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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两大艺术王牌院校公
布艺考成绩，明星考生的成绩掀
起了广泛的讨论。童星的光环伴
随着他们长大，让他们受益良多，
不过，还有一些曾经大红大紫、片
约不断的童星，在长大之后反倒
失去了从前的人气。从众星捧月
到泯然众人，他们的影视之路发
展又将如何？

“沉香”曹骏变打星

由顾长卫执导的青春喜剧片
《遇见你真好》于近期刚刚上映，
影片呈现了三对年轻人的青春萌
动与爱情纠葛。童星出身的曹骏
在片中饰演的主要角色阿虎———
一个从小城镇到大城市复读的粗
线条男孩，平时淳朴内向，却对女
孩凌彩彩一往情深。

曹骏小时候曾以《真命小和
尚》中的开心、《宝莲灯》中的沉香
等角色为人所知。拥有武术功底
的他在片中拥有大量动作戏。其
中，阿虎为了心爱的姑娘舍命肉

搏、手抓电扇脚踹对手的一幕，令
不少观众印象深刻。为了演好阿
虎，曹骏不仅将皮肤晒得黝黑，每
天还要花费 3 个小时化妆，才能
打造出脸上那条“刀疤”。尽管近
年来童星光环不再，但曹骏的生
活过得很充实，与女星蓝盈莹的
恋情也备受祝福，两人一起健身、

学习、玩音乐，是娱乐圈一对共同
成长、追求上进的明星情侣。

“李连杰接班人”成配角

他是人尽皆知的小童星，当
年被香港媒体称为“李连杰接班
人”，他在最红的时候放弃拍戏，
选择以学业为重——— 他叫谢苗。

80后一代人的童年生活，大
多是伴随着老港片成长起来的，
因为李连杰的参演，电影《新少林
五祖》《给爸爸的信》被奉为不少人
心中的经典，而在这两部作品中，
永远一副严肃脸的谢苗，两度出演
了李连杰的儿子，也让他成了那个
年代少有的童星代表。但随着年
龄的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谢
苗都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一
直坚持习武的他曾尝试做过体育
老师，直到大学毕业后才选择重
返演艺圈。这几年，在电影《智取
威虎山》《奇门遁甲》中才再次看
到他的身影，但也并非是主演。

童年的“高峰”难以逾越，曾
让谢苗很是苦恼，“就是因为小时
候拍的戏太好了，观众很难再接
受后来的作品，大家都喜欢拿小
时候的戏作为一个标杆来对比，
压力真的很大。虽然好处是大家
能很快地想起我这个人，但我也
很难再找到突破口去超越曾经的
高峰。” 本报综合

据国外媒体报道，歌手
碧昂丝近日宣布将启动自
己的奖学金项目，通过她的
BeyGood 基金为四所高校提
供 2018-2019 年度的新学期
奖学金，共计 10 万美元。

获得名额的四所学校
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以黑
人为主的高校。此前在科切
拉音乐节上，碧昂丝的演出
也着重强调了种族因素：和
她一起表演的有超过 150 位
助演，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
大学的学生，而她的表演内
容也充满对黑人历史文化
的致敬和引用。碧昂丝也是
科切拉音乐节开办以来，首
位做开场秀的黑人女歌星。

碧昂丝的奖学金项目
声明写到：“碧昂丝的表演
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返
校季。这个充满力量的表演
让人们看到文化和教育的
重要性，表演混合了历史和
现代的文化。而通过这个奖
学金，我们也希望致敬那些
服务于黑人的大学，鼓励大
家追求文化，追求梦想。”

娜娜

碧昂丝捐10万美金

近日，杨幂捐赠风波闹
得沸沸扬扬，4月17日，助盲
公益活动对接人李萌告杨幂
方名誉侵权案，法院已受理
立案。4月18日，杨幂工作室
通过微博发表声明称：“针对
李萌于成都特校捐赠事件中
以虚假言论恶意侵犯杨幂合
法权利的行为，工作室已提
交法律程序维护杨幂合法权
利，并相信法律会做出公平、
公正的裁判！”

据悉，近日李萌发微博
称，已于 4 月 4 日上午向北
京西城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
诉讼。李萌在接受采访时提
出，要求嘉行传媒对于之前
的正式声明中不实的部分进
行公开赔礼道歉，同时进行
经济索赔一元钱。在当日稍
晚时候，杨幂工作室也发声
明表示，将用法律手段维护
杨幂合法权利。 弥尔

杨幂被告后发声：
相信法律公正判决

4月18日凌晨，有消息
称，据戛纳内部人士爆料：张
震将担任第71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评审。但目前戛
纳组委会还未正式宣布这一
消息，张震的经纪人也向媒
体表示尚不知情，不知道消
息从何而来。本届电影节将
于5月8日至5月19日举行。

演员张震曾多次提名台
湾电影金马奖与香港电影金
像奖，出演过《牯岭街少年杀
人事件》《吴清源》《春春光光乍乍
泄泄》等多部优秀作品，得到了
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也收
获了许多影迷的青睐。

据悉，戛纳电影节确实
曾向张震方接触询问，但张
震经纪公司还未对外宣布。
张震因《卧虎藏龙》有一定的
曝光率和国际影响力。目前，
戛纳电影节总监只表示评审
团将会由 5 女 4 男组成，未
透露姓名。 黄秋桐

张震要当戛纳评审？

近日，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先
后公布 2018 年艺考成绩。其中，95 后人气演
员易烊千玺、吴磊分别以优异成绩获得中戏
和北影表演专业的第一名。事实上，除了易烊
千玺、吴磊之外，这次艺考成绩相当不错的还
有宋祖儿、胡先煦、李兰迪等观众已经十分熟
悉的年轻演员，这份成绩单也是他们第一次
在表演上获得专业的认可。除了获得专业认
可外，这群年龄不大的 95 后新人还有个共同
的身份：童星。

专业成绩获认可

他们艺考名列前茅

今年，易烊千玺、吴磊、胡先
煦、宋祖儿等年轻人气演员的艺
考之路受到不少粉丝的关注。近
日，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
院先后放榜，易烊千玺以94 . 85的
高分拿到中戏表演系专业排名第
一的好成绩，而吴磊则以 92 . 85
分的成绩名列北影表演学院专业
的“专业状元”。与去年王俊凯以
艺考排名第 19 的成绩进入“北
影”相比，今年这拨“小童星”的艺
考成绩集体开挂，两大王牌艺术
院校表演系的“前三甲”都是入行
多年的“小戏骨”。

“中戏”前三易烊千玺、李兰
迪和胡先煦，从三人的往日作品
来看，他们的实力相当扎实，既有
颜值，又有演技；“北影”前三分别
是吴磊、黄俊捷和宋祖儿，他们的
明星范儿更强，出演了不少真人
秀和偶像剧。他们的成绩出炉后，
迅速登上热搜榜，被网友热议。有
网友认为：“太厉害了，这就是传
说中的学霸。”“专业课拿到了好
成绩，文化课也要加油啊！”“他们
毕竟是‘老戏骨’了，表演经验十

分丰富，这个成绩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人气“学霸”们的成

绩单，不少网友认为，足以证明他
们不仅有“流量”，还很有实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出道以来就
争议不断，这两年凭借作品和态
度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这次
更是以超强的硬实力为大家展示
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可以说是非
常正能量、非常励志！”

年龄不大出道早

代表作不断刷新

10岁时，易烊千玺就出演了
陈数主演的《铁梨花》，饰演少年
时期的张吉安。最近一年，易烊千
玺与黄子韬、胡冰卿合作了青春
励志剧《艳势番之新青年》，还与
雷佳音合作了改编自马伯庸小说

《长安十二时辰》的同名电视剧。
李兰迪10岁入行，拍摄了首

部电影《爱你输给谁》，随后在各
种影视剧中演过不少“咱家闺
女”。2017年，李兰迪凭借《你好，
旧时光》迎来事业大爆发，她饰演
的余周周与张新成饰演的林杨，
勾起不少观众对于青涩爱情的回
忆。此外，由杨子姗、韩东君主演
的《原来你还在这里》已经杀青，
李兰迪和胡先煦在剧中饰演两位
主角的少年时期。

吴磊3岁拍广告，6岁在《封神
榜之凤鸣岐山》中饰演哪吒踏入
演艺圈。在爆款古装权谋剧《琅琊
榜》中，吴磊饰演心智不全、武功
奇高的护卫飞流，这部剧带红了
一拨人，也包括吴磊。此外，吴磊

主演的古装玄幻剧《斗破苍穹》已
在后期制作中，他还主演了改编
自南派三叔同名小说的探险题材
剧《沙海》。

宋祖儿也是童星出道，7岁时
出演人生中第一部影视作品《海
阔天高》。童星时期，宋祖儿最出
名的角色是11岁时在《宝莲灯前
传》中饰演的哪吒。宋祖儿的资源
很好，近两年有不少作品出现，在

《洛杉矶捣蛋计划》《舌害》《夜天
子》《九州缥缈录》中都担纲女一
号，与夏雨、刘昊然等一众人气演
员合作。

学业演戏两不误

获前辈提携受益匪浅

虽然如今艺考成绩已经公
布，但对于这些少年学霸们来说，
即将到来的高考文化课的考试同
样不容有失。近日，宋祖儿现身机
场时手里还拿着复习资料，看起
来十分用功。其实，这些年轻演员
们除了要考试、升学之外，演戏、
综艺节目录制都并未停歇，十
分忙碌。看来，除了用成绩证
明自己外，他们还将用作品
给观众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和进步。

今年在《老男孩》中有出
色表现的胡先煦曾透露，搭
档刘烨、林依晨和雷佳音受
益匪浅，几位前辈在片场于演
技上给胡先煦不少指导，让他
更加坚定地将演员作为未来的
事业方向。拍完《老男孩》，胡先
煦也坦言从前辈们身上学到的

更多是“作为演员的态度”，以及他
们的经验，“比如可能觉得我节奏
不太对的地方，刘烨老师就会跟我
讲。他也会跟我说，将来如果考上
中戏，要专门集中地学习哪个部
分，是我现在所欠缺的。这些前辈
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挺有用
的”。目前，胡先煦还有《如懿传》

《陪读妈妈》等剧待播，在采访
中他透露了对上大学
的期待，“不管是萧晗
也好，萧元时也好，
都不是那种挑大梁
的戏，男一现在还
是不敢演，还是得
等上了大学之后
再学习学习”。

本报综合

从人尽皆知到泯泯然然众众人人

童星光环是喜也是悲

易易烊烊千千玺玺如如今今已已在在节节目目中中做做导导师师

李李兰兰迪迪凭凭借借《《你你好好，，旧旧时时光光》》大大热热

宋宋祖祖儿儿将将在在多多部部剧剧中中担担任任女女主主角角

曹曹骏骏从从知知名名童童星星沦沦为为配配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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