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4届美国家庭电影奖颁奖典礼

将于2021年2月25日在洛杉矶环

球影城希尔顿酒店举行。

第24届
年度颁
奖典礼



世界电影协会很荣幸能够于2021年2月

25日（星期四）在洛杉矶环球影城希

尔顿酒店播放第24届美国家庭电影

奖颁奖典礼，届时将全球直播，地

址：加利福尼亚州环球城好莱坞大

道555号，邮政编码：91608。

创始人兼总裁：奥林匹亚·吉里尼博士

（Olympia Gellini）、

董事长：马小秋女士（Xiaoqiu Ma）

执行制片人：罗杰·尼尔（Roger Neal ）、联

合执行制片人：裔锦声博士（Jeannie Yi）



关于家庭电影奖
家庭电影奖于1996年由奥林匹亚·吉里尼博士（Olympia Gellini）

创立，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出品。

2017年，吉里尼博士（Dr.Gellini）与罗杰·尼尔（Roger Neal）重

聚，罗杰·尼尔（Roger Neal）参与了1996年CBS电视台特别节目的制

作，作为执行制片人的尼尔(Neal)，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同样呕心沥血的

制作了该节目。今年，第24届家庭电影奖颁奖典礼已录制，将在美国和

世界各地播出。

家庭电影奖是为了祝贺和表彰在家庭电视、电影及音乐领域中的佼佼

者。由20位好莱坞著名导演编剧影评组成的蓝缎带评选小组选出最佳电

影和系列奖项。

今年罗杰·尼尔（Roger Neal）将再次执导第24届家庭电影奖。

裔锦声（Jeannie Yi）博士作为联合执行制片人加入了该团队，马小秋

（Xiaoqiu Ma）女士是今年颁奖典礼的主席。

家庭电影奖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讲述了美国和中国的很多充满

勇气、韧性和希望的故事。电影受到了全世界家庭的喜爱，它带来了丰

富的情感体验，展现出了许多人类内心的戏剧性的情景。

在更小的荧屏——电视上，全球体验被每个家庭所共享。它通过积极向

上的、正面的、充满生命激情的戏剧来启发和塑造着世界。

家庭电影奖如今已王者归来！今年的颁奖典礼使得中美两国聚在一起，

共同庆祝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普遍主题。当我们看到、体会到那些我们

从未去过的地方的人们的生活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故事是那么的相

似，我们对未来有着同样的愿景和期望！



在家庭电影奖上的获奖明星和颁奖嘉宾

内芙·坎贝尔（Neve Campbell）

汤姆·汉克斯（Tom 
Hanks ）– 奥斯卡奖得主

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 – 奥斯卡奖得主

朗·霍华德（Ron Howard) 
– 奥斯卡奖得主

戴安·拉德（Diane Ladd） 
– 奥斯卡奖提名者蒂姆·艾伦（Tim Allen)



杰瑞·麦佛尔斯
（Jerry Mathers）

代表作：《 反斗小宝贝》

李·珀塞尔

（Lee Purcell） 

–电视明星

在家庭电影奖上的获奖明星和颁奖嘉宾如下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朗·霍华德（Ron Howard） 
汤姆·汉克斯（Tom Hanks）

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 
劳拉·邓恩（Laura Dern）

戴安·拉德（Diane Ladd）
内芙·坎贝尔（Neve Campbell）

蒂姆·艾伦（Tim Allen）
指针姐妹（The Pointer Sisters）
杰瑞麦佛尔斯（Jerry Mathers）

莉迪亚·康奈尔（Lydia Cornell）
李·珀塞尔（Lee Purcell）等。

莉迪亚·康奈尔（Lydia 

Cornell） 代表作：

《亲密接触》(Too Close For 

Comfort)、《消消气》(Curb Your 

Enthusiasm )

执行制片人罗杰·尼尔与奥斯卡奖得主
劳拉·邓恩（Laura Dern）、
林恩·尼尔（Lynn Neal）

指针姐妹团– 

安妮塔和邦妮

（Anita and Bonnie）



赞助商套餐

家庭电影团  赞助1.5万美元

• 在所有媒体墙上展示徽标

• 在所有新闻稿件中署名

• 在2小时的播放时间内，展示一（1）个电视广告牌

• 颁奖典礼两（2）个座位-包括晚宴

• 一（1）人上台走红毯

•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裔锦声博士（Jeannie Yi），电子邮

箱：jeannieyi@hotmail.com或罗杰·尼尔（Roger 

Neal），电子邮箱：prstarus2000@yahoo.com；或拨打电

话： 323-366-2796  

玛格丽特·艾弗里（Margaret Avarey）
– 奥斯卡奖提名者

泰瑞·莫尔Terry Moore – 奥斯卡奖提名者

托尼娅·班可 Tonya Banks 
 出演电视剧《小妇人：洛杉矶》

(Little Women LA)



赞助商套餐

家庭电影团 赞助3万美元

• 在所有媒体墙上展示徽标

• 在所有新闻稿件中署名

• 在2小时的播放时间内，展示两（2）个电视广告牌

• 颁奖典礼四（4）个席位-包括晚宴

• 两（2）人上台走红毯

•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裔锦声博士（Jeannie Yi），电子

邮箱：jeannieyi@hotmail.com或罗杰·尼尔（Roger 

Neal），电子邮箱：prstarus2000@yahoo.com；或拨打

电话： 323-366-2796  
希瑞·威尔森

（Sheree J. Wilson） 
代表作《德州行者》

(Walker Texas Rangers )

苏珊`奥尔森Susan Olsen 
代表作《脱线家族》
(The Brady Bunch)

玛拉·吉布斯（Marla Gibbs） 
代表作《杰弗逊一家》

(The Jeffersons)



赞助商套餐

家庭电影团 赞助3万美元

• 在所有新闻稿件中署名

• 在所有媒体墙上展示徽标

• 在2小时的播放时间内，展示两（2）个电视广告牌

• 颁奖典礼四（4）个座位-包括晚宴

• 两（2）人上台走红毯

•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裔锦声博士（Jeannie Yi），电子邮箱：

jeannieyi@hotmail.com或罗杰·尼尔（Roger Neal），电子邮箱：

prstarus2000@yahoo.com；或拨打电话： 323-366-2796  

安迪·马达迪安
Andy Madadian 

好莱坞星光大道音乐明星

格洛丽亚·加里尤亚 Gloria Garayua 
代表作《逍遥法外》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芭芭拉·卢娜  Barbara Luna  
代表作《星际迷航》(Star Trek)



赞助商套餐

家庭电影金奖7.5万美元

– “Brought to You By” 赞助商
• 在所有新闻稿件中署名

• 在所有媒体墙上展示徽标

• 在2小时的播放时间内，展示六（6）个电
视广告牌

• 被冠名为“Brought to You By”赞助商

• 在颁奖典礼上拥有三张桌子，十五（15）
个席位-包括晚宴

• 在颁奖典礼电视转播期间播出2次时长为30
秒的广告

• 五（5）人上台走红毯

•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裔锦声博士（Jeannie Yi），电
子邮箱：jeannieyi@hotmail.com或罗杰·尼尔（Roger 
Neal），电子邮箱：prstarus2000@yahoo.com；或拨打
电话： 323-366-2796  

温克马丁代尔（Wink 
Martindale）和妻子Sandy—

—传奇游戏（Legendary 
Game Show）
节目主持人执行制片人罗杰·尼尔（Roger 

Neal）与最佳女演员奖得主麦肯娜·
格瑞丝（McKenna Grace）  、

奥林匹亚·吉里尼博士合影
Dr. Olympia Gellini 



赞助商套餐

家庭电影奖铂金赞助商 10万美元

科里·奥利弗（Cory Oliver） 
–代表作《上帝未死》
(God’s Not Dead)

执行制作人罗杰·尼尔（Roger Neal ）与奥林匹亚·吉

里尼博士及奥斯卡提名曲作者戴安·华伦（Diane 
Warren）合影

–“Presenting” 赞助商
• 在所有新闻稿件中署名

• 在所有媒体墙上展示徽标（展示次数最多）

• 在2小时的播放时间内，展示八（8）个电视广告牌

• 四张桌子—颁奖典礼二十（20）个座位—包括晚宴

• 在颁奖典礼电视转播期间播出一个30秒的广告，每隔
30分钟播出1次或全程播放4次

• 十（10）人上台走红毯

•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裔锦声 Jeannie Yi，电子邮箱：
jeannieyi@hotmail.com或罗杰·尼尔（Roger Neal），电
子邮箱：prstarus2000@yahoo.com；或拨打电话： 
323- 366-2796  



其他出席家庭电影奖的明星

《华生一家》(Cast of The Waltons)演员 – 朱迪·诺斯（Judy North）、

米歇尔·伦奈德（Michael Learned）、  卡米库尔特（Kami Coulter）、 

埃里克·斯科特（Eric Scott）

查尔斯·弗莱舍
（Charles Fleischer）

– 兔子罗杰Roger Rabbit配音

玛格丽特·奥布里（Margaret 
O’Brien）

– 奥斯卡得主、影视界传奇
人物

史蒂芬·克雷默·格利克曼 （Steve 
Kramer Glickman） - 喜剧大师



参加过罗杰·尼尔（Roger Neal）制作的

节目的明星

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 – 奥斯卡奖获得者

布莱丝·达拉斯·霍华德（Bryce 
Dallas Howard）

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

杰森·帕特里克
Jason Patrick

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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