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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演员的不断探索，为中国电影

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但，新人想要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并

非易事。

站在每部影片投资回报比的角度考

虑，大多数片方都不敢轻易启用新人担当

主要角色。毕竟相对而言，明星的人气和

流量，比尚没有知名度的观众基础的新人，

能够在直观上带来更多的票房。

也正因此，可以看到“老戏骨+新人”的

阵容，是目前很多影片最为常见的演员班

底配置方式，也是新人们能够有机会凭借

作品被观众熟知的方式之一。

像《飞驰人生》、《最好的我们》、乌尔善

的《封神三部曲》（未上映），虽然新人演员

们不乏担任重要角色，但沈腾、赵文瑄

（《飞驰人生》）、惠英红、陶慧敏（《最好的

我们》）、费翔、黄渤、陈坤、袁泉等一众实

力演员的加盟，仍然是能够撬动观众观影

兴趣的看点之一。

敢启用新人演员挑大梁的，一方面需

要影片有很强的实力制作班底，或者是导

演本身就具有知名度和商业价值，能够以

此成为影片得以仰仗的卖点。

比如由曾国祥执导的《七月与安生》、

《少年的你》这两部影片，无一例外的启用

新人挑大梁。前者由周冬雨、马思纯担纲

主演，两人均在第 53 届金马奖上获得最佳

女主角奖；后者则由易烊千玺和周冬雨担

任主演，“演得难受”，是周冬雨在许多关

于《少年的你》的采访中反复提到的话，

“我与陈念完全不像，也找不着人物支点，

也没能提前体验生活。前半个月我就觉得

我要得抑郁症，真的太难受了。”但周冬雨

突破了自我，片中她奉献出许多场表演力

精湛的哭戏，而这些哭戏使得影片有了多

层的解读空间。《少年的你》是易烊千玺的

电影首秀，他克服了角色形象与自身形象

的鸿沟，这样的演技在同代人中是令人望

其项背的。这两部影片，分别取得了 1.7 亿

和 15.6 亿的票房，而背后的制作公司都有

陈可辛“我们制作”的身影。

“海选”，是诸如张艺谋、冯小刚等知名

导演选取男女主角常用的方式，比如，张艺

谋在影片中启用的新人如今已成为深入人

心的“谋女郎”品牌，不仅能够成功为影片

带来更多的宣传噱头，也真正能成为新人

“出圈”的一种方式；冯小刚在《芳华》中，

也启用了苗苗、钟楚曦、杨采钰等一众新人

为主演；田壮壮未上映的新片《鸟鸣嘤

嘤》，同样是全新人阵容——章宇、周奇、李

婉妲等。

因《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而

被大家熟知的导演新力量韩延，在去年年

底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也采用了

新人挑大梁——易烊千玺和刘浩存，片中，

易烊千玺将角色的那种“拧巴劲儿”展现得

淋漓尽致。刘浩存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完美

女孩，有观众评价为“初开玉璞般的清

澈”。目前，该片票房已近 13 亿。

▶ 钟楚曦

代表作：《荞麦疯长》、《芳华》、《宠爱》

▶ 杜江

代表作：《中国机长》、《烈火英雄》、

《我和我的祖国》、《地久天长》

▶ 陈飞宇

代表作：《最好的我们》、《我和我的

祖国》

▶ 任素汐

代表作：《半个喜剧》、《我和我的祖

国》、《无名之辈》、《驴得水》

▶ 林允

代表作：《美人鱼》、《西游伏妖篇》

▶ 艾伦

代 表 作 ：《急 先 锋》、《羞 羞 的 铁

拳》、《李茶的姑妈》、《温暖的抱抱》、

《西虹市首富》

▶ 邱天

代表作：《金刚川》

▶ 张子枫

代表作：《唐人街探案》、《亲爱的新年

好》、《我和我的祖国》、《快把我哥带走》

▶ 雷佳音

代表作：《超时空同居》、《吹哨人》、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黄

金大劫案》

▶ 井柏然

代表作：《捉妖记》系列、《攀登者》、

《盗墓笔记》、《后来的我们》、《失孤》

▶ 林更新

代表作：《智取威虎山 3D》、《快手

枪手快枪手》、《西游伏妖篇》、《狄仁

杰之四大天王》

▶ 彭于晏

代表作：《湄公河行动》、《紧急救

援》、《邪不压正》、《乘风破浪》、《破风》、

《寒战》系列、《激战》

▶ 杨颖

代表作：《狄仁杰之神都龙王》、《明

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摆渡人》、《新娘大

作战》

▶ 常远

代表作：《温暖的抱抱》、《西虹市首

富》、《夏洛特烦恼》

▶ 吴磊

代表作：《影》、《宠爱》、《80后》

▶ 董子健

代表作：《乘风破浪》、《我和我的家

乡》、《少年班》、《青春派》

▶ 卢靖珊

代表作：《战狼 2》、《李茶的姑妈》、

《我和我的家乡》

▶ 乔杉

代表作：《沐浴之王》、《温暖的抱

抱》、《来电狂响》、《缝纫机乐队》

▶ 董成鹏

代表作：《煎饼侠》、《缝纫机乐队》、

《受益人》、《父子雄兵》

▶ 迪丽热巴

代表作：《解忧杂货店》、《21克拉》、

《傲娇与偏见》

▶ 郑恺

代表作：《前任》系列、《长城》、《八

佰》、《私人订制》

▶ 邓超

代表作：《我和我的家乡》、《金刚

川》、《银河补习班》、《乘风破浪》、《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国合伙人》、

《美人鱼》、《四大名捕》系列、《分手大

师》、《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 李晨

代表作：《我和我的家乡》、《八佰》、

《空天猎》、《唐山大地震》

▶ 张译

代表作：《金刚川》、《我和我的祖

国》、《八佰》、《攀登者》、《红海行动》、《一

秒钟》、《追凶者也》、《老炮儿》、《亲爱的》

▶ 白百何

代表作：《亲爱的新年好》、《捉妖记》

系列、《妈阁是座城》、《绑架者》、《滚蛋

吧！肿瘤君》、《失恋 33 天》、《被偷走的

那五年》、《分手合约》、《私人订制》

▶ 朱一龙

代表作：《我和我的祖国》

▶ 郭采洁

代表作：《喜宝》、《下一任：前任》、

《绝世高手》、《小时代》系列、《爱》

▶ 欧豪

代表作：《烈火英雄》、《八佰》、《我和

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左耳》、《建军

大业》

▶ 杨紫

代表作：《烈火英雄》、《赤狐书生》、

《我和我的家乡》

（排序不分先后，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

▶ 刘浩存

代表作：《一秒钟》、《送你一朵小红花》

▶ 易烊千玺

代表作：《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

红花》

▶ 王俊凯

代表作：《长城》

▶ 李鸿其

代表作：《解忧杂货店》、《缝纫机乐

队》、《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 邓恩熙

代表作：《嫌疑人X的献身》、《无名

之辈》、《你好，之华》、《少女佳禾》

▶ 屈楚萧

代表作：《流浪地球》、《我要我们在

一起》

▶ 白客

代 表 作 ：《万 万 没 想 到》、《美 人

鱼》、《大闹天竺》、《建军大业》、《被光

抓走的人》

▶ 黄轩

代表作：《无人驾驶》、《黄金时代》、

《推拿》、《非凡任务》、《芳华》、《妖猫传》

▶ 黄景瑜

代表作：《枪炮腰花》、《飞驰人生》

▶ 尹昉：

代表作：《路过未来》、《蓝色骨头》、

《红海行动》、《少年的你》

▶ 周冬雨

代表作：《山楂树之恋》、《同桌的

你》、《后来的我们》、《喜欢你》、《少年

的你》

▶ 景甜

代表作：《战国》、《长城》、《特殊身

份》、《警察故事2013》、《澳门风云》

▶ 佟丽娅

代表作：《超时空同居》、《唐人街探

案》、《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刺杀小说家》

▶ 张雪迎

代表作：《狗十三》

▶ 朱亚文

代表作：《陆垚知马俐》、《建军大

业》、《新娘大作战》

▶ 鹿晗

代表作：《重返20岁》、《我是证人》、

《上海堡垒》、《长城》、《盗墓笔记》

▶ 刘昊然

代表作：《北京爱情故事》、《唐人街

探案》系列、《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

国》、《一点就到家》

▶ 关晓彤

代表作：《影》、《月版爱丽丝》、《如影

随心》、《建军大业》

▶ 张翰

代表作：《战狼 2》、《女汉子真爱公

式》、《密战》

▶ 吴亦凡

代表作：《老炮儿》、《原来你还在

这里》、《夏有乔木雅望天堂》、《西游：

伏妖篇》

▶ 王源

代表作：《我和我的家乡》、《地久天长》

▶ 倪妮

代表作：《金陵十三钗》、《我想和你

好好的》、《新娘大作战》、《拆弹专家2》、

《28岁未成年》、《匆匆那年》

▶ 李沁

代表作：《微微一笑很倾城》、《温暖

的抱抱》、《建军大业》

▶ 李一桐

代表作：《卧底巨星》、《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

▶ 王彦霖

代表作：《紧急救援》、《如果声音不

记得》、《红海行动》

▶ 彭昱畅

代表作：《夺冠》、《一点就到家》、《我和

我的家乡》、《沐浴之王》、《快把我哥带走》

▶ 陈立农

代表作：《赤狐书生》

▶ 李现

代表作：《夺冠》、《赤狐书生》、《建军

大业》、《中国机长》、《万箭穿心》

▶ 杨洋

代表作：《急先锋》、《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建党伟业》、《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

▶ 章宇

代表作：《我不是药神》、《风平浪静》

▶ 马思纯

代表作：《荞麦疯长》、《狄仁杰之四

大天王》、《七月与安生》、《盗墓笔记》

与角色一起，活在银幕里，成为经典。这

或许是每个演员梦寐以求的愿望。

一个好的角色都与演员的演技相辅相

成，一个演员精湛的表演才能让角色栩栩如

生，生动立体。

要想达到如此目标，这就需要演员的“工

匠精神”。

其实，在很多演员心里，工匠精神是一直

存在的。85 后演员杨幂从十几岁就开始拍

戏，从那时候起，她在剧组里接触到一些前

辈，“他们那种工匠精神对我的影响是根深蒂

固的”，杨幂说，他们可能用很多天重复拍一

个镜头，没日没夜地表演，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状态，只为获得更好的表演效果。演员黄轩

就曾表示，作为一个演员，敬业是非常重要

的。很多国外的优秀演员在准备角色的时

候，可以花很长时间去投入生活、体验生活，

然后再去做前期准备，甚至每套服装都要与

演员来回切磋，一旦投入电影拍摄，就很少参

加别的活动和工作。有时候这些演员一两年

才能拍完一部电影，而这恰恰是值得当下的

中国演员去思考的。

在《烈火英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现的杜江表示，他有

幸参演多部献礼影片，并以演员的身份体验

中国消防员、中国升旗手、中国机长多个角

色，使他真切地感受到英雄气魄、中国精神。

让杜江真正骄傲的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因为

演员的演绎，更加关注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

的平凡而伟大的真英雄。他认为这是电影作

为一门人民艺术最宝贵的价值所在。杜江认

为：“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好的故事、好

的作品永远不会过时”，作为中国电影新力

量，杜江一直坚守自己的初心，勇于面对每一

次角色的打磨。

在《盗墓笔记》、《长城》中有过精彩演出

的鹿晗说：“我拍的电影也不多，但每个剧组、

每位合作的老师都教给我一个道理——做戏

先做人，要做有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的演员。我一直牢记他们的教诲。我也听

过、看过很多行业内的前辈谦虚、低调，潜心

研究人物和表演，受益匪浅。”

刘昊然称得上 95 后男演员中“国民度”

较高的一位，这一点既源于他正面且阳光的

良好形象，更源于他塑造的不少有记忆点的

角色。

从《最好的我们》里让人念念不忘的余

淮，到《唐人街探案》中的高智商侦探秦风、

《妖猫传》里清秀单纯的白龙少年，再到《我和

我的祖国》中自由野性的沃德乐……刘昊然

“不喜欢拿台词纸给观众”，“《妖猫传》把我磨

出来了，所以藏着的表演，我可能会把握得更

好。”入行以来，他很少为少年身份的限制困

惑。在他心中，少年是很大的框架体系，与其

演不符合年龄和生活阅历的职场人士，不如

“先把我能看到的、喜欢的少年角色都演出来

再说”，“少年就像幼狮，总有一天会长成强大

的雄狮”，不用急于求成。

是的，不用急于求成。演技是需要打磨

出来的，“一点点拍、一点点学、一遍遍看回

放、一遍遍和导演沟通。”

正是如此，也再次说明了年轻一代的文

艺工作者对表演事业的自我规划与美好期

待，青年演员新的力量也正在为了中国电影

的未来而努力，肩负起电影人的责任感，积蓄

新力量，迈向新征程。

◎用工匠精神打磨角色

◎“新生代”为中国电影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