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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最贵的“熊出没”

有观众看过河南话版《熊
出没·原始时代》后评价，“没想
到在一部动画片中也能听到亲
切的乡音，随着剧情的发展，代
入感很强，我和孩子都看得不
亦乐乎”。事实上，《熊出没》在
市场上也上演了一出逆袭好
戏。据黄紫燕介绍，在大年初
一上映首日排片仅有4.4%的
情况下，赢得了超过70%的上
座率，截至2月10日，《熊出没·
原始时代》的票房为4.55亿元，
位居单日票房榜第四。

黄紫燕表示，《熊出没·原
始时代》是历年来《熊出没》制
作成本最高的一部，因为以动
物为主，“不管是狼群、熊猫、
牛，还是猛犸象，这些形象都需
要重新建模，毛发渲染量是上
一部的十倍”。

“我们努力让成年观众感
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国产动画
效果，让《熊出没·原始时代》更
加接近好莱坞动画品质。”黄紫
燕说。

在儿童和家长之间
找到微妙的平衡点

黄紫燕表示，一部合格的
亲子合家欢需要在孩子的理解
力和家长的需求度之间找到平
衡点。片中小狼飞飞和部族首
领的关系就经过数次讨论，刚开
始设置成父女关系，经过大量讨
论后，最终把部族首领变成反
派。“因为儿童理解起来会比较

困难，定义成反派就容易多了，
这就是需要找平成人和儿童两
种视角的关系。”黄紫燕说。

作为国产动画片中最成功
的亲子合家欢，黄紫燕说《熊出
没》秉承着两个成长，“一方面
是片中角色的成长，另一方面
是这个IP主题的成长，现在越
来越多的年轻观众已经接受并
喜欢上了《熊出没》”。

用乡音版体现
国产动画的家国情怀

从文化上来讲，今年的春
节档是“家国档”，《流浪地球》
体现了“大国自信”，《熊出没》
则强调“大家团圆”，乡音版《熊
出没》希望以各地方言为介质，
帮助成年观众和孩子找到文化
的根，打通祖孙三代。

之所以选择河南等五地方
言，黄紫燕解释是出于两个方
面的考虑，因为河南、四川、陕
西、湖南都是外出务工大省，大
量在外地工作的观众很少能说
家乡话，如何让乡音乡情得到
更好传播，让孩子更容易接触
到乡音文化，动画片显然是最
好的平台。

黄紫燕认为，每一种乡音
背后都有鲜活的本地文化风
貌，《熊出没·原始时代》的五地
乡音版在全国银幕上的争奇斗
艳也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的丰
富性和多样性，从而使得方言
的魅力再次被人们所重视，这
也是国产电影肩负文化传播的
体现之一。

春节期间，演员翟
天临“学霸人设崩塌”的
相关话题，持续在社交
网站热搜榜高挂。而就
在一周之前的 1 月 31
日，当翟天临在微博晒
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博士后的录用通知书
时，网友还是一片“优
秀”“恭喜”的称赞之声。

之所以舆论急转直
下，突然遭到如潮质疑，
是因为身为北京电影学
院博士的翟天临，因在
一段直播中问网友“知
网是什么”，被指其博士
学位有水分。虽然他发
微博答疑“我说我不知
道 1 + 1=2 也 有 人 信
吧”，却并未让公众疑虑
消散。针对多个细节的
质疑声，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有网友将其 2018
年8月发表于某期刊上
的论文《谈电视剧〈白鹿
原〉中“白孝文”的表演
创作》一文进行查重，结
果显示，这篇不到 3000
字的论文，出现大段抄
袭 ，重 复 率 达 到
40.4%。同时，网友根据
其博士就读学校的学位
授予细则，博士生必须
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
术期刊上发表与本学科
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
文，其中应至少有 1 篇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才
能取得博士学位，但未
能检索到相关论文。到
2 月 10 日，有网友甚至
深扒翟天临的高考成绩
也可能有破绽。

面对种种质疑，“翟
天临工作室”官微发声
明解释，称翟天临的毕

业论文由学校统一上传
知网，公开时间大约在
2019 年上半年。对于

“未查到翟天临博士的
C 刊论文，不符合博士
毕业要求”，声明称“翟
天临完全符合北京电影
学院 2014 级博士生学
位授予细则的各项要
求，在读期间学术性论
文发表质量达标”。不
过，由于未就 C 刊论文
具体发表内容和平台直
接回应，再度引来网友
的追踪质疑潮。

细看这则声明，对
这场风波的影响可谓有
着充分的认识：“引发了
社会公众对翟天临获得
博士学位合理性的质
疑，甚至无端上升到对
北京电影学院学术水平
的 质 疑 ，影 响 极 为 恶
劣。”正如声明所表达
的，这场风波早已不是

“学霸人设崩塌”的明星
个人问题，更不同于明
星私人绯闻所带来的舆
论狂欢，而是涉及公众
对于其学位授予合理性
的质疑。这个话题的严
肃性，才是网友穷追不
舍的根由。

明星出轨、离婚等
娱乐圈明星负面舆论事
件，最经常的做法是，等
待网络话题的转移，然
涉及公共领域的话题则
需要透明处理。公安部
门对于明星吸毒、酒驾
传言，往往能及时回应，
教育管理部门也不能无
视舆论争议。遗憾的
是，即使翟天临一方的
回应未能解释公众心头
疑虑，也迟迟等不到授
予学位的校方回应。

当然，疑似学术不
端行为的调查更为复
杂，事实认清需要一定
的时间周期，但是不能
不回应公众关切。依据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办法》，高
等学校对媒体公开报
道、其他学术机构或者
社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
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
行为，应当依据职权，主
动进行调查处理。

博士学位是代表着
学术水平的严肃评价体
系，是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与明星身份无关。
这场风波自然是因为明
星身份而受到关注，但
既然涉及的是疑似学术
不端行为，则跳出了娱
乐圈范畴，需要教育部
门来调查。

演员与学者可以交
叉，也符合公众对于演
员综合素质的期待，但
要做到两者兼顾，前提
是有与之相符合的能力
和学识，博士的“帽子”
不是随意戴的。毕竟不
同于演艺界“演而优则
导”，“演而优则学”有着
透明的公正门槛。

网友们摆事实，其
权威性自然不如相关职
能部门的专业调查，不
管是学术诚信还是学位
授予标准都应该经得起
追问，而声明中所提及
的“伤害翟天临先生的
个人声誉”也理应得到
公正的对待。期待“一
锤定音”的官方发声，为
这场风波画上句号，而
不是像以往的娱乐事件
那样，依靠话题转移，留
下一个未解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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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文 白周峰 摄影

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在春节档如约而至，据片方介绍，
《熊出没·原始时代》除了普通话版外，又增加了河南话、四川话、
陕西话、湖南话和粤语五个方言版本。2月13日，《熊出没·原始
时代》五地乡音版将在全国正式上映。2月8日大年初四，大河
报《河之洲》观影团征集影迷提前观看了河南话版《熊出没·原始
时代》，新鲜、生动、有中州韵味成为观众的一致评价。

一部主打亲子合家欢的动画片为何要发行方言版？昨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熊出没·原始时代》出品方之一，宣
发方乐创文娱高级副总裁黄紫燕，她表示，希望通过尝试，让国产
动画通过“乡音”来服务中国观众，从而体现方言的魅力，推动方
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严肃点
说正事呢

翟天临论文风波
比“学霸人设”
更重要的是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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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河之洲》观影团的影迷排队领票

翟天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