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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
经过持续近两年身心俱疲的官

司，爆红的流量明星蔡××今年终
于和原经纪公司解除了合约，避开
了3.2亿元的天价解约金。如果可
以重来，恐怕就算看上去再美，他也
不愿签下那纸合约。因为，坑太大！

近日，重庆少年钟一一的父母
向记者投诉，称其在与上海某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签下经纪合约后，遇
到种种心碎遭遇。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大坑在
少年偶像养成过程中处处可见，众
多默默无闻的未成年人被经纪公司

霸王合同牢牢套死，进退两
难。一方毫无经验，幻想
一夜成名；一方手握资

源，予取予求，
最后杀出重围
的只是极少数。

TFboys奇迹不会再现
重庆一家歌手经纪公司的经纪人点点（化名）在看了钟一一的

合同后，列出了11条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她觉得这个合约很可笑，
“11年的长约，这公司能存在11年吗？我们公司一般签歌手都是签
5年，之前公司也签了一个未成年人，但在她满18岁成年之后，我们
给了她重新选择的权利。而且一般我们不会限制艺人，你跟公司签
合同的同时，你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事，开淘宝店、做潮牌都可以。”

对于目前国内的少年偶像养成模式，点点评价道，这种模式抄
袭的日本杰尼斯公司，人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到现在已经
很老旧了，杰尼斯公司现在多个组合解散，本身也面临诸多问题，
这个模式面临垮掉。“这种模式其实不适合当前的中国市场，真正
有才艺的孩子，很可能会被埋没掉，青春耗在里面，给他们做了一
个白日梦。”

会再有TFboys的奇迹出现吗？点点说：“不可能！绝对不可
能！TFboys是碰上了时代机遇，当时没有这样的少年组合出现。现
在大量在模仿他们，受众也会疲惫，而且以现在多变快速的注
意力经济，想再出现一个TFboys已不可能了。”

(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文中未成年人均为
化名)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廖平 受访者供图

谁在操纵粉丝？
当前，从事少年偶像养成的

公司多如牛毛，由于缺少管理和
规范，这些公司良莠不齐，造成了很
多颇具争议的话题。

很多公司专挑未成年人下手，诸
如收益零分成、天价解约费、解约N年内
不能做艺人、无条件签公司给出的结算单
等霸王条款比比皆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偶像养成基于一个
最大的基础——粉丝话语权。也就是说，艺人
能否出道，全靠粉丝投票，粉丝人气成为最重要
的考量数据。记者尝试了解多个饭圈（即某位艺
人的粉丝群体）、豆瓣等粉丝集中地，发现里面存在
诸多乱象，比如为爱豆刷票、刷礼物、买专辑、握手会，
需要的数额不菲的钱款都是粉丝们自发筹集，甚至出现
为了帮爱豆刷数据去违法犯罪等现象。至于网络骂战、
网络示威那是家常便饭。

整个偶像养成产业，从进入培训的练习生到围观的粉丝
群，聚集了大量的大中学生乃至未成年人，如不及时加以规范
整治，对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将产生不良影响。

而家长们对孩子成长道路的狭隘视角、追求成名急功近利的
心态，都会极大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并掉入上述种种陷阱当中，
最终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像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签订合约后，钟一一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从重庆赶赴上海，加入到上海这家公司的艺
人培训中。

该公司的老板叫黄×，有些媒体称他为“一
手推红TFboys的总策划者”。但这遭到TF-
boys 经纪公司时代峰峻公开发文否认，称

“黄×在时代峰峻非公司管理层，无决策权，所
谓黄×为TF家族总策划，由他一手推红TF-
boys等表述都是不准确的”。

黄×从老东家时代峰峻离职后，挖走原公
司的练习生黄××、黄××、严××，成立了上
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从公开报道来看，黄×是想复制TFboys
的培训模式，走时代峰峻的路子。但在如今众
多网络选秀节目的围堵下，这条路并不好走。

从2017年6月到2018年6月，钟一一在该
公司进行了一年的培训。他回顾这一年的经
历，觉得“像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首先是家长们极为看重的学习出现严重问
题。钟一一和贺皓然告诉记者，他们在公司的
基本作息为：白天去一所中学读书，放学后参加
公司的培训及表演、录制。公司主推的一个组
合也在公开接受采访时说到了平时的日常安
排：“几乎没有玩和休息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
白天上课，下午下课后就开始进行训练，周六周
日全天训练，从不间断。”

这样的生活问题重重。钟一一说，下课后
的训练和录制时间很长，时常忙到深夜，严重影
响睡眠，第二天上课瞌睡不断，也学不进去。培
训一学期后，钟一一回重庆来参加考试，750分
的总分，他考了150多分。对于以考上海那所
戏剧学院为目标的他来说，这个成绩像个笑话。

记者在一张练习生家长们组建的微信群截
图中看到，因为孩子们普遍成绩下降，家长们都
很焦急。

至于训练中的辛苦、受伤，那都是小事，
但有些事家长无法忍受。一位家长提供的微
信截图反映称，在一次酒吧演出结束后，公司
竟然叫上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练习生一起去
喝酒，在孩子们尚未成年的情况下，在合同本
身也约定禁止喝酒的情况下，公司的做法明
显欠妥。这一点也在钟一一父母向法院提交
的起诉书中提到。

李继妹至今还记得2017年11月的一天，
儿子打电话回来哭诉。她告诉记者，连续三个
月儿子被培训老师辱骂。李继妹为此专门飞到
上海，从侧面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儿子在粉丝中
初步有了一些人气，公司怕他分流了主推的组
合的人气，刻意对他进行打压。钟一一告诉记
者：“那段时间，我真的不想唱歌了，做什么都心
灰意冷。”

此外，公司招生时承诺的公开演唱、演出机
会，却并不令人满意。除了参加一些关注度不
高的公司内部自制节目的演出，钟一一和贺皓
然唯一的一次有分量的出演，是参与一个街舞
录制。

一边倒的艺人合同
说起少年偶像养成，最出名的当数TF-

boys，三人的现象级表现撩拨了无数少年和家
长的成功欲望，包括钟一一和他的父母。

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找到钟一一的时
候是2017年6月，15岁的他刚刚在重庆一所中
学参加完中考。早前，钟一一有过某偶像养成
公司面试的经历，这让上海这家公司注意到
他。钟一一的妈妈李继妹告诉记者：“他们描绘
得很好，说会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要给
孩子请私人文化课老师，还可运作孩子高中毕
业后进入上海一所戏剧学院。”

记者从上海这家公司的招生广告中看到，
除宣传提供“重点中学借读”“提供免费住宿”
外，还有“每月获得逐年晋升的基本补助薪资”

“参与原创动画配音，主题曲、片尾曲及插曲演
唱”“推荐综艺、电视剧、电影资源出演等不次于
出道团体的大量演艺事业锻炼机会”，甚至“一
期生享受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不得不说，条
件很诱人。

15岁的孩子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对面临的
风险却一无所知。签订合同时，李继妹也对合
同中一些她认为的不合理条款提出了质疑，但
对方告诉她，这是公司的格式合同，要么签约，
要么放弃，没有修改余地。

“我们当时想得太简单了，也急于给孩子找
到一条成功的途径。”一家三口虽然有些许无
奈，但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三人还是在合同
上签字同意。

记者在这份“艺人合同”中看到，合同中对
甲方（上海某文化传媒公司）的权利约定得细致
而全面，连乙方“谈恋爱、抽烟、喝酒”造成的后
果如何处置都有约定，钟一一的权利归结起来
只有“有权拒绝甲方安排的违反法律规定的培
训和活动”。“这明显是个不公平合同，合同中基
本上对甲方毫无约束。”钟一一的代理律师、重
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傅镭说。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条“不竞争义务”，约定
双方无论任何情况下提前解约（包括双方友好
协商同意的解约），解约后，乙方在原合同约定
的有效期届满之前，不得从事任何公开演艺活
动、不能成立工作室、不能签新的经纪公司。否
则除了赔偿之外，还要向甲方支付全部演出收
入等额的补偿金。

甲方和钟一一签了11年的长约，也就是钟
一一在26岁之前不能解约。哪怕双方都同意
解约，钟一一解约后依然不能从事演艺活动，甚
至演出的收入都要以补偿金形式上交给甲方。

北京一位长期代理娱乐圈经纪合同的律师
在审读这份合同后告诉记者，经纪公司在合约
中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常见，但这份合同
已超出正常演艺合同范围，简直是要置乙方的
演艺生涯于死地，违反了基本的契约精神。

签订这种合同的不止钟一一，同期进入上
海这家公司的重庆男孩贺皓然也有同样遭遇，
现在同样无法解约。

2018年9月，两人向上海某区法院提起诉
讼。

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身在北京的上海这家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彭××，她当时负责与钟一
一的合同事宜。就此问题她不愿多说，认为艺
人和经纪公司双方是站在不同的立场，说法就
不一样。“已经在走法律程序，就等法律裁决。”

只是看上去很美
精美的妆容、炫酷的台风、粉丝的追捧

……少年偶像们由于在外貌上、才艺上都是
一时之选，不管人气如何，大多都是帅哥美
女，刻意的包装让他们超脱于常人，看上去
无比光鲜。

然而事实是怎样的？
从记者拿到的钟一一的合同来看，公司

支付给钟一一监护人的报酬，第一年每个月
只有1000元（税前），此后每年涨500元，至
最高5000元止。而这些报酬，全部要计算
到公司的经营成本中，从钟一一的演出收益
中扣除。

记者采访了一位在国内人气处于前五
的女团成员斯琪（化名），这位2016年出道
的少女偶像经过三年打拼，现已有一定人
气。她告诉记者，现在她一个月收入也就
3000元以下，上个月甚至只有600多元，“我
现在还在念书，飞到上海录节目，这点钱连
来回机票都不够。”她说，“前两年市场行情
好的时候，有时每个月还能拿一万多元，今
年普遍不景气，公司大部分人收入都在一两
千元。”说到收入问题，她认为行业景气度是
一方面，但公司太苛刻才是主因。斯琪的公
司有自己的直播APP，艺人们在上面直播，
粉丝要打赏送礼物，最终艺人只能拿到10%
左右，剩下的都被公司拿走。

除了对公司的做法不满，斯琪还要面对
来自周围的压力，“到处是坑，太难了！”对于
接下来的路，斯琪很犹豫，每个月的收入养
不活自己，前途也很迷茫，“现在支撑自己
的，只有最初的理想了。”

不独斯琪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整个少年
偶像养成圈子情况都差不多。另一名少女
贝贝（化名）之前也在一家偶像养成类公
司。“收入不高，每个月两三千块钱，多的时
候有五六千。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经常被
老板拉去陪投资人吃饭、喝酒，完了还要去
KTV陪唱歌。”

“这代价是否过大？”
2018年6月，在又一次考试只考了100

多分后，钟一一和贺皓然逃离了上海回到重
庆，进入璧山一所中学进行学习。

在上海训练一年，除做了一场成名美
梦、收获一份无穷后患的合同外，两个孩子
一无所获。

李继妹开始咨询律师，准备跟上海这家
公司解除合约。

在诉状中，李继妹陈述了孩子一毛钱的
演出收益都没拿到、教育管理松散、孩子被
要求喝酒、演出节目被面部打码等解约理
由。2019年10月，上海某区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解约理由不充分，要求钟一一和
贺皓然继续履约。两人表示，将继续上诉。

李继妹曾尝试过跟公司协商解约，对方
提出要求赔偿150万元解约金。这个数字
对于丈夫是单位司机、自己待业在家的李继
妹来说无法承受，“他们这一年在我儿子身
上花了有15万么？150万是怎么计算出来
的？”

更要命的是，国家教育部于2019年5
月发文要求各学校加强高中学生学籍管理，
不得招收借读生，不得为不在本校就读的学
生空挂学籍。也就是说，公司之前为钟一一
这些外地练习生采取的借读的做法违反了
教育部规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后果就是这些
未成年孩子无书可读。

前述北京长期代理娱乐圈案件的律师
告诉记者，“由于在认知和资源占有上的缺
失，未成年人签订演艺合同时处于天然劣
势，往往出现合同期超长，明显有失公平的
条款出现。以一纸合约来强制要求履约，等
于会葬送孩子一生。这代价是否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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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一一（化名）
签合同时还只有
15岁

▲钟一一说，训练经常练得累瘫，严重影响学习。

◀合同中的限制
艺人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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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一一（化名）梦想成为一名歌手

偶像养成合同变天价“卖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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