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编报室主办
责编 /余鹏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文娱新闻 01B

说（shuì）服变成了说（shuō）服 ，一骑（jì）红尘
变成了一骑（qí）红尘，粳（jīng）米变成了粳（gěng）
米……19日，一篇《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
刷屏社交网络，文中列举一大串读音改变的例子，并写
到，“不少网友查字典发现，许多读书时期的‘规范读
音’现如今竟悄悄变成‘错误读音’；经常读错的字音，
现在已经成为了对的。”这篇文章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网友纷纷惊呼“上了个假学”。

在当下各大视频网站，“倍速播放”的功能
备受用户青睐。人们可以任意选择0.75、1.25、
1.5乃至2倍的播放速度观看影视作品，有的网
站还在进度条上提示关键情节。这种技术手
段让观赏速度大幅提高，有的观剧者甚至可以

“一集十分钟、一天一部剧”。“倍速播放”的兴
起，究竟是观众太着急还是影视作品节奏太
慢？它对影视创作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人们总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多的信
息，习惯于高强度、移动化、碎片化的信息接收
方式。具体到影视领域，随着产业和技术的迅
猛发展，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电影、网络剧、
网络大电影等艺术门类在内的海量影视作品
在视频网站上线。“爆款”产品次第涌现，与之
相关的各种关键词也成为社交网络热搜榜单
上的常客。稍有倦怠，就有可能错过一个观剧
热潮，少了一次和大家就某一话题讨论畅谈的
机会。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尽可能地追赶舆论
潮流的进度，越来越多人选择倍速刷剧的捷
径。

影视作品的长度和质量也是人们打开倍
速播放的重要因素。当下大多数播出平台按
照“单集价格×集数”的方式购买影视产品。
把篇幅拉长，多卖几集，就能收回更多成本、获
得更大利润。于是，国产影视剧的篇幅越拍越
长，集数越来越多。据统计，2010年全年全国
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
剧目约430部15000集，而到2017年则达310部
13000集左右。单部电视剧集数从2010年单部
电视剧平均三十多集，发展到了2017年的四十
多集。然而，长剧集不代表高质量，反而成为
剧集“注水”的征兆。为了把有限素材转化成
更多成片，难免会出现篇幅冗长、情节拖沓的
情况。“内容不够、回忆来凑”成为行业的惯用
手段。部分创作者还采用拖慢对话节奏、重复
台词和无意义留白等方式凑剧情，将一集五六
十分钟的电视剧稀释地只剩下二三十分钟的
有效观看时间。此外，随着阅片数量的增加和
文化水平的提高，观众的观赏水平和审美品位
也水涨船高，对于一些缺乏创新精神、试图以
套路糊弄过关的作品，往往看到开头就猜出结
局。为了直奔主题，尽快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他们只得自行挤干“水分”，点击倍速播放
的选项，或直接拖动进度条。从某种意义上
讲，倍速播放承载着时下观众对影视剧注水问
题的抵触情绪。此时，观众手中掌握的不再仅
是选择剧集的“遥控器”，更是能够决定剧作影
响力的“传声筒”、检验剧作质量的“试金石”。

海量但良莠不齐的影视产品，有限且碎片
化的闲暇时间，以及不喜欢延时满足的大脑特
性，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倍速播放”成为时
下越来越多用户选择的观剧方案。不可否认，
这既方便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剧情人物，丰富
日常谈资，满足社交需要，也意外地营造出一
种娱乐效果，如加速后“鬼畜”感十足的音乐和

“连珠炮”式的对白。这种碎片化、带有戏谑性
质的观剧方式看似无伤大雅，但如果一旦成为
主流，给影视艺术带来的伤害却是致命的。很
多使用过倍速看剧的人表示，用2倍速看剧看
多了，就习惯了那种如同摁下快进键一般的声
音效果和画面动作。再看正常倍速的影视剧，
仿佛看慢动作回放一般。缺乏诚意的注水作
品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影视剧都是集编剧、
导演、演员等诸多工作人员的努力、心血和巧
思于一身的诚意之作，其中蕴藏着大量需要认
真揣摩的悬念铺垫和情节转圜，包含着诸多值
得细细品咂的生活细节、心理变化，及人性的
幽微之处。如果观众总是匆忙地在网上“打
卡”完一部剧集，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刷”下一
部，缺少消化、吸收和思考的过程。那么，长此
以往，将很难再产生那种对某个情节丝丝心
动、对某处艺术处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敏锐
观感，甚至使感知美的能力有所下降，只剩杂
乱琐碎的片段挤占脑海。

以“倍速播放”为主要特点的快速追剧，不
仅辜负了创作者精心设计的良苦用心，破坏了
观剧过程必要的背景铺垫和情绪积攒过程，更
使影视作品原本让人们“慢下来”、舒缓压力、
放松心情的文化功能逐渐消解，反而助长了大
众在快节奏生活中本就严重积压的焦虑情
绪。 本报综合消息

是观众太急
还是电视剧节奏太慢

“倍速播放”兴起

2 月 19 日，北京电影学院发布
关于“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
的调查进展情况说明，表示已对翟
天临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论
文进行了鉴定，认定文中的一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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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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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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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人教版课本
“衰”音已标注为“shuāi”

除了古诗词的读音问题，
《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
了!》（简称《请注意》）还列举了教
材和工具书中一些常见字的读
音变化，如“说客”的“说”原来读
shuì，但现在规定读shuō，另外
还有说(shuō)服；“粳米”的“粳”
原来读 jīng，现在要读 gěng；
道别的时候经常说的“拜拜”，

《现 代 汉 语 词 典》第 5 版 注 音
bài，第6版增加注音bái。

记者注意到，《请注意》一文
去年就曾出现在网络，今年系

“加工”后重新“炒红”。
安徽一所小学的章老师向

记者展示了 2001 年版的人教版
语文二年级（上册）课本，其中，
乡音无改鬓毛衰，“衰”已标注为

“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斜”
也已标注为“xié”。

“这是一则旧闻了”。教育
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教授王
晖告诉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
语言会有字音的变化，对于这种
变化公众应有一种开放、动态、
辩证的语言发展观。“语言的标
准不同于其他标准，有时候说一
不二，有时候可一可二，不一定
非要有唯一标准。”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所所长张世平表示，《请注意》一
文里所列举的读音，有的是道听
途说，有的是从现代汉语、新华
字典和教材中摘抄，“反映了社
会的使用现实，但并不能体现国
家语言规范。”

国家规范标准尚在修订
专家称教材改动或为方便理解

“目前在语音方面有三个标准”，王晖
介绍，其中《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是国家
的规范标准，但国家的审音标准涵盖面有
限，生活中很多读音超出范畴；其次是《现
代汉语词典》，这是权威的学术规范；另外
就是教材，是使用领域的规范。“当三个标
准中的一些规范发生变化时，公众反应就
很明显。”

记者了解到，作为国家标准的《普通话
异读词审音表》（简称《审音表》）2016年作
出修订，现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最终稿尚未
公布。

记者在《审音表》征求意见稿中未发现
对“衰”、“斜”读音的规定，骑的读音统读为

“qi”，但这一读音早在 1985年的《审音表》
中就做了统一。不过，《请注意》一文中提
到的“说服”，“说”的注音新审订为“shuo”。

王晖认为，“乡音无改鬓毛衰”，衰是读
“shuāi”还是“cuī”这牵扯到古音是否应
该保留，为了押韵可以读“cuī”，为了语音
清晰可以读“shuāi”，教材中对此改动，可
能是为了小学生方便理解，但不一定非要

按照这一理据。
他强调，对待这些读音不要搞“一刀

切”。追究古雅，为了押韵读古音，不能说
“shuāi”就错。同时，在教学中、考试中，教
师也不应告诉学生，这个读音就对，那个就
错，毕竟对此类读音的考查并不体现学生
的语言能力。

追访
语文老师：实际教学需向学生解释清楚

19日，北京多名使用北师大版和人教
版小学语文教材的学生家长向记者证实，
其孩子教材中“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念
xié，“乡音无改鬓毛衰”中“衰”念 shuāi。

“一骑红尘妃子笑”中“骑”念qí。
顺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研修中心特级

教师刘德水介绍，在教学方面，课程标准要
求推广普通话，就要按照标准音来教。对
于文学作品来说，从语言教学方面来看应
该读“正音”，即国家规定的读音，但古诗产
生于历史进程当中，按照今天的标准读会
不太押韵，容易破坏语言的和谐，所以有人
主张用“旧音”读，这其实有一定道理。

“实际教学中，语文老师只要向学生解
释清楚就可以，考试不会考这些内容。”刘
德水说，比如小学课本给古诗的注音为“正
音”，像“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老师会

向学生解释诗歌讲究语言美和
音律和谐，为了押韵“旧读”会读
成xiá，而今天语言发生变化就
读成xié，一般学生都会理解。

中关村四小语文老师王丽
娟告诉记者，自己教语文已有20
多年，近年来确实出现了多个字
音出现变化的情况。

“比如五年级下学期课本
中，坐骑的‘骑’读二声‘qí’，以
前是读四声‘jì’的。有时候家
长会问老师，为什么和自己小时
候学的读音不一样了。”她说，这
种读音的改变通常不涉及语义
变化，针对这类情况，老师在教
学中会注意并说明。

目前针对拼音，语文课本明
确的，教师按照教材教，如果教
材没有明确，语文教研组老师会
查询《现代汉语词典》等资料、探
讨或联系区教研员，最终确定正
确的读音。

不过王丽娟强调，目前教材
和课外古诗书的个别读音存在
差异，往往给学生带来困扰，不
知道哪个读音是正确的。比如
小学生常常购买的《小学生必备
古诗70首》等书籍，如果出版社
不同，个别字的读音也有不同。
另外，校外机构教的读音也和校
内有所不同，“比如有学生说，课
外班教的是给‘gěi’予，而校内
教的是给‘jǐ予”。她建议，校
外读物和课外班也应该使用统
一规范的读音。

释疑
专家：教材读音依据《现代汉语词典》
教材中的读音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主

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日下午，曾担
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和多所大学
博士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的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庆株告诉记者，国
务院在1956年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
示，其中提到让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来
编写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目的是为了确
定普通话的语音和词汇规范。

马庆株认为，就语音方面的国家规范
而言，主要标准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牵头编写的《审音表》，但修订后的《审
音表》还未正式发布，目前仍采用的是《普
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 年）。而《现代
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这两部字词典也
是权威的工具书，基本体现了《审音表》的
要求。

在马庆株看来，民众对读音变化反应
这么大，其实就是熟悉了原读音不愿意改
变。他认为，读音标准如《审音表》当初制
定时是由审音委员会专家集体研究决定
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尽量不做修改。“能少
动就少动，一改的话所有字典词典都得改，
社会成本是很大的。不改的话又有多大危
害性？比较一下利和弊哪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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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改读音引热议
专家专家：：不应不应““一刀切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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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天临被撤销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