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上海・日本电影周”

致各大媒体

举世瞩目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已于4月30日成功地拉开了帷幕。6月12日，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
无疑是世博会期间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之一。6月13日-19日期间，“2010上海‧日本电影周”活动将作为世博会“JAPAN 
WEEK”的认定活动，迎接中日两国的电影人和观众的到来。

本次日本电影周中放映的11部电影，都是近年来在日本的各大电影院上映的代表电影，生动而丰富地表现日本的文化风尚、
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反映了日本电影的现状。对于平时极少看到日本电影的中国观众、到访世博会的外国游客来说，也是一
次欣赏最新日本电影的绝好机会。希望通过电影周的举办，人们在银幕上感受日本和日本电影魅力，享受日本美丽风光的同时，
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和日本文化。

三城真一导演常盘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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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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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嘉宾代表团的豪华阵容日本嘉宾代表团的豪华阵容日本嘉宾代表团的豪华阵容日本嘉宾代表团的豪华阵容

第十三界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活动项目 上海世博日本馆サテライト事业 JAPAN WEEK认定活动

日中友好电影节实行委员会 风车影视文化发展株式会社 东京都中央区银座7-14-15 杉山BLDG５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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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主主办办办办

后后后后援援援援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日本国外务省 日本国经济产业省 日本国观光厅 中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
日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JNTO） 社团法人日本电影制作者连盟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海外推进室 上海日本工商俱乐部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织委员会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日中友好电影节实行委员会

上映作品上映作品上映作品上映作品（（（（11111111部部部部））））

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

欢迎晚宴欢迎晚宴欢迎晚宴欢迎晚宴

《哥哥的花火》《抽屉里的情书》《麻辣开锁王》《暗堡里的三恶人》《人间失格》

《横山家之味》《余命一个月的花嫁》《天使之恋》《南極料理人》《阿波舞》《钓鱼迷三平》

6月13日（日） 14：00～15：20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4F  Grand Ball Room
☆☆☆☆全体嘉宾全体嘉宾全体嘉宾全体嘉宾 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 （（（（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

6月13日（日） 19：00～20：30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94F
☆☆☆☆全体嘉宾全体嘉宾全体嘉宾全体嘉宾 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 （（（（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登壇者请参考后一页））））

舞台舞台舞台舞台谢礼谢礼谢礼谢礼

国本雅广导演 沖田修一导演高良健吾

◆◆◆◆开幕式电影开幕式电影开幕式电影开幕式电影《《《《哥哥的花火哥哥的花火哥哥的花火哥哥的花火》》》》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15151515：：：：45454545～～～～ 正大星美国际影城
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国本雅广导演 高良健吾 谷村美月

◆◆◆◆《《《《麻辣开锁王》》》》 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 6666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21212121：：：：00000000～～～～ 新天地国际影城
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市原隼人 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 21212121：：：：30303030 ～～～～

◆◆◆◆《《《《抽屉里的情书抽屉里的情书抽屉里的情书抽屉里的情书》》》》 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21212121：：：：00 00 00 00 ～～～～ 上海影城
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常盘贵子 三城 真一导演 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 21212121：：：：30303030 ～～～～

风车影视文化发展株式会社 上海上影电通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企划运营企划运营企划运营企划运营

闭幕式闭幕式闭幕式闭幕式
6月19日（日） 14：00～15：00 上海世博文化中心 6F
☆☆☆☆泷田洋二郎导演泷田洋二郎导演泷田洋二郎导演泷田洋二郎导演等舞台谢礼等舞台谢礼等舞台谢礼等舞台谢礼

◆◆◆◆特別上映特別上映特別上映特別上映（（（（4444回回回回）））） 6666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月月月月）））） 10101010：：：：00000000～～～～21212121：：：：00000000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世博世博世博世博文化中心文化中心文化中心文化中心6F6F6F6F
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登壇者：：：：常盘贵子 市原隼人 高良健吾 三城真一导演 国本雅广导演 沖田 修一导演

谷村美月



《钓鱼迷三平》
制作：2009年 时间：118分 发行：东映

作品简介 上映会场：正大星美国际影城・上海影城・新天地国际影城 等

《哥哥的花火》

开幕式电影 全球首映
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15151515：：：：45454545～～～～ 正大星美国际影城 等

制作：2010年 时间：119分
发行： Go Cinema,Inc

导演：国本雅广
脚本：西田征史

出演：高良健吾、谷村美月
大杉涟、宫崎美子

《暗堡里的三恶人》
制作：2008年 时间：118分 发行：东宝
导演：樋口真嗣 脚本：中岛Kazuki
出演：松本润、长泽雅美、阿部宽

《人间失格》
制作：2010年 时间：134分 发行：角川电影
导演：荒戸源次郎 脚本：浦沢义雄 原作：太宰治
出演：生田斗真、伊势谷友介、寺岛忍

石原Satomi、小池荣子、坂井真纪、室井滋

《天使之恋》
制作：2009年 时间：119分 发行：GAGA
导演・脚本：寒竹 友里
出演：佐佐木希、谷原章介、山本Hikaru

大石参月、七菜香、加贺美早纪

《横山家之味》
制作：2008年 时间：114分 发行：Cinequanon   
导演・原作・脚本 ： 是枝裕和
出演：阿部宽、夏川结衣、YOU

高桥和也、田中祥平、树木希林、原田芳雄

《余命１个月的花嫁》
制作：2009年 时间：129分 配给：东宝
导演：广木隆一 脚本：齐藤Hiroshi
出演：荣仓奈奈、瑛太、手冢理美、安田美沙子

柄本明、大杉涟、津田宽治、田口Tomorowo

《麻辣开锁王》
制作：2010年 时间：112分
发行：S・D・P、Show Gate
导演：前田哲 原作：芹沢直树
脚本：长谷川隆
出演：市原隼人、比嘉爱未、高冈苍甫、芦名星

《抽屉里的情书》
制作：2009年 时间：119分 发行：松竹
导演：三城真一
脚本：藤井清美、铃木友海
出演：常盘贵子、林遣都、八千草薫、仲代达矢

《南极料理人》
制作：2009年 时间：125分

《阿波舞》
制作：2007年 时间：111分
发行：CK Entertainment（Cubical）/Atmovie
导演：长江俊和 脚本：大野俊哉
出演：荣仓奈奈、胜地凉、北条隆博

桥本淳、尾上宽之

※※※※ 嘉宾或日程可能有变嘉宾或日程可能有变嘉宾或日程可能有变嘉宾或日程可能有变。。。。

制作：2009年 时间：118分 发行：东映
导演：泷田洋二郎 脚本：古沢良太
出演：须贺健太、冢本高史

香椎由宇、渡濑恒彦

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
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14141414：：：：00000000～～～～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4F  Grand Ball Room

豪华阵容大汇集！
俳優・女優： 常盘贵子、市原隼人、高良健吾、谷村美月
导演：三城 真一导演、国本 雅广导演、沖田 修一导演
注） 不含电影上映。播放2分钟的电影节活动介绍影像。

嘉宾到场活动

开幕式电影开幕式电影开幕式电影开幕式电影《《《《哥哥的花火哥哥的花火哥哥的花火哥哥的花火》》》》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
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15151515：：：：45454545～～～～

正大星美国际影城

登壇者： 国本 雅广导演、高良健吾、谷村美月

欢迎晚宴欢迎晚宴欢迎晚宴欢迎晚宴
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19191919：：：：00000000～～～～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94F

①

②

③

④

⑤

登壇者：市原隼人
注注注注））））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 18181818：：：：30303030 ～～～～

登壇者：常盘贵子、三城 真一导演
注注注注））））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电影上映 18181818：：：：30303030 ～～～～

电影电影电影电影《《《《麻辣开锁王》》》》 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
6666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20202020：：：：30303030～～～～

新天地国际影城

电影电影电影电影《《《《抽屉里的情书抽屉里的情书抽屉里的情书抽屉里的情书》》》》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舞台谢礼
6666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20202020：：：：30303030～～～～

上海影城

豪华阵容大汇集！
俳優・女優： 常盘贵子、市原隼人、高良健吾、谷村美月
导演：三城 真一导演、国本 雅广导演、沖田 修一导演
注） 不含电影上映。播放2分钟的电影节活动介绍影像。

制作：2009年 时间：125分
发行：东京剧院 导演・脚本：冲田修一
出演：堺雅人、生瀬胜久、Kiraro

高良健吾、丰原功补

泷田洋二郎导演
只出席19日的闭幕式。

闭幕式不开设媒体报名。



致上海上影电通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0201020102010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日本电影周日本电影周日本电影周日本电影周””””采访报名表采访报名表采访报名表采访报名表

媒体机构名

采访人姓名
（活动当日负责人）

希望采访活动编号

请填写前一页的活动编号。

第一希望 第二希望 第三希望
希望采访活动编号／名称

采访人数

希望采访活动编号／名称 希望采访活动编号／名称

希望采访嘉宾
（演员／导演）

采访人数

希望采访嘉宾

例：希望日中友好电影节实行委员会配备中日文翻译。

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
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

采访人数

采访人数

希望采访嘉宾

采访人数

采访人数

希望采访嘉宾

FAX：8621-6456-5955

联系方式

手机（活动当天的联系方法）

电话

FAX

E-mail @

※※※※ 根据嘉宾的日程根据嘉宾的日程根据嘉宾的日程根据嘉宾的日程，，，，登坛者如有变化登坛者如有变化登坛者如有变化登坛者如有变化，，，，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
※※※※ 有关单独采访有关单独采访有关单独采访有关单独采访，，，，如不能按报名希望一一予以安排如不能按报名希望一一予以安排如不能按报名希望一一予以安排如不能按报名希望一一予以安排，，，，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

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采访的通知书会根据报名情况与我方最后安排发送。。。。
※※※※ 电影节当电影节当电影节当电影节当天的天的天的天的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开幕式、、、、欢迎晚宴欢迎晚宴欢迎晚宴欢迎晚宴、、、、各舞台谢礼各舞台谢礼各舞台谢礼各舞台谢礼的场次的场次的场次的场次，，，，我们都会安排媒体登记处我们都会安排媒体登记处我们都会安排媒体登记处我们都会安排媒体登记处

和媒体采访人员专座和媒体采访人员专座和媒体采访人员专座和媒体采访人员专座。。。。欢迎大家尽早报名欢迎大家尽早报名欢迎大家尽早报名欢迎大家尽早报名。。。。
有不明之处有不明之处有不明之处有不明之处，，，，请询问叶小姐请询问叶小姐请询问叶小姐请询问叶小姐（（（（ moviemagic_yl@163.com））））

采访时的希望
（自由问答）

例：希望日中友好电影节实行委员会配备中日文翻译。
例：希望收录声音。希望现场直播。
例：由于拍摄的照片将作为杂志封面刊登，希望委员会提供较大的采访房间（3×3m以上）
例：采访内容将在当晚节目中播出，希望采访时间安排得早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