行包括并不限于：电视网络、视频点

播、DVD及网络平台；未曾在其他国际

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的非专门类竞赛

型国际电影节参赛的影片；短片为未加

密 DCP，或未加密 24帧/48帧的数字高

清格式，并满足相关的声音和画面放映

要求。

国际影片展映单元影片除专题影

展以外，一般是 2022年 1月 1日以后制

作完成的；片长不少于 70分钟且放映

介质为DCP。
（影子）

本报讯 由张琦执导，常远领衔主

演，李嘉琦、王成思、郭祥鹏、周大勇、

陶亮、高海宝、李海银、苏伊可主演，

李诚儒、李萍、赵柯、蒋诗萌、宋木子

特别出演，魏翔、王宁、王智、黄才伦

友情出演的喜剧电影《绝望主夫》近

日发布了“开个玩笑”版预告和全阵

容海报。

《绝望主夫》主要讲述了钢铁直

男胡铁男（常远 饰）因一场电梯意外

进入了一个“错位”世界，昔日成功学

大师变身“全职家庭主夫”。面对颠倒

错乱的世界，他在“鸡飞狗跳”的生活

中体验了真正的“换位”，终于明白了

妻子的默默付出与不易，明白了“爱”

的真义。最新发布的“开个玩笑”版预

告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主夫学院招生

广告”形式，凸显出片中异世界逗趣夸

张的设定，预告中一系列高能情节爆

笑上演，不管是直男癌、爹味男、普信

男还是油腻男、下头男，只要进入“主

夫学院”都能泼夫变贤夫、悍夫变娇

夫。而“巨婴老公”胡铁男也接连经受

了与主夫团齐跳健美操、学做好丈夫

等一幕幕爆笑“变形计”，更多笑料百

出的奇遇，等待观众在跨年之际进影

院解锁。

据了解，本片所呈现的视角非常

独特，片中通过主角们在异世界的

“变形计”呈现出了一个“笑果翻倍”

的故事。影片就像现实世界的一面

“哈哈镜”，以充满戏剧性的夸张视角

去展现影片故事与角色，使两者碰撞

出了非凡的笑点。同时预告起始的

温馨提醒：“请在女性陪同下观看”，

也凸显了本片对女性群体的特别关

怀，意求在夸张的喜剧手法之外，既

能让观众酣畅捧腹，又能在看完之后

有很多深层意义上的回味。

全阵容海报中，众多实力喜剧明

星诚意集结“破盒而出”，宛若喜剧电

影人别开生面的热闹团建，全员登场

为 观 众 献 上 了 一 份 欢 乐 满 分 的 礼

物！领衔主演常远穿戴粉色围裙，他

拼命伸手向上逃离，渴望摆脱在异世

界的生活，却被主演李嘉琦、李海银

死死按住！主演王成思、郭祥鹏、周

大勇、陶亮，特别出演李诚儒，友情出

演魏翔、王宁、黄才伦等人神态夸张

喜感爆棚，他们充满喜剧张力的装扮

和动作显露出本次在片中别样的身

份设定，可以窥见在异世界中上演了

一系列引人捧腹大笑的趣事。

该片将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全国

点映，12月 31日跨年档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2022年 11月底，青岛市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落下帷幕。全市

10 家放映单位共完成 5593 个村镇的

放映任务，受益观众达 300余万人次。

青岛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严格按照

省、市标准化放映要求开展工作，在各

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力以赴

促工作，坚定不移保质量，通过各县市

区承办单位的积极努力，按计划有序

推进，保障放映工作顺利进行，确保全

市 农 村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村 庄 覆 盖 率

100%完成。

实时更新片目，开展定制化服务

开展主题放映工作，推荐 450-500
部优秀影片供大家线上选购，按照电影

数字节目交易平台上线影片动态，实时

更新影片片源，丰富影片类型，根据地

区特色积极组织特色化定制服务。

营造文化氛围助力乡村振兴

开展公益电影多元化的主题放映

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景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军营。为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暑期文

化惠民、防疫安全、扫黑除恶等题材影

片展映，让更多的群众看到更新更优

的影片，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

振兴，增强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提

升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

组织群众代表看片会

按照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部

署，根据山东省农村电影标准化均等化

放映工作实施细则要求，组织以区域农

民群众为代表的看片会。充分了解当

地社会发展和农民群众的生活习俗，让

农民群众代表来看片选片，为农民群众

订购对口对路的科教片和喜闻乐见的

故事影片为工作目标，提升影片订购和

选片放映服务质量，创新“面对面”选片

机制，努力满足农民群众的观影需求，

真正让农民群众看到看好电影。

积极做好群众满意度调查工作

印制群众满意度调研表，采用组

织农民群众看片会、走村入户调查、

放映现场答卷和网络信息征集等方

式，全面做好群众满意度调查工作，

真正了解当地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农

民群众订购对口对路、喜闻乐见的影

片放映，不断提高影片质量和群众满

意度。

提升各项服务保障，

重点推动升级省监管平台改造

推进放映工作规范化管理，强化

质量监督，做好设备维护、放映员技

能培训服务，不断提升标准化服务质

量，全面推进山东省农村电影数字化

放映工程服务监管平台新型监管终

端升级改造及放映员培训工作。加

快推进全市放映设备的升级改造，年

底完成与山东省农村电影服务监管

平台新型监管终端蓝牙模块的安装

升级、数据调试、对接检测及放映员技

能培训等工作。

（稿件来源：青岛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11月中旬，甘肃民族语

译制中心译制的安多藏语版电影《大

决战-淮海战役》通过审核，标志着

2022年度国家电影局下达的40部安

多藏语电影译制任务提前收官。

2022年，甘肃民族语译制中心按

照省、市疫情防控部署，在保障中心

全体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坚持守

正创新的创作理念，以推出电影译制

精品为首要任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自觉坚守人民立场，选

择《广场舞有益健康》、《垃圾分类从

我做起》等10部科教片，《悬崖之上》、

《我和我的父辈》、《攀登者》等30部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故事

片作为2022年度重点译制影片。

甘肃民族语译制中心把提高质

量作为译制创作的生命线，通过优化

翻译、配音、制作人员，用心、用情、用

功组织翻译制作，使所译藏语版电影

的思想感情与原片融为一体，让配音

角色的喜怒哀乐与观众共情。通过

准确到位的艺术表达和严格的技术

制作，有力提升了民族语译制电影作

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为促进全省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2022年度甘肃省译制的40部安

多藏语电影，作为向少数民族群众讲

述中国故事，展示国家成就的艺术载

体和跨文化、无语言障碍的交流方式

将在涉藏地区广泛传播。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

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

要求，也为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开展

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

台。在今后的电影译制工作中，甘肃民

族语译制中心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时代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加

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

陇新局面提供更强劲的精神动力。

（稿件来源：甘肃民族语译制中

心、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天之书》登陆农村市场

由新生代演员李砚和张楠主

演，徐锦江、吕良伟、刘佩琦、曾江

等老戏骨加盟的影片《天之书》近

期登陆农村市场。该片 11月 12
日在城市院线上映，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就进入农村市场。当

下越来越多的版权方选择第一时

间将影片推入农村市场，让更多

农村观众更快更早地看到新片大

片，进一步缩小城乡电影公共文

化差距。

《天之书》将远古地宫探险与

千古爱情传说相结合，紧张刺激

的动作大戏和震撼磅礴的天书奇

观交织，打造了一场充满神秘色

彩又扣人心弦的地宫探秘大战。

影片中奇幻、悬疑、动作、冒

险、探宝、爱情等多样化元素的互

相融合，为“中式冒险”的内容创

作提供了新思路，是一部值得期

待的影片。

农村公益放映技术培训会议

在云端召开

12月12日，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与保利文化集团组织开展

的联合党课暨农村公益放映技术

培训会议在云端召开。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主任张红、副主任

杨玉飞以及保利文化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波，保利文化集团常

务副总经理、保利影业董事长李

卫强，保利文化集团纪委书记、监

事会主席李文亮出席会议，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各部门相关负

责人，保利文化集团、保利影业相

关部门负责人及山西省忻州市河

曲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参加培训。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保

利文化集团召开线上联合党课暨

农村公益放映技术培训会议，是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实际举措，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光影润心”项目，探索实践出了

电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

模式、放映新场景、智能新技术，

并成为国内首创，标志着我们用

实际行动为更好实现文化强国建

设，推进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迈出坚实一步。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保

利将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持续

推动电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创新，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

新合作的新方式、新模式，吸引更

多社会资源参与农村电影放映公

益事业，多元催化公益放映创新，

为公益电影高质量发展赢得更大

空间、提供更有力支撑，不断推进

公益电影进校园、进社区、进企

业、进工地、进福利机构、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有效推动构建

大公益电影格局。双方将努力让

公益电影放映持续热在基层、热

在群众、热在青少年，为人民群众

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

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山东青岛：2022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顺利收官

本报讯 由程远监制、陈露领衔制

片团队，青年女导演徐竹执导的《爸

爸别哭》近日收录于国际网站 IMDB，
并获得一些海内外影评人的关注和

期待。

影片讲述了平凡的小人物站在

当下回望过去青春的故事。主人公

年轻时候有过炙热的音乐梦想，当他

四十不惑，已为人父，面对生活的压

力，是否还能重拾心中滚烫的梦想？

影片具备九十年代独有的青春气息，

让人回忆起那个音乐上百家争鸣，以

摇滚抒发真实情感的时期。

据悉，在影片拍摄成型之前，导

演徐竹曾拍摄了摇滚短片《墨绿艳

阳》，并获得2022年罗马国际电影节、

奥地利国际电影节、洛杉矶电影节等

国际电影节的多个奖项。

该片由广东省竹影（佛山）影视

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优程文化传

媒共同打造出品，并获得了广东省电

影家协会的支持与指导。 （清清）

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cn）

可供订购影片4600余部，其中2021年以来出品的影

片270部。当周全国有22个省区市的60条农村电影

院线订购529部影片，共3.9万余场。

订购方面，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表现最为

突出，订购影片超80部。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

线则以场次最多胜出，以5145场排名第一。

故事片订购方面，新片大片持续发力，《妈妈！》、

《万里归途》、《独行月球》包揽故事片排行榜前三名。

这几部影片也是近期订购最为亮眼的影片，成为元旦

春节期间农村电影市场的首选。

科教片订购方面，《扫黄打非警示录》、《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订购排名靠前。

甘肃省做好电影译制工作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爸爸别哭》获海外影评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