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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富士电视

台 制 作 的 医 疗 剧

《善良医生》 翻拍自

韩剧 《好医生 》 ， 首

播于 2018 年 ， 目前获

得的豆瓣评分为 8.4。 剧

集讲述患有交流障碍的青

年医生新堂凑在周围人的

偏见与反对中， 为了拯救儿

童患者们的生命而努力的故

事。

日本有着 “漫改小王子 ” 之

称的山崎贤人在剧中饰演患自闭

症、 有沟通能力障碍， 却拥有惊人记

忆力的主角。 凭借该剧， 山崎贤人一举

夺得第 98 届日剧学院奖最佳男主角奖 。

他在剧中搭档的上野树里更是日本公认的实

力演技派， 凭借 《交响情人梦》 成名。

《善良医生》 仅有 10 集， 秉承了日剧一贯简洁又

鞭辟入里的路子， 并且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些角色， 把

主配角之间的感情脉络、 利益矛盾重新做了梳理。 每集讲

述一个不同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却都能带给人们别样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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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向来都属于高风险行为， “十

翻九糊” 几乎成了一个魔咒。 不过， 美

剧 《良医》 算是例外， 不仅全面超越原

版， 也甩开了日剧翻拍版 《善良医生》，

成为翻拍剧的成功案例。

《良医 》 第一季于 2017 年播出 ，

共 18 集， 之后又推出了第二季和第三

季。 虽改编自 2013 年的韩国作品 《好

医生》， 播出后口碑却全面超越了原作。

中国某知名视频网站迅即引进其版权，

同样取得不俗点击量。

成功人设和精湛
演技成就了翻拍剧的
逆袭

《良医 》 的成功 ， 有其题材 、 主

题、 制作等多方面因素的加持， 但实际

上， 男主的人设可谓奠定了该剧成功的

重要基础。

早年美剧曾经用 《豪斯医生》 《实

习医生格蕾》 等剧奠定了医疗剧的行业

标准， 医疗剧制作水平已经高度成熟，

但是， 美剧当中， 以自闭症患者作为主

角并且还担任外科医生的剧是极其罕见

的。

选择自闭症患者作为主角来讲述其

人生传奇， 这样的人物设定非常新鲜。

因此， 原版韩剧里 “会动手术的自闭症

天才” 这一主角设定 ， 正是韩国 IP 能

被美剧团队看中的重要原因 。 美剧版

《良医》 由出品过 《实习医生格蕾》 的

ABC 和 《豪斯医生 》 的编剧大卫·

肖———堪称两大顶级医疗剧团队———联

手制作。

值得一提的是， 男主的扮演者弗莱

迪·海默也对 《良医》 的成功提供了神

助攻。 弗莱迪·海默童星出身， 最近十

多年来参演的 《寻找梦幻岛》 《查理和

巧克力工厂》 《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

等影片均口碑不俗 。 重要的是 ， 弗莱

迪·海默不仅摆脱了 “童星长大多长残”

的魔咒， 成年以后颜值与演值均在线，

而且证明了童星可以学业与事业并

重———弗莱迪·海默于 2010 年就读于剑

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 大学阶段， 他在

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两门学科的排名中

取得了第一名， 后来获得西班牙语和阿

拉伯语双学位。

跟韩版的男主相比， 弗莱迪·海默

与 《良医》 的男主角契合度更高， 童星

成年后出演 《良医》， 让观众们认识了

一个更加成熟、 对角色更有掌控力的弗

莱迪·海默。 出演 《良医》 中患有自闭

症的天才医生肖恩·墨菲， 堪称弗莱迪·

海默演艺生涯中的一次全新体验。

在进入 《良医 》 剧组之前 ， 弗莱

迪·海默忙着演的是 《惊魂序曲》， 他精

彩演绎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连环杀

手。 参加 《良医》 的拍摄， 弗莱迪·海

默也考虑了多时。 因为出演惊悚剧 《惊

魂序曲》 让他太疲惫， 但是又舍不得放

走 “天才自闭症医生” 这一从未体验过

的角色。 所以在 《惊魂序曲》 第五季杀

青三天后， 他进了 《良医》 剧组。

弗莱迪·海默开玩笑说： “在其他

作品里杀人杀了那么多年之后， 我终于

能救人了。”

《良医》 中弗莱迪·海默饰演的肖

恩·墨菲不擅长社交 ， 但却很有魅力 。

而肖恩的魅力， 一方面来自于编剧的设

计， 另一方面， 有赖于弗莱迪·海默的

精湛演技。

理论上说， 学霸出演学霸， 对弗莱

迪·海默而言， 《良医》 似乎算本色演

出 。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 剧中的肖

恩·墨菲， 所患的是自闭症中非常少见

的学者症候群， 而弗莱迪·海默是天才

童星出身， 向来表达无障碍、 面部表情

相当之丰富。 因此， 自闭症患者那种略

僵硬、 但并非僵化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

言， 对他来说其实很难精确掌控， 稍微

处理不当 ， 人物看上去就会显得不聪

明， 像有智力缺陷———韩国版事实上就

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扮演天才自闭症医

生的男演员， 就被观众吐槽 “看起来似

乎不够聪明 ”， 演员没有把 “自闭症 ”

的尺度把握好 ， 倒像是在演 “智障人

士”。

看上去和实际上智商都很高的弗莱

迪·海默， 并未 “倚智卖智”， 他为这个

角色付出的努力， 可以说几乎武装到牙

齿 。 他的母语是伦敦英语 ， 为适应剧

情 ， 他硬是短期内练出了地道美式口

音。 《良医》 令他获得了美国金球奖的

电视剧剧情类最佳男主角提名 。 弗莱

迪·海默的演绎， 奠定了美剧版 《良医》

超越韩剧原版的重要基础。

专业而精细地讲
述多样的医患故事

当我们看医疗剧的时候， 我们想看

到什么？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 如果制片方将

剧情重点放在诊治原理、 或者重口味手

术场面大赏 ， 其实不太容易吸引很多

人———那样的话， 就成了医疗纪录片而

非医疗剧了。 医疗剧能够吸引观众的传

统经典要素 ， 通常包括 ： 对生命的珍

视、 对人性的探讨、 对科学知识的通俗

化表达、 对医务工作者职业素养的呈现、

对医学伦理的恪守等等。 这些要素可谓

吸粉 KPI， 《良医》 妥妥地都做到了。

当然， 不敢挑战高难度手术场面的

剧 ， 也不配称为医疗剧 。 《良医 》 当

中， 自然不乏超大尺度、 甚至带有科幻

色彩的手术 “名场面 ”。 而某些镜头 ，

例如在脸上动刀、 用电钻打开病患脑袋

等一些手术场景， 则可能会引起观众在

生理上的轻微不适。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主角肖恩·墨

菲天赋异禀， 有着出色的视觉记忆和空

间记忆， 所以， 他往往在接触到病患的

基本信息以后， 脑海中立刻能够浮现出

清晰的人体构造图， 甚至能够闭着眼想

象、 模拟出子弹在腹部运行的轨迹， 准

确判断出受伤的部位。 这样的水平， 几

乎不止是 “良医 ”， 而是 “神医 ” 了 。

这样的医生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 并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观众愿意相信、 并

且希望去了解这样的天才人物究竟是怎

样成长、 怎样生活的。

如果单纯从医疗镜头来看， 事实上

《良医》 并没有逃脱几乎所有医疗剧都

无法摆脱的一个魔咒， 就是 “医疗剧一

定会被专业医生各种嫌弃万般挑剔 ”。

但如果我们从剧情的总体结构来看， 抛

开那些被挑剔与被嫌弃的手术镜头， 整

部剧依然瑕不掩瑜。 因为， 剧集的重点

并非展示男主的绝技， 而是他的成长经

历、 他对 “医生” 这一职业认识的层层

深入。

例如第一季里， 克服各种困难、 最

终把肝源安全护送回医院的墨菲和同事

克莱尔却得知 ， 病人 Chuck 没有资格

接受肝移植， 原因是： 移植前 Chuck 需

要在一段时间内禁酒， 然而恰逢女儿毕

业， Chuck 就喝了一杯香槟、 并被医生

发现了。 移植登记中心有明确规定， 饮

酒者将没有资格获取肝源 。 不进行移

植， Chuck 的生命马上就会到尽头。 医

院决策层为此又开了会议， 讨论是否要

无视规则。 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医生在

对自己角色的权衡。 最后他们放弃了对

Chuck 实施移植。

一直有信心救治 Chuck 的克莱尔很

失望， 但墨菲却说了一句， “今天是个

好日子。 我们毕竟救了一条命， 虽然救

的不是 Chuck 的命。”

《良医 》 剧情保持美剧一贯的紧

凑， 对医学知识的传递也做到了通俗易

懂， 同时并未止步于 “科普”， 还进入

了 “成长” 这一层次， 将专业的知识与

医患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呈现给了观

众， 治愈中又不乏真实。

期待真正的良医
就像侠客，他的剑是柳
叶刀

说到自闭症 ， 大多数人对它的认

知， 可能停留在一些电视剧里 “沉默的

天才” 之类的角色中。 事实上在现实世

界里， 的确存在自闭症的孩子智力不高

的情况， 只有 10%的自闭症患者有突出

能力， 比如数学、 画画等， 但可能是因

为他们喜欢做这件事， 并且专注于这件

事。

自闭症又被称为孤独症， 是由于神

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 并不是简

单的心理问题或者情绪问题， 和家庭教

育无关。 自闭症表现为语言发育障碍、

人际交往障碍、 刻板重复动作， 都是先

天性脑损伤。 自闭症没有特效药。 在现

实生活中， 自闭症患者能够实现生活自

理、 经济独立都绝非易事， 何况还能够被

顶级医院接受、 成为仁心妙手的 “良医”。

为了说服观众， 《良医》 的韩版 、

日版、 美版第一季开头的 “名场面” 如

出一辄 ： 男主在外出途中遇见突发事

故、 伤者危在旦夕， 男主赤手空拳就动

手术。 美剧里的肖恩在情况危急之下，

找来酒、 刀、 塑胶管等普通工具 DIY 了

一个简便的单向阀门， 帮受伤男孩恢复

了呼吸， 这一手， 就连医院的主治医生

看到都叹为观止。 医疗剧里的 “侠客”

就此隆重登场。

在这里， 无论是韩版、 日版还是美

版 ， 都呈现出 “医疗武侠剧 ” 的即视

感： 男主不止是医生， 更像骑士或者剑

客。 准确地说， 他很像 “怪侠”： 从医

学素养来说 ， 肖恩完全能胜任这份工

作， 但从沟通交流层面来讲， 肖恩无法

感知他人情绪， 病人担心听到的话， 他

往往不知道， 总是想到哪说到哪； 碰到

疑难杂症， 上司没把握的治疗方案， 他

又第一时间脱口而出， 而且他并不觉得

这是拆台……面对病人， 他永远是把所

有可能性提出来， 而那些治病救人之外

的顾忌和潜规则， 他完全不懂。

必须指出的是， 几个版本都对职场

中的算计、 医院里的矛盾做了过滤， 让

剧集看起来有些理想化。 但是观众的期

待不正是如此吗： 古代的侠客仗剑行侠、

浪迹天涯， 医疗剧里的良医拿着柳叶刀、

跟上帝讨价还价。 武侠剧与医疗剧披着

不同的外衣， 却暗含着相仿的情怀。

（作者为文学博士、 上海政法学院
教师）

上海电视节大幕开启 ， 多

部海外剧集陆续登陆东方影视

频道与都市频道。 其中就有开

播以来一直维持较高口碑的美

剧 《良医》。 该剧 2017 年在美

国首播， 之后又连续推出了第

二和第三季。 东方影视频道从

3 日起至 11 日， 每晚 23? 10

播出 《良医》 第二季 ， 豆瓣评

分为 9.1。

作为一部翻拍剧 ， 《良

医》 凭什么能够超越原版 ？ 究

竟有哪些看点？

天生我材，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啊

荨美剧 《良医》 剧照

韩剧 《好医生》 于 2013 年首播， 不仅是韩国第一部以患有

自闭症的医生为主要角色的电视剧， 也是第一部选择小儿外科

为故事发生空间的医疗剧。

住院医生朴诗温童年时患有自闭症和发育障碍 ，

但却有过人的记忆能力、 绘画能力和空间感知能

力。 长大以后， 他通过艰苦的努力， 克服重重

困难， 成为韩国盛元大学医术最精湛的儿

科医生。 与此同时， 在他周围， 有一群

同样专业又各有特点和故事的儿科医

生， 比如性格大大咧咧、 漂亮能干

的车允书 ， 是朴诗温的暗恋对

象 ； 精益求精 、 眼里揉不得半

点沙子 、 年纪轻轻就获得资

格认证的金道韩， 因为痛苦

往事而对小儿科抱有执

念 ；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留学之后回到韩国的企

划室长俞彩京， 看起来

高傲 、 无所畏惧 ， 心

里却隐藏着年幼时失

去母亲、 父亲再婚的

伤痛记忆。

韩剧原版《好医生》 （2013）

相关链接

翻拍自韩剧《好医生》的美剧《良医》亮相本届上海电视节

日剧翻拍版《善良医生》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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