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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视

国产医疗职业剧创作一直在努力挣

脱偶像爱情剧的窠臼，坚守类型创作本

质，《谢谢你医生》即是最新成果。当

杨幂和白宇这一对演员CP在本剧中担

纲主演时，观众其实已带有极大的情绪

期待值。至少就主演阵容而言，一切围

绕着他们的情感关系展开剧情应当是毫

不费力的。更何况全剧开场人物亮相就

显示出“都市时尚剧”的类型要素——

杨幂扮演的肖砚医生着皮装、开机车，

既美又飒；白宇扮演的白术医生永远自

信爆棚，无论多忙也要享受手磨咖啡带

来的情调——观众已然嗅到了偶像爱情

剧的浪漫满溢。然而意外的是，《谢谢

你医生》 中肖砚与白术的情感若隐若

现，爱情戏既不密集也不缠绵，于若干

医疗事件的发展中来回勾连，在细枝末

节的相处中，他们寻获职业、生命以及

陪伴的意义。

作为医疗职业剧类型创作的新探

索，《谢谢你医生》延续了对医疗场景的

专业呈现和以医疗案例为模块单元的叙

事形式。一方面，偶像元素和爱情戏是

本剧的看点之一，是线索和悬念所在，但

并未对此大书特书，爱情只是涓涓流淌

在剧情的缝隙里；另一方面，本剧关注点

放在医院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职业人格成

长上，兼及医学伦理和人文关怀，强化了

医疗职业剧的类型特征。这是一种类型

元素的取舍，更是一种戏剧节奏的扬弃，

体现在本剧前半部分淡化靠爱情戏调控

观众情绪的套路，而把浓烈的爱恋放在

后半部分——这一安排招致观众的两极

化评价，但无疑也为医疗职业剧的情节

走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高高举起、轻轻放
下的爱情戏

自1986年在英国首播的《急诊室》

风靡西方并创造了最长寿的医疗职业剧

纪录以来，《实习医生格蕾》《豪斯医生》

等剧接踵而至，国产剧《急诊科医生》《心

术》《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等剧也延绵不

绝，以篇幅长、人物多、专业性强著称，发

展出成熟的医疗职业剧类型。在类型剧

的创作上，铁打不变的是医生群体，流水

的是病例、病人及其亲朋，其看点有三：

诊疗的专业性、医生的工作与生活、病人

的情感故事。在这个类型框架内的叙

事，“专业性的”情节与“人性的”情节彼

此纠缠，奠定了医疗职业剧的基本类型

模式，对医疗的专业再现和对医学伦理

的探讨成为该类型的基本叙事模式，也

造就了不同的创作方向和意趣。

《谢谢你医生》的创作选择了一种较

为激进的方向。本剧共四十集，但其中

出现的病例有七十多个，海量的病人及

其家属像走马灯一样在剧情中轮转。从

原著小说《ICU48小时》到电视剧《谢谢

你医生》，剧名的变化可以看出电视剧更

注重医患关系的建构，从而被出品方定

义为“医疗情感关怀剧”。女主肖砚从

战火延绵的西亚归国，来到和平阳光下

的上海桐山医院；男主白术则一直是桐

山医院的精英医生，事业顺风顺水。这

对CP的反差是如此强烈，他们不同的

经历造就了性格和观念的碰撞，以至于

人物的冲撞在剧集开始部分就拉满，这

让剧中男女主的关系一目了然，夯实了

剧集戏剧性的基础。虽然俊男靓女从矛

盾到和解再到相知的套路并无多少想

象空间，却符合一般的戏剧逻辑。剧情

的安排甚至出乎普通观众意料，本剧开

篇让角色冲突冲上高峰后迅速降温，男

女主的关系引而不发，着意控制男女主

的恋爱进度，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爱情

戏让位于展现医疗工作者的专业工作

和人文关怀，颇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

魄力，给男女主小火煨高汤般的爱情成

长留足了空间。于是，《谢谢你医生》的

前半部分的重点发生了转变，EICU（急

诊重症监护室）的建设、科室内部的矛

盾、疑难杂症的诊疗均优先于偶像爱情

戏份。

突破在于医生职
业素养和职业环境的
再造

剧集由医生们职业素养的不断成熟

而推进，这是编导有意为之地让医疗职

业剧硬核起来。我们看到，《谢谢你医

生》中的医生虽然会认真听取身边人的

建议，但他们真正做出改变并不是单纯

受到别人的影响，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

改变。给出建议的人也并不会强加自己

的观点给对方，而是坦诚以待，并陪伴和

观察着对方的进步，这是一种非常舒适

和值得提倡的职业态度。

白术医生的很多言行并不是一个

合格老练的医生会有的，但电视剧毕竟

是在说故事，而不是拍纪录片，人物的

缺点往往是推进剧情所必要的。白术

实在是太自信了，然而通过他同事们的

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自信不是

因为轻狂自大，而是他在求学和职业生

涯里付出了万分的努力和专注。他尊重

科学和医生职业，也尊重自己付出的刻

苦。他面对师长、同事、病人也有态度乖

巧谦和的一面。在遇到肖砚之后，就算

是工作中有矛盾，但只要证明对方的判

断有理有据，他是绝对不会再坚持己见

的。除了他私有的咖啡时光，其他时间

他不是在看病例就是在观察思考别人的

话，只要是对的，他就会打心底承认，最

多是嘴上不承认。白术是因为够专业才

自信，而不是盲目自大，所以这种程度的

自傲并不突兀，而且扮演者白宇把人物

性格塑造得极有质感，让人物立得住、经

得品。

一个故事的价值输出不能只看个别

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要看剧情

整体上的价值基点。在前期剧情中，白

术确实有很多让人皱眉的言行，但凡他

有出格的苗头，院长、肖砚或其他同事就

会出来敲打他。这样的剧情安排，自然

就会输出正确的职业观念。反观肖砚也

是如此，她长期在海外，尤其是在恶劣极

端的环境下工作，她的职业思维和国内

医生有很大区别，所以来到桐山医院后

也需磨合和改变。例如，肖砚医生看到

儿子打了老年痴呆的父亲，马上就想报

警，以她多年在海外的从医经历，看到了

家暴行为就必须这样做。不过急诊室的

陆主任拉住了她，在陆主任看来，要多了

解一下内情或许才是对病人最好的选

择。而肖砚听劝之后，也确实让事态得

到了更适当的处置。这样的情节，于中

国的现实中有其特殊性，也是医生在实

务中职业智慧的体现。可以说，肖砚在

桐山医院经过了一轮职业素养的再造，

并深刻地融入到EICU集体中。

在医疗职业剧的创作中，医疗环境

的再现是灵魂。这就要求剧中的病例、

病人及其家属有典型性，人物设计要避

免过度的套路和脸谱化，人物的弧光才

能闪现，剧情才能吸引人，所谓慢工出

细活儿。首先，本剧在搜集病例过程中

进行了精心选择：相濡以沫的老夫妇、

想要保住遗腹子的孕妇，为了没有血缘

关系的孩子而倾尽所有的父亲，阿尔兹

海默病患者的家属、关系紧张的父母和

孩子……每一个病人都有典型性，在各

自有限的戏份里做足了戏剧性。其次，

编导既不刻意美化人性，也不神化医

生。病人因为疾病产生的病症，家属因

为各种原因而复杂多变的心理，都是医

护人员平常要面对的。至于说医护人员

会不会有牢骚？当然会有，剧中肖砚身

边的唐画医生、护士长身边的小林护士

等人都在承担这样的戏份，他们戏份可

能并不讨喜，但并非多余，给本剧增加

了现实的厚度。

在类型内创作，让
类型不偏移

总体说来，《谢谢你医生》没有偏移

类型创作的框架，它内容饱满、情节密

集、节奏轻快，满足了观众的多样需求：

剧中有专业，每一个病例，都是一次翔

实的医学科普；剧中有技术，医生们治

疗时的专业手法，让观众感觉到医疗技

术的魅力；剧中有人文，患者背后的故

事能反映世情百态和终极关怀。而在

这些之外，观众也能从男女主身上，看

到偶像言情剧般温柔朦胧的爱恋，这种

爱恋适可而止，没有夸张举动和肉麻蜜

语，只有欲说还休和发自肺腑。于是我

们看到，剧中医生们的光彩主要体现在

职业素质的成长上，涉及医学问题时各

自坚持自己的理念，固执起来互不相让

但又惺惺相惜，而爱情如草蛇灰线却清

新动人。

医疗职业剧发展至今，已然形成相

对稳定的模式，不论是在剧情设置、人物

形象塑造，还是对人性、生死主题的讨论

都在不断深化。因此，医疗职业剧创作

更应突破俗套，把握好医疗职业的专业

知识与电视剧戏剧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才能促使佳作不断。在实际创作中，医

疗职业剧类型时常在偶像剧、职场剧和

伦理剧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呈现出过度

娱乐化和类型偏移的倾向，这表明对该

类型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存在可探讨的

空间。可喜的是，《谢谢你医生》已经给

出了一种有启发性的解答。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
范大学教师）

把偶像爱情剧隐藏在医疗职业剧的缝隙里
——从《谢谢你医生》看类型创作

张富坚

1922年，万氏兄弟制作动画广告
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并放映，标志着
中国动画诞生，今年正是中国动画的百
年诞辰。今天我们在思考动画为什么
而创作时会发现，这不仅关乎如何继承
和发展传统文化，事实上，动画是非常
适合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艺术媒介。

最近，一部名为《胶囊计划》的国产
动画短片集悄然上线，意外收获了来自
观众的高度关注。它立足于现实基础
上的寓言与想象，使传统文化与科幻浑
然一体，还在中式情感、现实题材上进
行富有想象力的开掘，以先锋性和实验
性探索了一条中国动画题材新路，拓展
了大众对中国动画的认知边界。

融合传统文化的
同时，也需更新创作
视角

近年来，关于国产动画崛起的声音
不绝于耳。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横空出世，将传统神话的现代化
改编这一模式带进观众眼中，再到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将这一形式
推向高潮，自此神话的二次创作成为一
种被竞相追捧的“文化炼金术”。但后
续作品并没有复制前作们的成功。《姜
子牙》《新神榜：哪吒重生》和今年暑期
档热映的《新神榜：杨戬》等，虽然都挖
掘了神话故事中常被忽略的细节，或加
入神奇道具、空间呈现等视觉奇观，但
仍然讲述古代的故事，题材与主题上并
无实质创新。

国产动画对神话改编形成路径依
赖，创新乏力。这并非传统文化不适应
现代社会，而是创作者没有找到合适的
创作视角。

《胶囊计划》中有多部作品抽取了
中国元素，融合到现代或未来故事里，
避免了常见的改编套路。比如短片
《界》和《终极体验》就以未来科幻+传统
文化模式，借八卦五行、天干地支等中
国符号去思考未来世界中人与命运的
关系。
《终极体验》中的男孩小凯用VR设

备直播自己的日常生活，换取金钱。随

着奖励不断升级，小凯无意间出卖了自
己的灵魂。除了一网打尽虚拟现实、直
播打赏、元宇宙等时下热门元素，该片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加入传统文化中的道
士形象，用电子桃木剑、键盘竹简演绎了
一场赛博驱魔。其中“庄生晓梦迷蝴蝶”
的意象则是从庄子的“本我”与“非我”，
探讨心灵与身体的哲学。这场嵌套的
赛博朋克噩梦也在结局留下悬念。

《界》的世界观和视觉风格早在前
作《赛博朋克山海经》中就有出色表
现。故事讲述实习生李未上班第一天，
公司系统突发故障，人类命运走向由李
未决定。片中场景设计、人物命名等皆
有中国元素，从叙事中又延展出未来世
界中人与命运的哲思。故事中，人类创
造出具有人性、能为人类命运着想而不
会越权的机器人，但这产生了一个争论

已久的话题——试验品的伦理问题。
或许可以批量生产许多个“李未”，在危
险时刻牺牲自己、拯救全人类。但具有
人类思想的李未们就可以被无所谓地牺
牲掉吗？

传统元素的现代性应用让观众觉
得新鲜，但这只是其表，内核其实在于
透过这些有趣的混搭，折射出人性的复
杂、对人与机器的生存哲学的追问。这
使得传统文化在人类生存境况的叩问
中找到再次焕发活力的土壤。

描摹现实形貌，
让作品获得落地感

近年来，《功夫熊猫》系列、《青春变
形记》等动画电影借用中国文化中的功
夫、家族等概念，讲述个人成长、与亲情
的互动等现代价值观，从而受到全世界
观众的喜爱。可以说，不论历史、现实
还是未来题材，在合适的视角中，中国
故事具有可推广的广阔空间。《胶囊计
划》中不少短片正是聚焦于对中式情感
和家庭关系的描摹。

短片《荧惑归途》是系列中播放量
位居前列的作品。该片在软科幻的外
壳之下，讲述了一个在外打拼的游子惊
险的回家之路。其科幻设定则颇具想
象力，如接住脱轨列车的太空网，反向
设计了刘慈欣作品《三体》中“古筝计
划”的设定；而叙事的完整性和世界观
的合理构建，则让科幻外表下的中式亲
情更加打动人心，与电影《流浪地球》异
曲同工。短片《辰光恰恰好》通过一出
旅行轻喜剧，落脚到儿女眼中的父母形
象，即使在国外，父母们还是习惯乡音
和家乡饮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
看到，中式情感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延

续性。这正是中国传统情感的本质力
量与包容性，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动力和
创作源泉。

与《荧惑归途》和《辰光恰恰好》不
同，《癔症》则从另一视角反思了家庭中
的伤害，其拟人手法和真实声音的运用
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并再次用拟人形式
勾勒出一个光明温暖的结尾，呼唤人性
的回归。乡村儿童题材《留守童话》则
呼吁对社会中个体的关注。这些作品让
人想起高口碑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其
借用舞狮这一传统文化题材，讲述永不
放弃的成长故事。影片没有一味追求
“燃”，而是串联乡村生活、城市打工人
等，刻画出热血青春背后的现实形貌，这
种立足现实的落地，才能让人们真正获
得力量。

动画的受众不只是儿童，目前动画
领域的创作者以80后90后居多，成人
观众对童年动画的消费也不可忽视。
因此，深化主题，跳出“动画是小孩子看
的”这一刻板印象，是动画产业走向成
熟的标志。《胶囊计划》中有多部二维动
画，展现出朴素、清新的特色。相比于
三维动画，二维动画因其创作门槛和周
期成本等原因，好作品愈发难见。《太空
的奇侠基曼》致敬1980年代引进动画
《宇宙的巨人希曼》，在二维、三维和默
片风格中无缝切换，配音刻意模仿译制
片声调，让人梦回上世纪，并在主题上
进行深化，形成具有浓厚风格化的作品。

当然，《胶囊计划》在给人惊喜的同
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叙事方面，
《界》的故事缺少铺垫，戏剧冲突过于突
然；《终极体验》的结尾颇为仓促混乱。
内蒙古摔跤题材《齐日迈》和《太空的奇
侠基曼》台词冗长，偶有无趣之感，欠缺
对视听语言的综合运用。这些都需要
创作者细细打磨。

一颗胶囊就是一个中国动画的创意脑洞
——评动画短片集《胶囊计划》

王雅妮

▲《胶囊计划》之《界》以未

来科幻+传统文化模式，借八卦

五行、天干地支等中国符号去思

考未来世界中人与命运的关系

▲《胶囊计划》之《癔症》反

思了家庭中的伤害，其拟人手法

和真实声音的运用引起观众强

烈共鸣，片尾呼唤人性的回归

▼《胶囊计划》

之《辰光恰恰好》让

人们看到中式情感

在现代社会仍然具

有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