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主创阵容还是题材 ， 影

视剧 《女心理师》 都足够引发关注。

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在14年前首

版时就备受瞩目 ， 导演柯汶利曾执

导口碑票房双高的电影 《误杀》； 剧

集所呈现的心理咨询行业 ， 又是现

实中日益受到关注但尚未有影视作

品涉及的领域。

然而播出之后， 该剧的观众评论

却呈现了两极化 ， 评分则降到了5.1

分，显然不是一个符合预期的结果。虽

然网络评分有其问题， 我们只能将其

作为一项参考，但也相当程度地反馈了

《女心理师》的播出效果。 客观地看，比

起很多披着行业外衣谈恋爱的所谓行

业剧，该剧在心理学知识的输出上是专

业的， 在心理学案例的选择上是典型

的，这也是一些观众愿意给予好评的原

因；然而从其对内容的影视转化和表达

上来看，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妨碍了其

被更多关注所接受。

女主光环
遮蔽心理剧核心主题

该剧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全剧最

核心的心理案例和治疗过程的呈现差

强人意。心理治疗是一个专业而漫长的

过程， 在短短几集中呈现确实有难度，

然而在目前播出的这些案例中，心理案

例折射的社会问题和思考等深度内容

被心理咨询师贺顿的强大能力遮蔽

了。每个案例都被重重提起，轻轻放下，

在女主人公贺顿闪闪发光的金手指指

点下，轻易便得到了相对圆满的结局。

比如莎莎和小元结婚的故事，本身是

很容易引发观众共情的， 因为它反映了

当相爱的年轻人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组

成一个新的家庭时所遭遇的不适、 委屈

和矛盾， 其中提出的问题比如长辈以爱

之名的干预、爱人的忽视和不作为，都能迅

速吸引眼球引发思考。 但剧集里是怎么表

现的呢？在婚礼上，不愿再妥协的莎莎彻底

爆发，拒绝结婚，贺顿一番循循善诱就挽回

了谁都劝不住的新娘，之后故事又莫名走

向了塑料闺蜜吃醋闹场，贺顿再次力挽狂

澜，最终是一场和谐的心灵鸡汤。 一个具

有社会性的心理情感问题最后成为了贺

顿大女主光芒的背景板，观众没有收获价

值，甚至感动都被“顿顿好棒”之类的赞美

带跑。

当然，公允来看，暴食症女孩、讨好型

人格小职员和产后忧郁症二胎妈妈的故

事都要相对完整自然一些，演员的精彩演

绎也贡献了一些催泪瞬间和高光时刻。但

在这些故事单元中，一方面强调着心理咨

询师只是帮助受访者看到世界的另一种

可能， 真正治愈自己的还是来访者自己，

但另一方面，却高度依赖于心理咨询师的

无所不能， 女主是不折不扣的中心和关

键，让观众对于心理案例的走向都产生了

接受偏差，这是该剧的一个整体性问题。

过于炫技
影响故事讲述和观剧体验

在柯汶利的执导下，《女心理师》在

运镜、 剪辑等方面都倾向于电影式的手

法，具有创新性，比如“文戏武拍”，使用

棋盘等道具将来访者的心理具像化，让

观众直观感受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 但

有些手法可能在《误杀》里是合适的，放

在电视剧里，就显得过于凌乱炫技。

比如频繁的场景转换， 目的是扩大

剧集容量，多线并进，保持悬念，循序渐

进地将暗线发展为明线， 实现一种抽丝

剥茧引人入胜的效果。 但是最终的效果

却是， 场景切换突然而凌乱导致主线故

事被严重干扰， 且破坏了故事讲述的流

畅性。观众好不容易被调动起来的胃口，

随着跳来跳去的场景被拖没了。 除此之

外，剧中还有不少节奏的改变，气氛的转

换，比如忽然的对视、停顿、慢镜头、回忆

闪回， 比如从抒情甜蜜到阴暗森冷的无

缝对接，都未免过于生硬且没有必要。其

实，对于《女心理师》这样一种题材和类

型的剧集来说， 与其追求目前如此复杂

的穿插，不如完整地把每一个单元的故

事好好讲述下来 ，那些叙事节奏 、表现

手法等方面的刻意高级并没有实现真

正的高级感。

类型不兼容
造成整体感缺失

对于该剧的类型定位，主创团队曾

经给出过一个 “混类型 ”的说法 ，即 “不

仅有职业的部分， 同时还混杂了爱情、

亲情、喜剧、惊悚、悬疑等元素”，希望在

呈现既定主题的同时又可以带给观众

更多样的感受。 这样的设想无疑是美好

的 ，也符合当下影视剧创作 “类型+”的

趋势，可惜并未在具体实施中产生预期

的化学反应，穿插的各条类型线索都占

据了一定比重 ，又缺乏主次 ，未能在一

个大的主题下实现有机融合。 由此造成

的观感是，虽然男女主要演员的颜值演

技都过关，各个单元的配角更是演技出

色，时时触发泪点，但从整体上看，几位

演员似乎在各演各的，因此有网友开玩

笑似地总结该剧 “女主专心搞事业，男

主负责谈恋爱 ， 男二在悬疑的迷雾剧

场，女二重点表现友情”。

更重要的是， 因为各种类型主次不

分，还导致了彼此之间互不兼容。 比如男

女主的感情线，原著中的爱情模式过于复

杂，的确不适合照搬到剧集里，但套用校

园恋情、不打不相识之类甜宠剧中惯用的

梗，就与女主沉稳睿智的人设格格不入。而

男二每次出场的氛围、 表演甚至配乐都很

突兀，强行代入悬疑阴暗的氛围，却又没有

明确的意味，反而重复且不自然，难免有些

故弄玄虚的嫌疑。

今天的国产影视剧创作逐渐有了

去流量重内容的自觉，很多大制作影视

剧开始将内容作为主打，这是有诚意的

进步，但也同时考验着创作人员的内容

诠释能力， 而不是沉浸于概念和技术，

让“平实”成了奢侈品。 尤其对于内容表

现的核心、技术手段运用的目的以及类

型元素的混搭层次等问题，都应该有所

思考。 否则，“内容为王”将只能停留于

概念或者美好愿景 。 具体到 《女心理

师》，该剧的热播，某种程度上映射了当

代人对于心里疗愈的巨大渴求，也正因

为如此，其经验和教训才更加值得总结

和吸取。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心理题材在国产剧中一直是 “稀
缺”品种，在心理咨询行业内，也一直
不看好影视剧能很好地展现这一行
业。因为有太多隐私和伦理限制，不适
合暴露给观众； 也因为心理学的高度
专业性，让艺术表现力难有施展空间。

近期的热播剧《女心理师》在某种程度
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2007年原著小
说出版，到2021年电视剧上映，该题
材改编的难度可见一斑。

从结果来说，《女心理师》 开播起
便维持着较高的热度， 网剧收视数据
始终维持在前三， 但该剧评分仅5.1

分，超过一半的观众打出了一星二星的
“不及格”分。 究其原因，在剧集开头过
度强调的悬疑气氛与过分夸张的主人
公登场或许令很多观众止步前三集，该
剧在感情线上的“套路化”也让观众十
分“下头”，例如自带校园甜宠滤镜的暖
心男一与独自扛起悬疑大戏的腹黑男
二，在情感表达中都难以摆脱“校草、霸
总爱上我”的俗套窠臼。 但是，在专业环
节的桥段展现上，剧情邀请了专业心理

团队把关，绝大部分案例的心理咨询流程
都符合基本操作规范，反映出了心理健康
的严峻挑战与心理咨询的价值，这在国内
的职业剧领域十分难得。 同时，作为一部
具有社会关怀的现实题材剧，《女心理师》

关注到了当前困扰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
议题，展现出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就像剧
中男主所说，人生难免有缺口，但关注心
理健康、及时疗愈，就宛如在人生缺口处照
进一束光，人生至暗时也会有柳暗花明的
契机。

在远古时代， 人们相信超自然的力
量无所不在， 精神疾病自那时起一直被
视为恶魔附身、 或是魔鬼控制了人的精
神。 因此治疗手段主要包括了一系列对
于安抚和战胜超自然力量的仪式。 大众
对于心理咨询这样一种改变人们精神疾
病的技术，依然难以摆脱神秘、神奇的第
一印象。在《女心理师》中，往往通过紧张
与魔幻的BGM烘托切换， 凸显心理咨询
过程中，那些“见证奇迹的时刻”。尽管在
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刻意表现专业的桥段
略显生硬，但瑕不掩瑜，大家还是普遍认
可其中对心理咨询过程的创意呈现与影
像表达， 尤其是女主人公贺顿在剧中展
现出的心理咨询师的人本主义关怀。 人
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心理疾病的成因在
于现实环境阻碍个体的正常发展， 导致
自尊降低，难以处理棘手的人际关系、产
生种种生活问题。 而心理咨询师的责任
是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的情感、 认识自
己的潜能，从而战胜问题、提升自尊。 在
治疗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发挥了“镜子”

的作用，通过这面心灵的镜子，被心理问
题困扰的来访者能够看到自己、 理解心
理问题背后的想法、动机与情绪。

剧中詹璐产后抑郁的案例，直观突出了
心理咨询师的“镜子”作用。 心理师让来访者
通过对话，清晰地照射出自己在不同时期被
压抑的感受， 看到自己成长与改变的潜能，

也通过镜子看到了自己一直忽略的另一个
角度的客观情况。只有从内部改变了思想和
情感，才能够作出真正的改变。 心理咨询师
给予来访者真诚倾听、 情感上的支持和理
解，咨询室中的陪伴和安慰，或许就是让奇
迹发生的真正原因。

在《女心理师》中，女主角贺顿标志
性的橙色西装， 相信也是创作团队有意
为之，因为橙色总是带给人们温暖、希望
和创造力的感觉。 咨询师像一个温暖的容
器，承载来访者的焦虑、无助、痛苦等负面
情绪， 还要通过专业的方法和人性的关怀
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 理解自己的感受和
愿望， 也理解那些愿望无法达成时所感受
到的挫折和愤怒。

作为一名心理学研究者 ，《女心理
师》 剧集热播引发大众关注让我非常感
动和骄傲。同时剧中也有一些内容，希望
大家不要被一些情节的艺术化加工所误
导。例如，心理咨询的过程记录会被严格
保密， 绝不会出现像剧情中那样随意放
置、甚至被“居心叵测”的人翻阅的情况；

剧中女主人公所选的咨询工作室就在她
本人居住地的楼下， 这样并不专业也不

安全； 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不太可能
拥有剧中女主人公的特异功能， 这样的
超强听力+案件现场还原并不是心理师
的“标配”技能。

事实上，真正的心理咨询过程并不像电
视剧中那样如同游戏闯关一般顺利，往往会
遭遇到强烈的拒绝、抗争与意外。 心理与行
为模式的改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
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不会成为长久以
来社会共识的普遍规律。 也正因如此，心理
咨询师的工作，是在不可能之中寻找一些可
能性，给自己希望也给来访者希望，与来访
者一起探索、 创造出一条改变与成长的途
径。 心理咨询师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
业，很多时候甚至不被周围人所理解。 在成
为合格咨询师的路上，必须要面对每一个活
生生的、真实的人，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固定
知识点。

因此，不要用你看剧和上网新学到的
有关心理疾病的知识去诊断你的家人和
朋友，不要随意给他人贴上心理疾病和障
碍的诊断标签。 因为贴标签往往是用刻板
印象取代了真实的个体，会掩盖每一个来
访者的个人特点、以及造成他们问题的独
特情境， 甚至还会引起偏见和社会排斥。

当人们发现自己被误诊为癌症时，会感到
幸运，但心理疾病却并非如此，临床心理
研究表明，“抑郁症”“躁狂症”等心理疾病
诊断等标签会形成烙印，伴随终生。 造成
心理疾病被忽视和不公正对待的，有更深
刻的社会因素，社会往往对于偏离正常规
范的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这一过程使得心
理障碍成为了永久的伤痕烙印。

通过《女心理师》，不少观众认识到
了种种心理问题的存在。 但掌握这些的
目的绝不是识别出那些 “与众不同的
人”究竟以何种形式完美地符合某个疾
病标签的诊断标准，而是应该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心理问题的成因，并想方
设法帮助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 知
道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如果
你正在经历难以摆脱的情绪困扰，或是
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生活难题，或许可
以尝试找心理咨询师聊聊，希望能在这
个冬天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作者为心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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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很美味》将直面现实后的刺、痛、压抑、焦虑、不宽容，

接入了一种温暖的、相对轻盈的想象中

胡晴

“平实”不该成为奢侈品
———从《女心理师》的热播与争议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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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闪光又普通的女性笃定地说：不要害怕生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小制作爆款《爱很美味》带来的启示
韩思琪

“小成本”还是“大制作”，是决定剧

集剧质量好与坏的关键因素吗？

2021年的若干爆款剧答卷给出的回

答是否定的，所谓的“大制作”既不能等

同于成熟的工业化制作水准， 也不是高

品质剧集的充分必要条件。 此前有观众

吐槽的“古装丑男霸屏”，其中便不乏汇

集当红演员、 平台重资打造的S级作品。

观众的不满不仅仅是对演员颜值的评

判， 也是指整部作品审美风格的统一性

及其完成度。 大制作+流量包装出的作

品如同一个华丽又空瘪的月饼盒， 而这

笔灰色地带的“投资”如同皇帝的新衣，

被注水的评分并不能真正说服观众完成

了精品之作。

与大制作屡屡遇冷境况相反的是，

小而美的网络剧频频出惊喜 。 年中的

《我在他乡挺好的 》， 年终的 《爱很美

味 》，前者是致郁感 、后者是喜剧感 ，尽

管处理方式不同，但都烹调出了真实之

味———两部女性题材群像剧都得到了

观众“真实”的评价。 他们自发地向亲友

推荐、安利让作品口碑进一步发酵，打通

了不靠流量“绑架”注意力，而是以扎实

的剧作吸引观众的路径———在互联网时

代，酒香依然不怕巷子深。

内容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瞄准现

实，在接地气的同时紧跟时事。 《我在他

乡挺好的》 让观众看到了国产剧少有的

真实贴地飞行时刻———镜头下的她们就

像是我们身边那些普普通通，会迷茫，会

困顿，会重振旗鼓，有七情六欲，各种弱

点的好朋友。 由此为我们写下的生活启

示录是：直视那些日常生活里不漂亮、但

构成你人生绝大部分的问题。

《爱很美味》 同样从写实的、 与生

活同格化的起点出发， 不过路径的选择

稍有不同。 从故事层面来说， 《爱很美

味》 并不如 《我在他乡挺好的》 一般用

凌厉、 敏锐、 冷静如手术刀的笔锋去挖

出现实里带血有肉的生活， 编纂出一部

“北漂指南”、 讲安全感的生活策略。

尽管同样在处理时下热议的话题———

疫情暴发后的离婚潮、 30+女性的职

场困境、 父母的催婚、 亲密关系中的

PUA、 直播…… 《爱很美味》 的选择

是将后疫情时代的种种热点轻巧地编

入故事， 但并未过分放大、 过度消费

痛点、 沉溺于对立情绪的撕扯、 进而

引发观看的疲惫感， 真正做到了 “严

肃但活泼”。

轻盈感：《爱很美味》
的三重都市性

举重若轻， 一是题材的落点仍是

在爱情本身，《爱很美味》既是题面、也

是破题之法。 刘净的两段情缘起于做

饭， 夏梦从生酮食谱转向合理饮食如

同她两段感情的隐喻， 方欣的食物过

敏让她被关闭了生活的许多可能、但

同时也因此遇到了新的缘分。 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这也让都市女性群像剧

难得的有了世纪初都市剧的轻盈感与

现代感。 称其“轻盈”，是指故事中主角

不是按照阶层、职业、财力、才力精心调

配的都市男女的模板，而是用丰富可能

性的想象去对抗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

与安全感缺失。

从《欢乐颂》到《三十不惑》中的婚

恋与婚姻，讲安全策略、论代价是否划

得来、争论承诺的结局，但能点燃现代

人灵魂的爱情讲述本身恰恰是缺位

的。在这个意义上，《爱很美味》所描摹

的爱情的发生， 不是现代甜宠剧或古

装偶像剧里天定的缘分 、 命运的邂

逅———导演用慢镜头、 多机位的意外

接吻、天雷勾动地火的对视，为观众反

反复复划重点， 而是现代都市生活里

自然发生的生活半径的交集、 命运轨

迹的交汇———可以在这个路口相遇、

成为彼此的同路人，也可以在下个路口

潇洒转身 、分道扬镳 ，有疫情下仍未被

压垮的精气神、也有轻盈感。 于此，爱情

的发生与体验，都市男女彼此遭遇、需要

或是分别， 平凡生活里的浪漫主义是可

以被每个人共享的、 而不是特权阶层少

数人的奢侈游戏。

既不仰拍、也不俯视生活，这样的操

作首先将观看位置的观众松绑： 他们

不是被高高架起的审判官———总要选

择加入一方，而声讨另一方。故事的动

机与逻辑不是被一种韩国式的 “恨情

结”如嫡庶相争、阶层对立、性别对垒

所驱动的“联结式命运”，让时代的归

时代， 情绪的归情绪。 尤其，《爱很美

味》没有设置 《欢乐颂》式“富即正义”

或“穷人没有道德”的底层逻辑，夏梦遇

到的健身教练这一角色， 来自小乡村的

打工人陆斌善良且真诚， 剧中没有绝对

的亏欠与被亏欠， 观众自不用执着于道

德高下的“审判”与争辩。 这是“轻盈感”

的第二层内涵。

“轻盈”的第三点则体现在剧本结构、

镜头语言等作品的外附骨骼之上。 首先，

不同于“大制作”鸿篇巨制的野心，《他乡》

共十二集、每集70分钟，《爱很美味》共二

十集、每集约30分钟，从总时长来看二者

总体量都较短。 此外，选角上合适＞流量、

甚至刻意地选择了冷面孔演员，也并未在

开播前遍布全网地宣发。 作品统一的调

性、 所有制作的动作首先服务于故事、好

内容，同时制作方真诚地直面观众。

放下对“剧王”“爆剧”
和“流量”的执念

《爱很美味》的导演陈正道在社交网

站分享的创作谈中说道， 项目的再启动

源于疫情后困在家中的日子：“越是在这

种非常时期， 就越需要一些快乐和温暖

（和高热量食物），去抚慰内心的（和体重

增加带来的）恐慌和焦虑。 于是，我和许

导决定重启‘爱很美味’这个项目，和两

位编剧开始我们人生第一次的视频会议

创作模式。”陈正道的商业电影技巧用在

网络剧的制作上，并没有刻意地炫技，而

是搭建了丝滑推进的情节， 辅以点到即

止的喜剧性讽刺，镜头与配乐的调度，让

故事没有一处废笔———甚至剧中房产中

介的一个表情都有信息量， 所以观众才

说“这部下饭剧又不那么下饭，生怕再抬

头又错过了情节”，“舒畅、通透、一气呵

成”，“小而美”在这个倍速观剧的时代有

如此表现，胜出的关键就在于尊重观众。

所谓的面向观众， 也意味着诚实地

面对观众真实的点击与反馈， 这是当下

许多国产剧创作者稀缺的一种宝贵品质。

尤其是扎堆拍摄，《长安》火了马上跟进《洛

阳 》，用高经费 、当红流量 、知名 IP拼了包

装精美的盘子。 有时，演员在意的是自己

戏份的高光点如何，在大IP效应下试图偷

懒的剧作，舍本逐末地空挖质感却没有逻

辑严密、节奏利落、环环相扣的好故事。有

时，“大制作” 下多重话语权的争夺 ，“爆

剧”的诱惑让制作各环节被肢解 、各自加

码、争夺“爆”后可能的红利 ，结果却是将

浓缩的剧情和紧凑的节奏拖散 ， 无关支

线、配角戏份臃肿。 这些都让“大制作”距

离“工业化”被甩开了一个“真诚”的距离。

何况，工业化制作水准是作品生产的

“兜底”品控：分工的细致，是保证影视生

产不会因其中某一环的脱节而至影响作

品整体崩盘。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风格性

的整体呈现，才是一部好作品的灵魂。 也

就是说，“大制作”、砸重金，并不能决定剧

集质量的好坏；而扰乱观众审美接受与文

艺评论生态的购买水军行为，也并不能真

正左右观众的评价。 同时，“小成本”也并

不意味着角色饱满度 、戏剧冲突 、悬念设

置等环节会瘸腿。 只有放下对“剧王”“爆

剧”“流量”的执念，剧本打磨、故事编排 、

场面调度、作品气质整体把控、演员演技，

各个制作环节彼此配合去讲好故事，才能

合力呈现出一个好作品。

如果说 《我在他乡挺好的 》是一种信

号，更年轻的创作者们通过小而美的影像

实验， 面对他们生活的现实不再是失语

的、粉饰的、甜腻的，而是有能力去表达他

们最当下的感受， 走出了第一步， 那么，

《爱很美味》则将直面现实后的刺 、痛 、压

抑、焦虑、不宽容，接入了一种温暖的 、相

对轻盈的想象中去。 不悬浮，但也不撕裂。

“不要害怕生活。 ”这些闪光又普通的

女性形象温柔而笃定地对我们说。 就像这

些小而美的剧集对着更多的创作者说。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

▲ 《爱很美味》成为爆款剧的关键，在于尊重观众

一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