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星转型之路为何如此困难，“童年
滤镜”的束缚仅仅是原因之一

去年在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第二
季中， 童星出身的曹骏得到了垫底的市
场评级分数， 他在节目中对自己到底适
不适合做演员产生了怀疑，也让“童星转
型难”成为话题焦点。童星转型尤其是向
实力派转型，为何如此困难？

第一，童年滤镜下，童星往往被迫沉
溺于过往的形象中， 观众无法接受他们
长大后的变化。

回顾童星的媒介形象， 观众对他们
的认识从童年的 “可爱”“古灵精怪”，到
成年之后的“长残”“发胖”“雷人”等，不
可谓不残酷。 杨紫就曾坦言长相对她演
艺生涯造成的困扰。因饰演《哈利·波特》

而全球闻名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长大
后也一度因身高和长相问题被媒体和公
众嘲讽。 张一山饰演的《家有儿女》中的

刘星是一个调皮捣蛋却机灵生动的孩
子， 演员眼神中透露出的灵光和肢体动
作都像是本色出演。但到了第三部、第四
部， 长大了的张一山长相和声线都发生
了变化， 与观众想象和期待中的刘星不
符，导致这部剧在观众心里大打折扣，也
撕毁了观众的童年滤镜。 童年时的释小
龙曾凭借“功夫小子”名号闯荡江湖，年
纪小小却一脸英气， 武术功夫也干净利
落，与童星郝邵文一起，用他们的天真烂
漫带给观众无数欢乐。 由于童年形象的
记忆点过于深刻， 成年后的释小龙回归
大众视野，却被观众吐槽体型和长相。因
《武林外传》中莫小贝一角而被人熟知的
童星王莎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去年她
主演的偶像剧《爱上邻家主厨》一方面因
自身颜值而遭到嘲讽， 网友认为她不适

合演偶像剧， 另一方面有网友评论称她
饰演的莫小贝太过深入人心， 导致好多
镜头中还能看到小贝的影子。

第二，在这个粉丝经济主导的时代，

童星如若没有观众买单就会面临被市场
抛弃的局面。

粉丝经济是依托于粉丝与偶像两方
关系的经营性创收行为，换言之，想要产
生粉丝经济， 偶像必须有粉丝基础。 比
如，在《演员请就位》第二季中，节目组增
加了 40 位业内知名制片人为演员进行
市场评级的环节，在第一期节目中，实力
派演员马苏 、 倪虹洁被划到第三级 “B

级”，而“A 级”则更多是当红流量小生 ，

这样的评级让网友炸开了锅， 殊不知这
才是影视资本逻辑里的“人间真实”。 因
此，童星虽然有国民度，但大部分并没有
形成固定且大量的持续性粉丝互动关
系，没有形成偶像与粉丝间的创收架构，

这对于绝大多数资方来说相当于无金可
淘，自然不会对此类童星投入过多关注。

当市场上的好制作、 好剧本被挑得所剩
无几 ，他们已没有选择的余地 ，剧本和
角色留给自己发挥的空间不多，施展技
艺的舞台也不大，于是只能在一个没有
粉丝经济就没有资本进驻、没有资本运
作就没有粉丝基础的怪圈中打转。

值得一提的是 ， 这两年行业呼吁
内容为王的创作导向 ， 唯流量 、 唯 IP

的风气得到一定的抑制，为发掘更多好
演员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倒是给正
碰上这个风口的张子枫一次弯道超车
的机会。

第三，急于接流量剧本提高曝光度，

但忽略了作品内容本身， 导致优质作品
不多。

前几年， 流量+IP 的组合方式成为
影视行业大热的标配，一部影视作品有

没有市场前景，不是看作品本身的品质，

而是有没有流量明星出演， 有没有网络
大 IP 加持。 这套组合拳确实在市场上激
起了一片浪花， 从而也刺激一大批场外
资本流入，掀起流量 IP 剧的高潮。在市场
高烧的情况下， 演员们纷纷涌进来想要
提高自身曝光度无可厚非，之前就有过成
功案例。 很长一段时间，观众对杨紫的印
象大多停留在《家有儿女》的小雪，尽管中
间她也曾参演口碑极佳的《战长沙》———

这部剧让人们看到她演戏的灵气。 但直
到出演超级 IP 改编剧《青云志》，杨紫才
算得上再次活跃在大众眼前， 这恰好赶
上了影视 IP 改编的高潮。 随后，她又相
继出演了不少 IP 剧 ，大热的比如 《香蜜
沉沉烬如霜》《亲爱的，热爱的》。 杨紫吃
着流量+IP 的红利渐渐摆脱了 “小雪”的
影子，但剧有热度是一回事，口碑和质量
又是另一回事。目前来看，杨紫的流量转
型似乎是成功的，但最近两三年，流量+

IP 的组合几乎走到尽头，流量带不动 IP，

IP 也再难捧红流量， 究其原因必然是其
忽略了艺术创作规律， 忽略了作品内容
和质量， 这种单一模式生产出来的泡沫
终究会被戳破。可想而知，今后杨紫必然
会再次面临转型的挑战。 同是童星出身
的杨幂，身为 85 后女演员代表，吃到了
流量时代的第一波红利， 随之也成为天
价片酬、 粉丝经济、IP烂剧等影视乱象的
靶子，一度被自己的粉丝“教育”不要接烂
戏，要做好演员。 如今不少童星出镜频率
不低， 如李兰迪出演了 《别想打扰我学
习》《梦回》，赵今麦出演了《初恋那件小
事》《玲珑》， 宋祖儿出演了 《上古密约》

《九州缥缈录》， 张雪迎出演了 《泡沫之
夏》，但效果并不理想，大量快餐剧或将导
致其演技程式化，最后失信于粉丝，形象
逐渐贬值。

尽管头顶光环已久，大多数童星的
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五一档中，20 岁的张子枫主演了《秘密
访客》，与郭富城、段奕宏等老牌演员精彩飙
戏。 而就在不久前的清明档热门电影《我的
姐姐》中，她也独挑大梁，用超越年龄的演技
征服观众。

属于张子枫的时代是否即将来临，也许
还得靠更多优质作品说话。 她所受到的来自
大众的赞赏，倒也可谓名副其实：五岁出道，

不到八岁就出演了 《唐山大地震 》并获得百
花奖最佳新人奖 ，之后在 《唐人街探案 》《小
别离》《快把我哥带走》等影视剧中不断磨练
演技，到如今除了主演 《我的姐姐 》《秘密访
客》，还有主演的《再见，少年》《盛夏未来》等
影片待与观众见面———她身上的 “童星”标
签渐渐被“天生的演员”所取代。

张子枫的蜕变，一时间令人不禁想起记
忆深处曾经风光无限的太多童星。 而他们之
中，为何如张子枫般在转型为演员的道路上
脱颖而出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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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影视界年少成名的孩子不少，

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备受赞誉、羡慕，

不论外形、表演还是表现力，都比普通孩
子更胜一筹。 国内如 80 后童星杨幂、舒
畅、李小璐、释小龙、曹骏、关凌，90 后童
星郝邵文 、王莎莎 、张一山 、杨紫 、尤浩
然、关晓彤、徐娇、张雪迎、宋祖儿、李兰
迪、吴磊，00 后童星张子枫、易烊千玺 、

赵今麦、胡先煦，国外如娜塔莉·波特曼、

麦考利·卡尔金、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克
里斯汀·斯图尔特、 艾玛·沃特森、 达科
塔·范宁、西尔莎·罗南，光是这些名字便
唤起了多少人的童年记忆。 少年成名的
光环和标签一直跟随在这些童星身后，

长大成人后， 他们中的小部分或许能延
续童年星光， 但大部分似乎难逃归于平
淡的魔咒。

童星有压力吗？当然有。从童年开始
早出晚归奔波于大小剧组， 苦练琴棋书
画、舞刀弄剑，成长过程中不仅要接受演
技的挑战， 市场的洗礼， 同时还需面对
“后浪”来袭———因为起点高，他们面临
比普通演员更大的关注压力。

即便童年时积累了一定的行业经验
与资源， 童星们的发展现状却远没有大
众想象中乐观， 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占
大多数。

一方面， 一部分童星不温不火甚至
无戏可拍，即使有作品播出，也很快石沉
大海。 今年 3 ?份，20 多年前曾红遍大
江南北的功夫小子释小龙主演的电影
《燕赤霞猎妖传》登陆院线，首日票房仅

1.7 万，上映不到一天就因票房惨淡而提
前转移到网络平台播映。 记忆中胖嘟嘟
的郝邵文在影视剧中总是戴着小墨镜，

憨态十足又古灵精怪， 与释小龙组成的
童星组合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出道
即巅峰， 之后郝邵文因学业不顺等原因
淡出演艺圈，毕业后才开始复出拍戏，但
也只能演一些小角色。 同样也是家喻户
晓的童星，关凌在《我爱我家》中饰演乐
观又幽默的贾圆圆，剧中，她充分展现自
己的聪颖和顽皮， 塑造了一个人见人爱
的北京小姑娘。如今关凌已经长大，我们
偶尔还能在荧屏上看到她的身影， 但也
仅限于真人秀等综艺节目， 她几乎没有
再涉足影视剧。 而像出演过《家有儿女》

的尤浩然、出演过《长江七号》的徐娇等，

则在成年之后再无代表作品。

另一方面，相比被动“淘汰”，部分童
星主动选择做回“普通人”。提到 90 后的
童年影视剧，《快乐星球》榜上有名。剧中
多少人心目中的“童年男神”丁凯乐（李
瑞）成名后没有继续从事演艺事业，本科
毕业后前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深造，后
在某公司国际合作部工作；“多面体”邢
凯轩日后则专心学业， 开启了学霸模式
成功保研北大。 曾在《春天后母心》中饰
演陈妞的叶子，与戏骨刘雪华搭戏，没有
丝毫胆怯， 彼时已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签
约演员的她，日后却选择放下童星光环，

一门心思考学，最终被清华大学录取。还
有初代“国民闺女”小婉君金铭，万里挑
一， 几乎饰演了琼瑶剧中适合她年龄的
所有角色，甚至在拍《还珠格格》时琼瑶
还想为她专门写一个角色。事业巅峰，金
铭推掉所有的戏， 考上北大国际关系学
院，自此也阻隔掉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那些依然活跃在荧屏银幕上的童星
呢？ 他们在市场选择中艰难前行。

一部分童星曝光度挺高， 影视剧邀
约不断， 但真正能让人记得住的角色却
少之又少。 今年在影视剧中挑大梁的童
星出身演员不在少数， 可惜大多在这片
互联网深海中没有激起什么涟漪。 李兰
迪主演的青春偶像剧《别想打扰我学习》

豆瓣评分 5.6，网友评论剧情尴尬，女主
性格设定不讨喜等。 赵今麦主演的奇幻
古装剧《玲珑》被吐槽情节一头雾水。 国
民弟弟吴磊主演的古装剧《长歌行》尽管

热议度之高， 但历史情节内容却被人诟
病抹黑唐朝。 “国民闺女”关晓彤年初主
演的古装爱情剧《我就是这般女子》则被
批“人物没有灵魂，观众难以共情”。看来
想要获得观众的认可， 仅仅 “看上去很
美”还不够，必须得有更高层次的审美追
求。这个行业不缺一夜爆红的案例，部分
童星面对自身资源过剩， 过于焦虑的外
化反而是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
而顺应潮流趋势。

流量是最脆弱的泡沫，抛开这些，真
正成功或者说能独挡一面的童星， 位于
金字塔尖。 他们最大限度地尊重表演的
本性，以创作者的姿态对待每一部作品。

比较成功的比如张子枫、易烊千玺、文淇
等。 今年有四部电影上映的“国民妹妹”

张子枫似乎是当下童星中最出挑的一
位，这四部电影内容跨度之大，涵盖文艺
片、青春片、悬疑片，对于她的演技是不
小的挑战。 虽然身为 00 后，但张子枫已
积攒了不少好口碑作品，《唐山大地震》

中的小方登冷静得让人可怜，《唐人街探
案》中的思诺心思缜密、眼神让人背脊发
凉，《你好，之华》中的少女之华和飒然，

一个腼腆善良，一个活泼机灵，这些角色
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还
获得了专业电影节展的认可。 就目前的
银幕作品表现和票房成绩来
看， 张子枫已然甩开很多童星
遥遥领先了。

今年报考了中戏的文淇比
张子枫还要小两岁， 常常被拿
来与张子枫作比较。 在 《嘉年
华》等作品中，她表现出了超出
年龄经验的演技， 即使不能从
生活经验里寻找支点， 她也以
一个体验者的姿态让自己完全
沉浸到故事里， 游走在角色情
感里，展现出了最松弛、最自然
的状态。 对于刚站在起跑线上
的演员来说，遇到好导演、好剧
本可遇而不可求， 文淇抓住了
这个机会， 充分释放自己的表
演天赋。

同样也是童星出道的易烊
千玺，现在已然是娱乐圈的“顶
流”了。 童年时事业重心基本
在 唱 跳 领 域 ，13 岁 加 入

TFBOYS 正式出道， 那时候的
他是组合里最没存在感的那
个。 或许是他超出同龄人的成
熟———沉稳、隐忍、克制、自律，

促成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能
抓住任何生活中的经验和感
受，让他修炼出自己的能力。 2019 年，易
烊千玺主演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带给
了我们少年的惊艳， 虽然他的台词功底
还略显薄弱，可以听出明显的“口哨音”，

不过从剧中他每一个眼神、 每一次情绪
爆发，都能看出他融入角色的努力，导演
曹盾评价“他有成为一个大材的可能性，

这其中包含专业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

没过多久， 易烊千玺就向观众交付了一
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由他担任主演之一
的电影《少年的你》上映后随即口碑与票
房双双高企，演员完全把人物孤独、无奈
但又热烈的情感释放了出来，让观众产生
了共鸣。易烊千玺颠覆了观众以往对于偶
像明星的认知， 没有粉饰和华丽的镜头，

他剃了平头，素颜上镜，在拍一场打戏的
时候，脸上被扇了十多下，只为尽可能还
原电影人物和不完美的青春。 前段时间，

易烊千玺主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

让进入影院的观众再次看到他的进步与
成长， 他也由此确实担起新生代实力演
员的称号。

衡量一个好演员的标准， 从来不是
流量或曝光度， 归根到底还是得回到表
演本身，不是取悦市场、取悦粉丝，而是
学会“取悦自己”。

杨淋竣

童星如何转型才能
获得成功， 本没有一个
可套用的公式， 这涉及
到资本环境、社会发展、

家庭背景、 个人修炼等
方面， 甚至还有一部分
运气。如果从成功的案例
上找寻某些共同的特质，

或许可以从这些角度对
上述命题做一个回答。

首先， 找准方向和
定位， 充分发挥自己的
特色优势。仍以参加《演
员请就位》的曹骏为例，

市场评级垫底之后 ，他
又因扮演许仙得到了评
委和网友们的认可 ，获
得 “年度弹幕热议演
员 ”， 实现戏剧性的翻
转；年初 ，王莎莎在 《山
海情》 中饰演了一位贫
困山区的普通农妇 ，以
完全不同于莫小贝的造
型与气质受到不少网友
称赞。 这些都一定程度
上说明观众是有鉴别力
的， 相反是市场或定位
问题把好演员忽视了 。

同时， 演员更不应一成
不变束缚在自己的框架和模式里， 特别
是从小混剧组长大的童星， 确实有一套
能快速表演的方法和技巧， 如何摆脱这
种“油气”，在框架上生发出不一样的枝
丫和变奏，可谓童星面临的最大挑战。做
演员还是做明星， 文淇的定位就非常清
晰，就是要做演员。她是典型的老天爷赏
饭吃，如刀的眼神，清冷的外形，超出年
龄的成熟和开阔的艺术视野， 她把演员
当成一个职业， 享受这个职业带来的生
活和生命体验。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定位，

最终都落到创作和表演这件事上， 借用

安迪·沃霍尔的一句名言总结：“名声稍
纵即逝，唯有艺术永恒”。

其次，甘于寂寞，能够承受落差感和
阵痛期。 不只是童星，如今青黄不接、严
重断层的演艺圈， 引发了演员的集体焦
虑。不少青年演员虽参演了不少影视剧，

但给观众留不下什么记忆点。 断层的根
本原因其实是当下活跃在影视剧中的流
量明星大多不保证创作质量， 只为完成
任务，而老戏骨们虽然撑起半边天，却难
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打破屏障的易烊千
玺和张子枫给观众看到了一种可能。 易
烊千玺出道以来遭受过非常多的质疑，

不过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是在比较自主
和独立的状态中度过的， 大部分时间比
较安静和沉默。 张子枫也曾有过自己的
阵痛期，十六七岁时没找准方向，或许也
在尝试不同的风格， 跑去参加巴黎时装
周增加曝光率，结果造型却遭网友吐槽。

好在她很快便找到了事业的支点， 将自
己的定位放在成为 “演员” 而不是成为
“明星”。对于演员这份职业，张子枫表示
只要能接到好戏，完全不在意流量高低。

为了体验和揣摩《我的姐姐》中“姐姐”这
个角色的职业和性格，她剪掉长发，并提
出到医院实习提前适应角色。可以说，她
的用心演绎成为该电影出圈的重要因素
之一。找到职业的支点和定位，在寂寞和
阵痛中吸取能量， 这是个厚积薄发的过
程。

此外，公众应该对童星更加包容。其
实，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长相、

身材、声线发生的一定变化，然而，当长
大了的童星的媒介形象不符合大众期待
时，公众就会变得十分苛刻。这种对童星
的错位认知，让“咖位”越大的童星转型
越难， 他们身上的标签和形象往往在人
们心中根深蒂固。这种时候，需要观众放
下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成见， 真正接受他
们的演员身份， 和他们一起拥抱未来的
各种可能。

童星如何转型才能延续星途，最终
都落到创作和表演这件事上

荩 凭借 《笑林小

子》《新乌龙院》 等家喻

户晓的功夫小子释小龙

茛 出演哈利·波特

近十年的丹尼尔·雷德

克里夫， 为世界构造了

一个魔法奇迹

▲ 被称为 “人

间天使 ” 的好莱坞

童星秀兰·邓波儿

荨 初代 “国民

闺女” 小婉君金铭，

几乎饰演了琼瑶剧

中适合她年龄的所

有角色

童星成长为真正的演员
需要突破怎样的瓶颈

荩 关晓彤今

年主演的《我就是

这般女子》

茛 童年时代

的关晓彤曾在多

部影视作品中出

演女儿

▲ 在 《唐

山大地震》中饰

演小方登的张

子枫

荨 主 演

《秘密访客》 的

张子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