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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回应“翟天临事件”: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在2月15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
人续梅针对演员翟天临涉
嫌学术不端的事件予以了
回应，重申教育部对于学
术不端行为一贯的态度是
零容忍。

续梅表示，教育部对
此事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要求有关方面迅速进行
核查。北京市有关方面也
在督促和指导北京电影
学院组织开展调查，北京
大学也开展了相关核查

工作。她强调，调查不光
涉及翟天临本人是否涉
嫌学术不端，也涉及相关
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有
没有问题。2月14日，北京
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都
已相继发布了阶段性核

查声明，翟天临本人也向
社会公开发布了致歉信，
并申请退出北大光华管
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
工作。

续梅重申，教育部对
于学术不端行为一贯的

鲜明态度，就是零容忍。
绝对不能允许出现这种
无视学术规矩、破坏学术
规范、损害教育公平的行
为。对于这些行为，教育
部坚决发现一起、核实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相信有关方面会非常认
真严肃地进行后续的核
查工作，依法依规作出处
理，也会第一时间向社会
公布相关的处理情况。”
续梅说。

（据《北京青年报》）

“大红灯笼”在华盛顿点亮
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2月13日晚，中国原创芭蕾舞

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于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歌

剧院上演。舞剧中极尽绚丽的色彩、动人心魄的戏剧张

力以及京剧、戏曲等元素的缤纷展现，吸引了2000余名

美国观众，更让气势恢宏的歌剧院内座无虚席。中国传

统元素与芭蕾艺术的完美融合，也赢得了广大美国观

众的心。首演当晚，当舞台上簌簌飘落的大雪仿佛要将

世界掩盖时，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汇成了一片掌声

的海洋，伴随着舞剧中主演们的一一返场亮相和谢幕，

观众们的热情被充分“点燃”，全场观众无一例外地起

立为艺术家们致以崇高的赞美。 （据《北京青年报》）

国内要引进《冰雪奇缘2》
改编自安徒生童话、曾经获得当年奥斯卡和金球奖最

佳动画长片的《冰雪奇缘》2014年在国内上映，收获近3亿元

票房，作为迪士尼童话里的“女性超级英雄”，片中的艾尔莎

女王收获无数粉丝，该片续作也提

上日程。观众对续集中艾尔莎和安

娜姐妹的命运也格外关注，然而近

日刚放出的《冰雪奇缘2》预告片的

开场就给人以黑暗沉重的感觉，这

还真是有点出乎预料。据悉《冰雪

奇缘2》将于北美11月22日首映，国

内必定引进。 （据《新京报》）

随着日前翟天临在微
博发文致歉，宣布退出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同时北京
电影学院宣布“翟天临涉
嫌学术不端”等问题已正
式进入调查阶段，在网络
上发酵了近一周的“翟天
临事件”，终于开始尘埃落
定。从2月8日网友质疑翟
天临身为北大博士却不识
知网，到扒出其学术论文
涉嫌抄袭、高考成绩疑似

“谎报”等，翟天临事件已
经产生“蝴蝶效应”。翟天
临主演并待播的电视剧
《深渊行者》也在日前被传
被北京卫视退片。

明星因为某些事情声
誉受损，不仅会影响个人前
程，同时也会连带影响其拍
摄的影视作品、代言品牌、投

资产业等。翟天临已不是第
一例。2017年，因涉嫌性侵至
今仍处于司法审判程序中
的高云翔；2018年因女演员
陈昱霖爆料自己和吴秀波
相恋7年而消失于大众视野
的吴秀波……网络对其人
品的质疑和对事实的揣测，
已影响多部影视作品的正
常排播，背后人力、资金的
损失或数以亿计。

播放平台和广告商更

在意演员口碑

吴秀波深陷“出轨门”
之时，他正在拍摄电视剧
《无名侦探》。1月19日，还
曾有媒体拍到吴秀波现身
剧组，表情严肃。但春节
后，该剧却突然传出因吴
秀波风波影响，拍摄或暂

时停摆。日前，曾有媒体致
电耀客传媒上海总部，工
作人员表示,《无名侦探》项
目组仍处于春节休假状
态。但随着该剧另一名演
员翟天临也陷入丑闻，记
者就拍摄进程，求证剧方
知情人士，对方表示后续
剧组官方发布消息。

在翟天临和吴秀波的待
播剧中，《无名侦探》并非唯一
受到波及的作品。由翟天临
担任监制、艺术指导和主演，
吴秀波出演的电视剧《深渊
行者》传闻被北京卫视退片。
虽然有媒体向北京卫视内部
人士求证，对方表示没听说
过这部剧，导演刘光也向记
者表示“不好意思，我只是导
演，发行的事不太清楚！”但
《深渊行者》的官微却曾在发
布片花时艾特北京卫视，似

乎确实有过合作意向。
虽然吴秀波“出轨门”

和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
目前尚无法律维度的最终
定论，但吴秀波在北京卫视
春节晚会和浙江卫视《王牌
对王牌》中的录制画面已全
部被删除；经记者观察，吴
秀波代言的某房地产电商
的官微也已删除吴秀波的
相关内容，由此可见，卫视、
视频平台对于艺人的社会
口碑和风评十分重视。

若作品受到影响可按

合同索赔

艺人陷入劣迹丑闻，
使其待播作品受到影响，
早在2017年高云翔涉嫌性
侵事件爆发时便有所警
示。其主演的电视剧《巴清

传》多次被传定档，但至今
仍播出无望。演员的行为
影响影视作品和代言，企
业究竟应当如何止损？北
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虎表示，任何一门生意，
有盈利就有风险。如今因为
演员个人形象问题，使得作
品出现风险，已属于正常的
风险范畴，“也是作为投资
方应该能预见到的。”因此
现在剧方在与演员、导演等
主创人员签订合同时，一般
会加上道德保证条款，例如
要树立正确的个人形象、不
能有负面态度、言论等。“而
且一般合同会约定，如果不
遵守这些条款，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比如赔偿甲方
全部损失，或承担百分之多
少的违约金，或退回全部片
酬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之

后，甲方可以根据合同约
定，找相关责任人，也就是
演员，导演，主创人员根据
合同的约定要求赔偿。”

赵虎透露，如今国外
一些出品方为了保证资金
链运作，甚至会给影视作品
上保险，即保证一旦电影在
拍摄中发生了不可抗力的
意外，导致电影拍摄不成，
保险公司将分担一部分损
失。“这是国外目前分散损
失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保险
目前在我们国内还特别少，
所以大多还是采用一些其
他的弥补措施，例如把某个
主演的戏份抹去，或者重新
拍摄他的戏份等。而采用这
类方式为公司带来的损失，
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找相
关的责任人要求索赔。”

（据《新京报》）

由宁浩执导，黄渤、沈
腾领衔主演的科幻片《疯
狂的外星人》影片票房超
17亿元，目前在春节档影
片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流
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
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乡
村教师》，但故事早已脱离
了原著，讲述了耍猴人耿
浩（黄渤饰）与卖酒的兄弟
大飞（沈腾饰），在遇到外
星人之后，与外星人展开
权力角逐的故事。

作为一部科幻片，导
演宁浩坦言该片投资4个
亿，光特效就花了2个多
亿，片中耿浩所在的“世界
公园”全部都是实景搭建
的，就连大飞房子外面那
条街道都是搭建的。宁浩
不无自豪地说，这部片子
的成本没有花在演员身
上，都花在制作费上了。并
且，电影将科幻元素与中
国本土化做了很好的结
合，教外星人杂耍、与外星
人喝酒等，都是中国特色
的元素，宁浩认为这是一
部只有中国人才能拍出来

的科幻片，也是自己最好
的作品。问及“疯狂”系列
还会继续拍吗？宁浩回答
得很干脆：“不会”，他认为
没有必要再拍下去了，还
想尝试更多其他类型。

据了解，两部科幻片
《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
人》坐稳了今年春节档的冠
亚军位置，由滕华涛执导，
鹿晗、舒淇主演的《上海堡
垒》、由吴炫辉导演，古天
乐、刘青云主演的《明日战
纪》、张小北执导的《拓星
者》等科幻片也将于今年上
映，如此数量众多的国产科
幻片在同一年上映，之前从
未出现。很多观众提出了今
年是国产片科幻元年的概
念，但是宁浩对“科幻元年”
的说法却持怀疑态度，他认
为很早之前，国产电影就有
过科幻题材的尝试，说今年
是科幻元年是对之前创作
者劳动成果的一种抹杀。

■背景新闻

“外星人”与“地球”有

渊源

2017年7月26日，《疯

狂的外星人》在青岛开机。
就在两个月前，另一部由
郭帆导演的科幻电影《流
浪地球》也在青岛开机。对
于科幻题材，两位导演都
是第一次尝试，拍摄过程
中他们互相打气，彼此沟
通拍摄进程，甚至还会伸
出援手给予硬件上的支
持。郭帆导演曾发微博感
谢宁浩：“一路以来，老宁
一直在帮我，客串不说，甚
至把《疯狂的外星人》的太
空舱和衣服都借给了《流
浪地球》用于拍摄。”观众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疯狂
的外星人》开头C国人的太
空舱和《流浪地球》中吴京
所在的太空舱很像。

宁浩之所以如此无私
地帮助同行，一方面是对
国产电影类型探索上的支

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人
情。《疯狂的外星人》和《流
浪地球》都改编自作家刘
慈欣的科幻小说，前者的原
著小说叫《乡村教师》。宁浩
看过刘慈欣所有的小说，是
他的忠实粉丝，就帮他打理
小说的版权事务，“刘老师
对版权市场这块不太懂，就
交给我处理了。”当时《乡村
教师》和《流浪地球》的小说
版权就在宁浩手中，《流浪
地球》属于硬核科幻，不是
宁浩的菜，《乡村教师》中裹
着科幻外壳的荒诞感却击
中了宁浩的“嗨点”，决定将
其改编成电影，而《流浪地
球》就卖给了中影，“当时
觉得中影公司比较大，比
较靠谱，就交给他们了，他
们就找到了郭帆导演。”

（据《新京报》）

【相关新闻】

翟天临吴秀波或被剧集出品方索赔

宁浩：不同意“科幻元年”这个说法

宁浩（中）与黄渤（左）、沈腾的组合是合作已久的老搭档

◎◎搜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