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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命毒师》中不仅
主角出色，众多配角也
可圈可点。在《风骚律
师》中，我们还看到大反
派麦克、有勇无谋的毒
品贩子图科等人是如何
一步步变成《绝命毒师》
中那副模样的。旧角色
依然发光发亮，新出现
的角色也十分有看头。
吉米的哥哥查克原来是
大律师，后来却患上了
一种怪病，不能接触任
何电子设备，连出门都
得罩上银色反光布遮挡
太阳，这让他无法工作，
只能让吉米帮他到律所
追讨属于他的钱；查克
律所合伙人霍华德·哈
姆林，一个视财如命的
伪君子，想尽办法不让
吉米拿到查克的钱。

剧迷们很清楚，吉
米最终肯定会化险为
夷、并一步步堕落下去、
放弃理想——他想做好
人，做个好律师，但最终
只能成为索尔·“好人”
(Goodman)。《风骚律师》
并不是一部弘扬普世价
值观的主旋律美剧，但
这并不妨碍我们身边的
很多“Goodman”给它点
赞，因为通过这部剧可
以更好地审视人性，在
这个世界里，善与恶总
是相对同时存在的，每
个人都在已有的信息基
础上，做出他认为最好
的选择，但有时，这种选
择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
愈发贪婪，因此《风骚律
师》里的每一个人，都在
按照这个法则行事，没
有无私的大英雄，没有
生来邪恶的反派，关键
是要看你打开哪个装着
巧克力的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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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剧迷非常关注的第69届艾美奖完整提名名单
揭晓，《西部世界》以22项提名领跑，而今年的最佳剧情类
单元角逐异常激烈，《西部世界》最大竞争对手莫过于《风
骚律师》第三季，而鲍勃·奥登科克（《风骚律师》主演）捧得
艾美视帝的呼声也很高。作为超人气美剧《绝命毒师》的
衍生剧，《风骚律师》拍到第三季，其质量和口碑没有一点
疲软，反而越来越坚挺。豆瓣评分第一季是9.2，第二季
9.4，而第三季，9.7，而9.7这个分值也是冠压包括《权力的
游戏》在内的诸多美剧，成为史上得分最高的剧集。

《神奇律师》
IMDB评分：7.7 参与投票人数：8,194
同样，这也是一部“非典型”的律政剧。主角 Eli

Stone年轻有为，不幸患上脑动脉瘤后，却莫名其妙地陷
入与一桩桩诉讼案件相关的幻境中，他开始留意那些不
起眼的小案子，从只在乎名利金钱变得更有善心和正义
感。 本剧没有错综复杂的刑事大案，只有一些相比之下
微不足道的公益诉讼，更大的闪光点在于人心和人性。

《风骚律师》由鲍勃·奥
登科克、蕾亚·塞洪、帕特里
克·法比安、乔纳森·班克斯、
迈克尔·曼多、迈克尔·麦基
恩联合主演。故事背景设定
在 2002 年，讲述一个名为吉
米·麦吉尔，人称吉米的小律
师是如何一步一步奋斗成六
年后专为坏人打官司的索
尔·古德曼的故事。该剧第
一季于 2015 年 2 月 8 日在美
国AMC电视台首播，第二季
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在美国
AMC 电视台首播，同年 12
月，《风骚律师》被选为 2016
美国电影学会十佳剧集。该
剧第三季于2017年4月10日
播出。

在 2013 年，几乎所有美
剧粉都在为一部美剧的完结
惋惜，在其上映的 6 年里，无
数观众被这部有着“颠覆性”
的电视剧折服，它的宗旨不
讲人生理想、不讲法律、不讲
道义。因而，在大结局中主
角老白中枪毙命，也让无数
粉丝感慨，虽然老白本质不
坏，但做了缺德事一定下场
不好。虽然老白走了，但美
国“江湖风云”的故事还在继
续。2015 年，《绝命毒师》官
方衍生剧《风骚律师》第一季
索尔·古德曼黑化史开始出
现在剧迷面前，索尔·古德曼
是《绝命毒师》里的重要角
色，他虽然名字叫“goodman”
（好人），但利用法律的空子
干了不少“脏活”。

本来一开始，《绝命毒
师》原班制作人文斯·吉利根
想拍一部关于索尔的喜剧
片，每集时长二十分钟。幸
好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主创
们明智地选择了他们擅长的
剧情片形式来拍这部衍生
剧，而不是一部扯嘴皮子的
喜剧，它也不同于那种传统
意义上帅哥靓女扎堆的美
剧，《风骚律师》有些重口，有
很多黑色幽默，这使得原剧
粉们才能看到一部味道神似

《绝命毒师》，剧情又走出了
新韵味的《风骚律师》。

其实在《绝命毒师》
上映的时候，就有许多粉
丝对索尔·古德曼十分好
奇——这个嘴上不靠谱
办事却十分牢靠、不干好
事又非常有“职业道德”
的家伙，究竟经历了什么?

《风骚律师》第一季前两集里，我们能看
到，年轻律师吉米一脸四有青年模样，完
全不似《绝命毒师》里那个油嘴滑舌的夸
张小丑。可是，无法控制的客户、巨大的
危机却让他逐渐难以应对——虽也不过
是巨额账单、碰瓷失败反而惹上不该惹
的人如此种种危机，如果是六年后的索尔，
这都不算事儿。可偏偏，现在的吉米只
是个坐在锅炉房改造而成的办公室、不
受待见又要兢兢业业上班的公设律师。

鲍勃·奥登科克在《绝命毒师》中饰

演一个大骗子，而在前传性质的《风骚律
师》中，他成功地诠释出了变身索尔前一
个良知尚存、工作努力却廉价屌丝的失
败者。在衍生剧中，我们可以在吉米身
上看到未来索尔的一些影子，有着一些
古怪的小聪明，能让他在最危急的时候
脱身；虽然看上去是怂人一个，但内心
是个有底线有职业操守的人……美国
电视电影圈经常能看到像索尔这样的
小人物，《绝命毒师》中的男主角沃特·怀
特、《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加纳、

《迷失》中的老头洛克等，他们都曾经在
创业初期遇到过难以想象的困境，比如
家徒四壁又身患绝症，比如关系到自己
能不能生活下去的唯一客户在关键时
刻突然改变主意，再比如没有地方住只
能抱着儿子睡在地铁公厕等，都可以说
是主人公生活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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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骚律师”
再续“江湖风云”

还原真实的索尔·古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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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英雄
也没天生坏蛋

十大律政剧挨个看
律师、警察、医生，这三种职业几乎三分了美剧的天下。《风骚律

师》的走红也激发不少剧迷对律政剧的热情。美国是世界上司法体
系最完善的国家，几乎所有律政美剧中都会体现美国人的法治意识
和权利平等的价值观以及对于法律牢不可破的信仰，有人开玩笑说，
看过了这十大经典律政剧后，你就基本读懂了美国的法律。

1
《金装律师》

IMDB评分：8.8 参与投票人数：198,392
片名“Suits”一语双关，既指西服套装也指诉讼。吸过

毒、辍过学的Mike意外成为了曼哈顿最著名的律师Harvey
的助手，这两位的组合自此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常胜搭档。
无论是对公司法有研究的、对西服搭配有兴趣的，还是单纯
想看帅哥卖腐的，想来都能在本剧找到自己的high点。

2
《波士顿法律》

IMDB评分：8.5 参与投票人数：31,049
《Boston Legal》是另一部律政剧《The Practice》的衍

生剧，主角Alan Shore和Denny Crane是一对相当成功的
资深律师，也是每晚喝酒聊天的莫逆之交。这是一部内
涵深刻的美剧，借一个个司法案件，深刻剖析了美国的文
化、社会、法律、宗教以及人性等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
也柔软地展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信仰、友谊和爱情。

3
《傲骨贤妻》

IMDB评分：8.3 参与投票人数：41,688
“当世界天旋地转的时候，作为女人的你要如何来力

挽狂澜？”丈夫入狱，主妇Alicia 为了家庭，只能重拾婚前
的辩护律师职业。然而尽管集各种美好特质于一身，职
场女律师的成功又岂是那么容易？不同于绝大多数律政
剧，本剧最大的特点是刻画了许多动人的女律师形象，

“有一种沉静的力量，不卑不亢”。

4
《法律与秩序》

IMDB评分：8.1 参与投票人数：46,525
纽约警察和检察官的故事，从1990年首播以来就受到

亿万人瞩目，衍生出一系列剧集。这是一部融警匪与法庭于
一体的电视剧，片中讲述的犯罪基本源于真实的报纸头条
新闻。从案件侦查、起诉，直到庭审，节奏紧凑，扣人心弦。
真实、理性、严谨，这是一部反映美国司法制度的经典之作。

5
《裂痕》

IMDB评分：8.1 参与投票人数：23,063
同样以女律师为主角，本剧可比《傲骨贤妻》暗黑多

了，与其说是律政剧，可能更像是惊悚悬疑剧。片中几乎
人人正邪难辨，女主角Patty是一名专门代理高额集体诉
讼案件的大律师，她以“trust no one（不要相信任何人）”
为座右铭，无所不用其极，在职场中碾压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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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律师》
IMDB评分：8.0 参与投票人数：1,439
该剧强调的是律师团队合作的力量。本剧有4个不

同个性的主角律师，情节精彩、紧凑、炫目，“看Justice可
以更多了解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更多理解司法制度中的
不确定因素和舆论的影响力。Justice甚至不是美化律师
的，它让观众更了解大众势利和贪婪的一面，为了以全概
偏，甚至以牺牲人物魅力为代价。 ”

《三流超人哈维博德曼之律师生涯》
IMDB评分：8.0 参与投票人数：7,735
这是一部有着美式老动画范儿的成人喜剧动画片，

本片脑洞大开，以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日常场景为主线，而
主角却是 60 年代大热的超级英雄：Birdman 和 Galaxy
Trio，每一集讲述的都是一名卡通人物犯罪的故事。本
剧在国内鲜有人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有为数不少的
观众。喜欢美式动画的律政剧迷值得一看。

《律师本色》
IMDB评分：7.8 参与投票人数：5,253
尽管许多人是先看了它的衍生剧《Boston Legal》再

回过头来看本剧的，仍不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有魅力的
经典律政剧，它讲述了一群刑事辩护律师的故事，含有大
量的交叉询问的法庭辩论环节，法庭戏相当扎实和精
彩。片中同样展现了刑辩律师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
和对美国司法制度的反思。

《小律师大作为》
IMDB评分：7.7 参与投票人数：11,466
不同于以上严肃正经的律政剧，本剧可能更像一部轻

松的喜剧片。片中的两位男主角是一对逗比的小律师，在
一个气氛欢乐过头的事务所工作。可以在办公室开泳池派
对，可以在法庭上让脱衣舞女当众表演，可以当着陪审团喝
醉耍酒疯，可以大骂自己的当事人……只要能打赢官司，没
有什么不可以。看多了紧张沉重的法庭辩论，不妨换个口
味轻松一下，毕竟，现实已经这么残酷了，不是吗？

《风骚律师》

《神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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