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共情是每个人的成长必修课
姜瑀

借助“自闭症法律天才”这一人设，《非常律师禹英禑》想要揭示：

追逐故事仿佛是人类的一种本

能，而“天才”二字自带传奇性，因此人

们对天才的故事总是乐此不疲。韩剧

《非常律师禹英禑》（下文简称《非常律

师》）的主人公是一位法律天才，但同时

她也是一位自闭症患者。身心障碍与才

智过人的叠加是叙事作品中较为常见的

人物设定，具体到该剧中，“自闭症法律

天才”的人设巧妙方便地坚持了正义的

理想、建构了新的浪漫，而禹英禑同时也

提示着我们，走近他人、建立联结、学会

共情乃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之路。

区别于通常意义
的爽剧：与弱者共情

天才是一种非常态，自闭症同样

也是一种非常态。借非常态之人的视

角观察常态的社会，由此洞察习以为

常背后的不寻常，这实际上是现代艺

术成熟的叙事技巧，白痴梅什金公爵

得以观察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狂

人也得以穿透两千年的中国礼教历

史。《非常律师》自然无法与陀思妥耶

夫斯基或鲁迅相提并论，然而禹英禑

的“异常”之处同样折射出了她所处的

韩国社会环境的异化。

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武器，本是现

代社会一种基本的、朴素的理想与价

值观。然而在当下的某些现实语境

中，坚持或强调这一点难免被视作天

真幼稚。因此如果一部律政剧要坚持

这种理想，就必须要为人物持续地构建

强大的心理动因来说服观众，稍有不慎

就会沦为简单空洞的热血，甚至是无视

社会现实的伪善。患有自闭症的新手律

师，则巧妙地避免了上述难题。这一人

设利用了人们对自闭症患者的普遍想象

（或许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即他们对社

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知的。于是，禹英

禑对法律、抽象原则、程序正义的极端坚

持，以及对与上述原则形成竞争的潜规

则、人情面子、利益往来的拒绝，便成为

了她与生俱来的特质。换句话说，坚持

法律的正义，既是禹英禑作为自闭症患

者的恒定“人性”，同时也是她作为天才

的“特权”。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理想中，剧集从

容地铺开了一卷韩国社会弱势者的群

像。这里有被精神虐待的被家暴的妻

子、被城里哥哥哄骗欺瞒的乡下弟弟、

同样患有自闭症的被误解的孩子，他们

因为身体、知识、资源、财富上的短缺而

承受损失。除了个人境遇所暗示的分

配不公，剧集也非常直接地展现了体制

和文化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公，如偷渡者

所要面对的整体性社会歧视、城郊村落

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破坏。与此同

时，剧集也注意到了社会结构之中的强

弱转换。在职场性别歧视案件中，原告

作为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他个

体并不算弱者，然而作为女性她们仍然

是职场的弱势群体，公司的人事制度在

设计之初维护的就是作为丈夫的男性

职员的利益。在文化遗产区违规征收

过路费的案件中，原告在财富和资源上

均处于社会上层，但面对政策赋予的权

力时，即使是这样的精英个体也依然处

在弱势地位。

在强势与弱势的对抗与辩证之

中，禹英禑开启了她作为律师，也作为

普通成年人的成长之路。虽然她和她

所在的律所并不是每一次接受的都是

弱势方的委托，有时甚至为强势者赢

得了诉讼，但凭借着上文所述的恒定

人性和天才特权，她在职业规则之外

学会了体认弱者的处境与心情。与弱

者共情，也正是该剧区别于通常意义

上的爽剧之处。

爽总是离不开赢。2020年的热

播剧《后翼弃兵》同样是关于女性天才

的故事。女主人公贝丝 ·哈蒙一直在

赢，赢了走马灯般坐在她对面位子上

的男人们，从一个孤儿院的弃儿成长

为国际象棋大师。这也是当下许多打

着“独立”旗号的女性题材电视剧共同

的假面：将独立自主偷换为战胜所有

人，赢得一切。只不过在《后翼弃兵》

里，由于竞技体育的规则被默认是为

客观、公平且透明的，而贝丝的胜利之

路又是完全遵守规则的，从而规避了

慕强逻辑背后的伦理追问，也使得爽

感更为纯粹甚至纯洁。禹英禑作为实

习律师也一直在赢，但赢并未让她完

全认同于胜利者的价值与逻辑，相反

她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像白鳍豚一样

珍稀的与弱者站在一起的人，虽然这

种目光仍然带着探询与不确定。或许

这也是禹英禑的人设向观众提出的追

问：为何只有当与弱者共情发生在患

有自闭症的律师身上时，我们才觉得

这是可爱而非幼稚？

爱情中的征询和
同意：与伴侣共情

韩剧一贯擅长言情,《非常律师》

中男女主人公恋爱的戏份虽然稀少，

却以“浓缩即是精华”的方式，回答了

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一段恋爱关系里

所有的亲密举动都需要征询和同意，

那么浪漫还能否存在？恋爱之所以酸

酸甜甜，难道不是很大程度上源自暧

昧不明的试探？不少人表示，觉得恋

人问自己“可以吗”是一件很尴尬的、

破坏气氛的事。那么，征询和同意一

定与浪漫无缘吗？

在牵手之前，俊浩用真诚而期待

的神情问英禑是否可以，她回答可以，

但表示自己也许无法坚持一分钟。接

着英禑拿出手机设置了倒计时，并且

在第57秒时忍不住松开了手。从程序

上看这是一段近乎刻板的举动，与其

说是恋人的牵手，倒更像是一种脱敏

治疗的尝试。然而从弹幕来看，观众

依然觉得这是非常可爱而浪漫的。两

人第一次亲吻时，俊浩觉察到英禑不

由自主的害怕，便停下了动作，此时英

禑鼓起勇气主动亲了俊浩的嘴唇，接

着困惑地发问“亲吻时本来就会碰到

牙齿吗”，于是俊浩向她解释亲吻的方

法。此处的亲吻教学也被观众评价为

“高甜”的名场面。

此处的征询和同意之所以毫不尴

尬甚至非常浪漫，依然要首先归功于英

禑的人物设定。因为自闭症人士害怕

肢体接触，俊浩对英禑表现出的小心谨

慎便不是缺乏情趣，而是对她作为特殊

个体的了解、爱护与尊重。也因为自闭

症人士在情感经验上的匮乏，英禑在恋

爱表达上的直白和笨拙，也自然地被视

为真诚和勇敢。于是，虽然两个人恋爱

的情节与许多的甜剧一样遵循着表白、

牵手、亲吻的标准流程，配以柔光、慢

镜、配乐的标准场面，它建构出的却是

一种全新的浪漫想象。

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追问，是

否必须借由非常态的人设才能建构起“同

意的浪漫”呢？2020年的剧集《正常人》改

编自爱尔兰作家萨利 ·鲁尼的同名小说。

正如书名和片名所描述的，男女主人公都

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剧中两人在第

一次发生关系时，每一个动作都进行了

互相的征询和同意，然而这样的对话丝

毫没有减弱其中的热情与温情。因此，

征询和同意理应是也必然能够是一种

新的浪漫叙事，它与人物是正常还是异

常并无直接关联，问题只在于创作者能

否真诚地相信建立在平等与尊重之上

的爱情。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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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题材剧破圈
带来哪些启示

——评正在播出的《你安全吗？》

不
打
哈

有研究表明，同样是普及法律知识，

影视剧相较于一般的普法栏目，具有更好

的传播效果。正在播出的国内首部网络

安全题材剧集《你安全吗？》就是以网络安

全尤其是网络信息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

为切入点，同时聚焦各类社会热点和民生

话题，通过一系列影视剧独具的艺术表现

手法实现了破圈。

影视剧的普法效果往往建立在其非

强迫性的传播形式上，简单说就是寓教于

乐，观众在观看时不仅没有疲惫、枯燥、乏

味之感，反而可以极其放松、随意、自由。

《你安全吗？》更是用一种轻松幽默、喜剧

式的方式，将平时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类

网络信息安全威胁情形，通过主线的电信

诈骗案情和支线的各类案情呈现出来，在

环环相扣的案件中，不仅没有严肃地一味

说教，也没有强迫观众必须接受，反而使

观众在消遣娱乐的同时学习到了防范网

络安全威胁的方法。在剧中，檀健次扮演

的秦淮和朋友周游、陈默一起办了一家民

间网络安全公司。秦淮在给社区居民讲

防范网络诈骗时，自己的电脑也被黑客入

侵，他将计就计，给居民讲解电脑被入侵

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从而巧妙化解尴

尬。又如，秦淮被误认为是“咸猪手”而遭

受网暴，搭档周游为了找到真正性骚扰的

人，男扮女装在公交车上“钓鱼”，引发了

一连串笑料，最终还秦淮清白，平息了网

暴事件。可以说，轻松的基调和网络安全

本身的严肃性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反差萌。

在“寓教于乐”过程中，《你安全吗？》

想要表达的潜在核心思想是，上到国家层

面，下到扫码支付等百姓的日常生活，处

处离不开网络，安全成为了重中之重。作

为普通人，虽然无法像剧中主角那样进行

专业的网络防护、网络数据库维护、计算

机病毒与木马防护、数据加密防护，但保

护生物密码尤其是指纹、声纹、虹膜这些

无法改变的身份密码，以及修改不同网站

的不同密码这些小事还是可以做到的，而

且就是这些小事对自身安全乃至国家安

全的保护意义重大。因为，没有网络信息

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公民维护好自身网

络信息安全的同时，就是在维护国家的网

络安全、就是在维护国家的安全。国家安

全问题就在每一位公民身边，稍不注意就

会忽视。网络安全不同于传统安全，它是

新型的非传统安全，不要认为它不会危及

到国家安全就忽略掉，也不要认为与自身

无关，反而更需要公民在学习的基础上进

行维护，这也是剧集社会教育之效。通过

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观众知晓，网络

安全无小事，普通人做的平常事同样也能

维护网络安全。

电视剧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样式，它不

是封闭的、单向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

交流，而是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的交

流。电视剧的传播强调大众参与的广泛

性，随着《你安全吗？》剧情的发展，网络暴

力、水军控评、网络诈骗、羊毛群诈骗、网络

赌球等社会热点铺展开来，越来越多的观

众参与探讨。剧中将网络热议话题背后的

故事通过一个个分支案件（其实上述每一

个热点都算是一个分支案件，每一个分支

案件都可以单独讨论）进行串联并娓娓道

来，更逐一提出了解决方法。

比如，与现实贴近的羊毛群诈骗，剧

中情节是：秦淮和伙伴们在调查瓶盖兑奖

案件过程中找到羊毛商，他手中有上千个

账号，专门针对有漏洞的厂家，即利用网

络平台漏洞、厂家活动漏洞，恶意、大量薅

羊毛获利，涉嫌违法。这个案件告诉我

们，除了厂家要不断升级网络防御系统

外，作为公民切勿贪小便宜。又如，剧中

出现的多起网络暴力事件，在社会上形成

了恶劣影响，虽然问题最终都得以解决，

但值得观众反思：不可盲目追风、人云亦

云，需要在遵守《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

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并在遵循客观事实

的基础上理性看待。观众在参与案件讨

论的过程中，逐渐树牢了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思想。网络在为公

众提供便利的同时，还需要依靠公众来共

同维护。在讨论社会现象的同时，观众也

会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

正如剧中所说，网络技术就是把刀，

自己是握刀的人，用不好不但会割伤自

己，还会伤害到别人。这不是刀的问题，

是人的选择问题。陈默为了抓住电信诈

骗嫌疑人，私自制作病毒、打击黑产、攻击

网站，因病毒泄露被抓；而周游曾受到蛊

惑准备黑进对方账户发帖来澄清事实，同

样犯法，这些以暴制暴的行为不可取。秦

淮则立下“规矩”，利用网络调查不能违

法，如不能非法安装监控App或者非法登

入他人账号，不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不仅是参与剧的讨论，每个公民都应

该从自身做起，用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为净

化网络生态、维护网络安全添一份力，积

极参与到维护网络安全当中。

当然，该剧在叙事和细节方面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在叙事节奏上，

不稳定且时快时慢，前后割裂，某些分

支案件开头铺垫很好但仓促结尾，让人

意犹未尽。有的剧情似乎是为了凸显

戏剧冲突，强行安排，不太合理。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剧整体上比较专

业，但是在围绕案件所编织的细节上，

为了制造悬疑感和紧张感，有些与现实

不太相符，如境外在对主角进行杀猪盘

诈骗（线上），境内同一批人同时在对主

角放贷（线下），与电信诈骗（杀猪盘属

于电信诈骗的一种）的非接触性特征不

太吻合；一些画面尤其是与网络相关的

代码、编程画面，稍显敷衍。

总体来说，在轻松幽默和略带悬疑的

基调上铺开的《你安全吗？》，在电视剧文

化非强迫式传播、互动式传播上独具特

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讲述案件的同

时，普及了网络安全知识、教会了安全防

范的方法、讨论了社会热点问题，不仅使

得创作更为平民化、亲民化，引发观众共

鸣，还填补了国家安全题材电视剧的空

白。虽然存在科普较多而艺术略显不足

等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并不妨碍该类

题材的破圈。

结合现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补充说

明：为了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协调，完善法律责

任制度，保护个人、组织在网络空间的合

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本月

中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

定（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9月29日。公众可通过有关途径和方式

反馈意见，为维护网络安全贡献智慧。本

次征求意见稿主要集中在对《网络安全

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的修改，涉及到网络

运营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等主

体的责任。在《你安全吗？》中，幕后黑手

就在网络安全公司中，即网络运营者（网

络服务提供者），观众可以通过查询征求

意见稿，在进一步学习相关内容的基础上

更好地解读剧集，在深入了解这方面知识

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安全助力。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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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产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有
一个迷思是：为什么在纪录片领域屡有评
分超过9分的作品出现，如《生门》《人间
世》《中国医生》，可一旦转换到电视剧赛
道就佳作寥寥，超过7分已是少见？

也许，刚刚收官的《亲爱的生命》可
以作为一扇观察的窗口。编剧王童先
后担任过两季纪录片《急诊室故事》的
总撰稿，两季节目的评分分别高达9.6

和9.7，充分证明了其在文本层面对于
医疗题材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然
而《亲爱的生命》在播出30集后才迟迟
开分：5.8。

有人可能会为主创感到委屈。全
剧以两位妇产科住院医师杜帝和吴聪
睿的成长为长线情节，以她们遇到的
各种病患为短线情节，总共安排了35

台重要手术，小到检查单、B超报告，
大到手术场面，医疗器械的摆放，都有
专业人员和医学顾问把关，做到尽量
专业，确实规避了此前医疗剧中出现
的把MRI片子错当成脑部CT、为病人
注射9%生理盐水、不戴手套就直接触
碰无菌服等专业硬伤，服装置景的还
原度也很高。

而观众的争议点之一是在剧中病
例的真实性上：有人表示很真实，自己
就经历过，更多的人表示太悬浮，不可
能。分歧背后，其实是一个医疗剧究竟
应该如何选择病例的问题。《亲爱的生
命》的剧本筹备方式是纪录片式的：走访
了大量妇产科医生和医疗领域专家，参与
了多场学术活动，收集了两百多例真实案
例。最后被挑选出来进行改编再缝合到
剧情中的，大多数都是比较极端的病例，
包括婆媳同时怀孕且住进同一个病房待
产，婆婆状态很好，儿媳妇却有罕见病；女
高管高龄怀孕，私自给自己打催产素，为
的是顺产从而能尽早出院保住工作；甚至
还有一个病例，直接改编自“世界首例肺
移植产妇去世”这一真实新闻。

有一个观点，认为国产医疗剧应该
在专业性上多向纪录片学习。《亲爱的
生命》看来是做到了，为什么仍然受到
观众质疑？原因或许在于，人们在观看
电视剧时往往会调动自身的生命体验
来感受那个艺术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产
生共情和共融，而在观看纪录片时本就
抱着长知识开眼界的心态。因此，虽然
大众期待在医疗剧里看到离奇的疑难
杂症，但如果这些病例过于超出他们的
日常认知，就会适得其反。

如果说展现医生如何使用高超医
术和先进手段战胜疾病拯救生命，是专
业层面上的考验，那么铺展附着于专业
之上的情感、人性以及社会话题，考验
的是创作者能否真正把握生活的本质
和内在逻辑。顺应近来国产剧的潮流，
《亲爱的生命》借助题材优势搭载了很
多与女性相关的话题，比如原生家庭的
性别歧视、婚姻中的家暴、女性在生育
和升职之间的两难选择等。而该剧所
遭遇的不满，相当一部分就与这些话题

的阐述有关：它们有些是为了树立人
设、制造冲突而强行制造矛盾，有些则
像随处可见但其实禁不起推敲的“二手
金句”。

比如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的杜帝和
男友李骏骁围绕“先养孩子还是先拼
事业”而产生的激烈争吵。两人相恋
五年，同在妇产科工作，李骏骁升任主
治医师之后向杜帝求婚，希望能够尽
快翻开结婚生子的人生新篇章。可是
杜帝正面临住院总医师的选拔，不愿
意在事业上升期因为怀孕而按下事业
的中止键，想等自己也当上主治医师
之后再考虑。接下来李骏骁说了一段
话，大意是，自己不是要求杜帝中止自
己的事业，只是暂缓两年，不然等杜帝
升到了主治医师，她就成了高龄产
妇。这场对话开启的话题其实是很有
探讨价值的：对于有事业心的女性而
言，职业道路上每一个阶段都是关键
期，而她们只要生孩子，就一定会耽误
工作，无非是早耽误或者晚耽误。那
么，所谓最佳时机是不是一个伪命
题？真的存在一个非生理意义上的最
佳时机吗？如果女性注定要为履行母
职付出代价，小到家庭、大到社会，该
如何对其进行补偿？但可惜的是，接
下来杜帝说了一句台词：“原来我在你
心中不是一个平等的人，只是一个有
子宫的生育工具”，迅速将话题引向了
“是不是为了家庭就要放弃另外一个
人的梦想”“女性的事业值不值得被尊
重”“凭什么一个有实力的妇产科女医
生就要把生孩子照顾家庭当作人生的
终极目标”等。明眼人能够看出，在这
里，剧本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效果不
仅在于强行制造两人之间的分歧，更
在于用这些常驻热搜榜的议题挑起大
众争议，制造剧集的讨论热度，却浪费
了探讨真问题的机会。

而在网红女主播患上产后抑郁症的
案例中，医生刘念白为了向其家人解释产
后抑郁的成因说了一段话：假如你刚刚动
了阑尾炎手术，拖着伤病未愈的身体马上
要投入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出一
点差错就会被指责，没有任何收入和前
途，你会开心吗？这段话听起来很耳熟，
我们曾经在很多10万+的爆款文里看到
过。它能够很轻易地唤起受众的共情，但
是它不对。因为“成为母亲”是不能用一
般意义上的工作来作比的。

在这方面，《亲爱的生命》表现出的
同时也是近来不少国产都市剧的通
病。关注社会热点话题是电视剧贴近
现实的表现，但是很多作品播出之后给
人的观感却是“悬浮”“伪现实”，推高了
话题的讨论热度却并无助于大众对于
现实的深刻理解从而更好地面对自己
的生活。剧作家莫里斯 ·梅特林克曾经
说过：“从那些没有时间生活的人那里，
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同样的，从那些并
不真正来自于生活的“二手道理”里，我
们能学到什么呢？

国产医疗剧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
种兼具市场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重要类
型。仅仅相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有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和《亲爱的生命》
两部医疗剧先后播出。在解决剧中各
种疑难杂症的同时，医疗剧如何解决自
己的疑难杂症，也越来越为大众所关
心。马克思曾经评价巴尔扎克、狄更斯
等19世纪的小说家：关于当时的社会
状况，他们提供了比政治家、道德家和
新闻记者还要多的东西。那么，回到文
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相比于同题材的纪
录片屡获高分，今天的医疗剧创作者需
要思考的是，电视剧如何给大众提供比
纪录片“还要多的东西”？或者说，具备
自身独特价值的东西？

肖军

《你安全吗？》通过一系列影视剧独具的艺术表现手法实现了破圈，图为该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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