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尾 田 荣 一 郎 监 修
Hello， ONE PIECE 路 飞
来了！”中国大陆首次巡展·
成都会场（《航海王》特展）在
1月30日四川博物院开幕以
来火爆异常，60元到120元不
等的票价依然让习惯了免费
看展的成都动漫观众趋之若
鹜。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展览方了解到，自开
展至今，《航海王》特展观展
人次达到数万。随后正好遇
到周末和情人节，现场观展
更呈现排长队的情况。

展览门票情况早早就予以公布：早鸟票100元、儿童/老年票60元、学生票80
元、成人平日票110元、成人假日票120元、VR体验票30元……虽然展览主办方
为观众提供了大量优惠，比如早鸟票、学生票、老年票等，此外还开展了大量的
互动活动，给观众赠票。但毫无疑问，这场将持续至5月的展览从目前来看，票房
飘红已是铁板钉钉。

值得一提的是，《航海王》特展更是作为官方公立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
的四川博物院首次举办的商业收费展。这些年国内各类博物院（馆）开始以越来
越开放的心态办展，其背后的考量值得玩味。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近日采访
了展览主办方、商业操盘方和部分观众，解密四川博物院首开商业展《航海王》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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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天临致歉：愿意配合调查
退出北大博士后工作》追踪

演员“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
件又有了新进展。昨天，北京电影学
院通报“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
题的调查进展：决定撤销翟天临博
士学位，取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
师资格。翟天临、陈浥对此均表示接
受。相关问题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19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在官
方微博发布《关于“翟天临涉嫌学术
不端”等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说明
（二）》，说明表示：连日来，在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我校对翟天临涉嫌学
术不端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学校学
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
会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翟天临博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在《广电时评》上
的《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
的表演创作》一文进行了鉴定，认
定：该文中的一些论述是基于翟天
临个人表演艺术创作体验而进行的

阐发；文中关键表述使用了其他专
家的观点，但未做引用注释说明，存
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
现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导师陈浥
未能认真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 40 号）《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
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
的意见》（学位［2010］9号）《教育部
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 1号）等
相关文件规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会建议、
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决定、校长办
公会研究同意：撤销2018届博士研
究生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的
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翟天临、陈浥
对此均表示接受。其他相关问题的
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北京电影学院：
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博导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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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获奖/
“不变初心，还是好好拍戏。”

王景春向记者透露，他目前在
巴黎度假，“我想休息两天，回来后
新的工作就开始了。新的戏都在谈，
还没有具体定下来。”问及获奖后自
己接拍新戏的标准是否会变化，王
景春直言：“心态不变，不变初心，还
是好好拍戏，还是老老实实做人，追
求的是好的剧本，好的人物，在类型
上，新的形式想去尝试一下，没有演
过的新的人物去塑造一下吧。”

王景春，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系。1998 年参演电视剧《生死
之门》出道，1999 年主演首部电影

《我们结婚吧》，2009 年凭借《疯狂
的玫瑰》一举斩获第十届电影百合
奖优秀男演员奖，是公认的演技精
湛、实力雄厚的内地男演员。

2013 年，王景春曾凭借《警察
日记》获得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奖。此次凭借《地久天
长》拿下柏林银熊奖，是王景春拿下
的第二个世界A类电影节奖杯。在
得奖后不久，王景春在微博上激动
高呼“擒熊成功”。

谈新片/
抱着咏梅奔跑的戏拍了五天

《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家园三
部曲》中的首部作品，与王小帅以前
的作品相比，《地久天长》时间跨度
更长，叙事背景也更为宏大。王景春
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是渔场的一位
修理铺老板，外表木讷，内心敏感，
在片中还经历了丧子之痛。年龄跨
度大，要从20多岁演到60多岁，在
表演上需要调整自己的体重和声
音。为此，他还用一个月减肥30斤。

戏中有一场难度比较大的戏是
王景春抱着咏梅奔跑的戏，“我那段
时间在节食，没吃东西，那场戏拍了
五天，非常难拍，拍到最后一个镜头
后，拍了好多遍，晚上一点多钟了，
说再来一遍吧，最后一遍过了以
后，全剧组的人欢呼，感觉像打了胜
仗似的，那个镜头非常非常的难。”

《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放映
时反响强烈，看哭不少观众，提及
此，王景春表示，“这个片子其实大
家都能产生共鸣的，是因为能够了
解这个情感，是一种下意识的哭，这
个戏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掉过一滴

眼泪，还是非常克制和内敛的。观众
自然会产生共鸣，控制不住的哭，那
没办法，我们不是说是一个虐心的故
事，我们是讲当下中国正常的一个老
百姓的生活。”问及电影会向年轻观
众传达什么情感，王景春表示：“我们
表达的是当下生活，不管是60后，70
后，80后 90后，00后，都可以找到自
己生活里见过的人，都有一样的情感
表达，我们这个是讲情感的戏，讲父
爱、母爱，讲社会关系，讲友谊。”

谈将来/
希望继续拿奖

其实，王景春自己也有当工人
的经历。王景春生于新疆阿勒泰，
19岁起，他先是在新疆百货大厦工
作了3年，最初在工会做宣传工作，
后到鞋帽部卖童鞋，偶然结识了导
演朗辰。跟随朗辰学了两三年后，报
考艺术院校。提及这段经历，王景春
也没有回避，他表示：“有这个生活
阅历肯定是非常好的，在塑造人物
上面很方便，而且那些技能还都会，
重新拿起来都在，挺好的。”

演员喻恩泰发文回忆与好友王
景春关于许愿的往事。喻恩泰在文
中说，“王景春同学在睡觉前和我微
信，我提出了具体的疑问：当时你在
湖边念念有词说的是什么？是不是
我有一个心愿，让我拿一次影帝？景
春的答案是，他当时小声说的：影
帝，不能只拿一次，要一直拿…”说
到这件事，王景春哈哈大笑，他表
示：“他（喻恩泰）写了一个编排我的
段子，看了，挺好的，是真事。”问及
今后还想拿什么奖项，王景春说：

“对了，还继续呗，继续愿望吧。”
采访过程中，王景春十分幽默，

还向记者开起玩笑，不时冒出一句四
川话“晓得，晓得，我听得懂你的川
普。”问及有什么话想向成都粉丝想
说的，王景春回答：“成都是个好地
方，我女儿就在成都，问成都的朋友
们好。”

王景春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我
还想把奖献给我的女儿，她让我知道
做父亲是多么美好。今天人们都是因
为电影欢聚在这里，愿全世界所有的
情感和爱，地久天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风靡全球的漫画IP《航海王》，是
日本漫画家尾田荣一郎创作的漫画作
品，讲述主人公路飞与志同道合的伙
伴们在大海上展开了一系列冒险旅
程，立志成为“航海王”的故事。自
1997 年在《周刊少年 JUMP》连载以
来，二十多年间这部作品风靡全球，深
受无数漫画迷喜爱，截至2018年7月，
漫画全球累计发行已突破4亿4000万
本。这部漫画在中国也深受好评，拥有
大量粉丝。

主办方在发给媒体的情况介绍里
提到，此次巡展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
努力，得到了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的大
力支持，以漫画艺术为主题，丰富了中
日两国当代文化交流的内容，成为增
进两国青年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的重
要纽带。主办方表示，希望可以开启中
日双方更多的民间文化交往和合作。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此次展览的促
成实属不易，为获得集英社官方授权，
给粉丝真正正版的观展体验，主办方付
出了巨大代价。“因此，本次巡展也极有
可能将是唯一一次全国巡展。”本次《航
海王》中国大陆巡展由作者尾田荣一郎
亲自监修，展出了包括原创绘画、大型
场景复原、《One Piece》原创故事等不
同艺术形态的官方版权授权展品。同
时，主办方精选航海王诞生22年间百余
幅经典插画，和集英社“镇社之宝”巨型
尺幅原画全球首次公开展出，力求较为
完整地还原尾田荣一郎的创作轨迹。展
览还特意为此次巡展开发并首次呈现
了“剪影画影像技术”。

带父母去种一口好牙，慢慢成为
年轻人孝敬父母的一种流行方式。父
母也希望有一口好牙，吃饭香，身体
棒，不给儿女添麻烦。为帮助更多人
享幸福生活，爱心单位特邀瑞士、德
国、韩国等种植牙厂家，联合启动“新
春春牙计划”，进口种植牙补缺牙半
价做，种植2颗送1颗，共送出500颗牙
冠。请拨打028-69982575报名。
■你的活动假牙还好吗

今年春节有一个新闻引起大家
关注，七旬老人吃汤圆把活动假牙
咽到肚子里，这条新闻让人惊出一
身冷汗。活动假牙不仅有误吞的风
险，其材质还可能会影响口腔卫生，
金属卡环和挂钩更易引起口腔溃
疡，连累真牙。活动假牙带给缺牙市
民的痛苦该怎么解决？
■半口缺牙，6颗种植牙来修复

单颗缺牙的，可缺哪颗补哪颗，
不伤及邻牙。对于半口全口缺牙市
民来说，可选择种植6颗修复半口方
案，更省钱，参与“春牙计划”，可享

厂家援助1万元；进口种植牙半价
做，种植牙种2颗送牙冠1颗。
■有机会获免费种植牙

贫困、国家优抚对象有机会获免费
种 植 牙 。针 对 本 报 读 者 ，拨 打
028-69982575报名，可预约口腔医师进
行免费口腔检查，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
■一人做矫正，全家得福利

龅牙、牙齿不齐等市民做矫正，
可享价值9000元的全家免费口腔项
目，免费补牙、免费洁牙、免费儿童
涂氟、窝沟封闭等；种植牙、矫正、美
白减免金等。电话028-69982575。

补缺牙？种植牙半价啦

专访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得主王景春：

不变初心，
还是好好拍戏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 1717日凌晨日凌晨，，
第第69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
行颁奖仪式行颁奖仪式，，中国影片中国影片《《地地
久天长久天长》》中两名主演王景春中两名主演王景春
和咏梅凭借出色演技获得和咏梅凭借出色演技获得
最佳男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女演员银熊奖。。1919
日日，，王景春接受成都商报王景春接受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电话专访红星新闻记者电话专访，，从从
获奖幕后获奖幕后，，到接拍新戏的标到接拍新戏的标
准准，，王景春谈了很多王景春谈了很多。。

解密四川博物院首开商业展背后：
票房飘红、观展人次达数万
《航海王》特展为何爆火？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坦
言此次特展博物院方面也经过半
年多的筹备，才终于对公众开放。

《航海王》中国巡展作为中国近
30年来投入最大、内容最为丰富
的动漫艺术巡展，在中国大陆地
区取得了非常多的突破，“首先它
是亚洲最大动漫出版社‘集英社’
首次在中国大陆亮相，也是《航海
王》的作者尾田荣一郎首次在中
国大陆举办他个人名义的动漫艺
术展，同时还是《航海王》品牌首
次联合集英社、东映动画这两个
亚洲最知名动漫品牌进行的商业
巡展，展览意义相当特殊。它不仅
会对中国的动漫产业产生十分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中
日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产生相当
积极的影响。”

四川博物院宣传营销部负责
人张衡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专访时谈到四川博物院首开商
业展览《航海王》背后的故事。张
衡介绍，川博首次举办这样的商
业展览，一方面有主管部门的审
批和支持，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漫
画艺术展，同时也是一个外事交

流展。另一方面川博针对公众服
务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
是在春节期间，展览方对一线服
务、宣传推广、安全保卫等做了大
量预案，确保展览有序进行，为公
众提供一个良好的观展环境。

记者注意到，这些年国内各
类博物院（馆）开始以越来越开放
的心态来办展，其背后的考量值
得玩味。“之所以接纳这样的展览
在四川博物院展出，我们认为一
方面是商展方主要看重博物院的
学术高度和经典的符号意义，展
览本身是一个具备很高艺术性的
动漫艺术展，而不是那种纯粹娱
乐化的普通动漫展，这中间的差
异非常大，这些年中国一直大力
发展动漫产业，而我们的动漫产
业相比日、美等发达国家还有很
大距离，因此代表世界动漫最高
水准的《航海王》特展选择在四川
博物院举办也就合情合理了。另
一方面，四川博物院也希望以年
轻人喜欢的动漫艺术吸引更多低
年龄层观众来到博物院，这也将
进一步拉近经典文化和大众之间
的距离。”张衡说。

记者从博物院和商展方了
解到，此次《航海王》展览以商业
展形态呈现出来，主要原因是高
昂的版权费用使得展览的成本
较高，同时展览在其他国家和地
区均以商业形态进行，越是好的
展览门票也相应越高（一个好的
展览从版权、设计、制作到管理
的成本都较高）。博物院方面提
供展览场地，参与票房分成，但
具体分成比例，博物院方面并未
透露。

“优质展览内容吸引更多
文化消费，消费所得资金扩大
展览投入，更高的投入催生更
优质的展览内容”。张衡提到，
目前在全国博物馆界，收费展
是一个趋势，如国家博物馆、南
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都
在做收费展的尝试，“川博也将
在今后的展览中，进一步做好
针对广大公众的公益展览，并
尝试推出具有高水平的、受观
众喜爱的收费展。”

展览操盘手，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国际艺术交流院《艺述
中国》执行主编，东岭艺术品有
限公司 CEO王灏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
随着民众对精神领域的需求变
得越来越多，展览是一个很好途
径，让大众对文化、艺术、思想、
历史有所了解。“公司一直致力
于世界范围内经典文化和知名
文化品牌的引进。通过两年多的
谈判，我们终于拿下了集英社

《航海王》品牌在中国的展览版
权，这在中国展览领域可以说实
现了一个巨大突破，是目前为止
中国展览领域投资最大的项目
之一。作为日本动漫的代表品
牌，《航海王》在中国有人数相当
庞大的观众和粉丝，他所宣扬的
年轻人积极开拓的冒险精神激
励了几代人，因此我们相信，这
个展览也会在中国受到广泛的
欢迎，选择商业展模式也是因为
其高昂的版权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部分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谈判时间长达两年
目前中国展览领域投资最大的项目之一

特展背后

对中国动漫产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拉近经典文化和大众之间的距离

特展意义

在商展方看来，本次巡展第二站
落地在四川博物院，是看中其西南最
大综合性博物馆的位置和体量。成都
展展出面积达到近3000平米，还有
特意为成都粉丝创作的手绘原画等
展品首次与观众见面。此外，还可以
与真人比例大型手办合影、亲身VR
体验尾田荣一郎特别绘制原创插画、
购买官方授权衍生品……

在记者采访的数位观众眼里，
他们更看重展览本身的丰富性和血
缘性，即是否呈现了更多的漫画原
作和来源是否“官方”、“正版”。“在
博物院这样的地方观展，感觉更正
规，现在一些商业展动辄就打着原
作、真迹的名目，又放在一些商业空
间里展览，但进去后感觉被忽悠了，
体验感不好。”一位观众这样说。

另外，成都特展作为全国巡展
的第二站，也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展
场。几位动漫方面的专家提到，近年
来，中国的漫画市场中涌现出许多
优秀作品，而日本漫画在创作理念、
绘画技法和科技融入等方面有全新
探索，对中国动漫有着极大借鉴与
启发意义。成都也被誉为全国动漫
产业“第四城”，据相关数据，截至目
前从业人员超过10万余人，汇聚相
关产业企业上千余家。展览方提到，

“此次展览也呈现出世界顶级漫画
艺术创作背后的思想与方法，同时
也为西南地区的漫画和文化艺术提
供了一个国际化交流、展示、学习的
窗口。”

特展之“特”：
风靡全球的漫画IP来蓉
真正正版的观展体验

特展之“热”：
川博青少年观众不少
虽然这个展览要收门票

特展现场

《航海王》拥有大量粉丝

王景春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