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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于晏、
王宝强同日来渝争春节档期
唐人街探案 3、紧急救援 你看哪部

还 有 11 天 ，春 节 档 的
大幕就将正式拉开，但在春
节档上映的电影之间的竞
争却早已开始。前天，
《唐
人街探案 3》和《紧急救援》
两部电影几乎同时在重庆
路演，前者的主演王宝强和
后者几乎所有主创现身山
城，和观众见面互动，接受
媒体采访，行程异常繁忙。
2018 年，
《唐人街探案
2》和《紧急救援》导演林超
贤执导的《红海行动》也是
同时亮相春节档，分别拿下
33.97 亿元和 36.5 亿元的
票房。再度同时征战春节
档，王宝强表示春节档的每
一部电影都值得期待，也希
望每一部电影都能大放异
彩。林超贤则表示，他更在
意的是和观众们面对面的
交流。

王宝强与观众合影。

《唐人街探案 3》 演员 王宝强：

王宝强

《紧急救援》剧组主创与观众合影。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紧急救援》 导演 林超贤：

每一部春节档电影都值得期待

上映会紧张，更在乎和观众交流

在《唐人街探案 3》中，继曼谷、纽约之后，唐人街神探唐仁、秦
风前往东京破案，
“ 世界侦探排行榜”中的侦探们也齐聚东京，加
入挑战，
一场亚洲最强神探之间的较量爆笑展开。
虽然《唐人街探案 3》还未进行提前点映，但王宝强还是给了
小小的剧透。
“因为第三部故事发生在日本，所以电影的推理元素
会更加丰富。”王宝强说，从曼谷到纽约再到东京，
“我们的侦探阵
容越来越壮大，每一位演员都非常出色。我们知道系列电影越往
后越难拍，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也非常难，因为观众的期望越来
越大，
都在期待演员能够带来什么新的惊喜。”
陈思诚之前曾表示，
《唐人街探案 3》后自己将不再执导“唐
探”系列电影。回忆和陈思诚的合作，王宝强说 5 年的 3 部电影，
大家一路带着疑问从未知出发，
“ 我们一直互相鼓励。其实一开
始我对这个唐仁这个角色有疑问，担心观众能接受吗？导演就一
直鼓励我说：兄弟，你是个好演员，一定可以。”王宝强透露，他最
初也是从二三十个剧本中一下就选中了《唐人街探案》：
“ 当时有
二三十个剧本，但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唐探》，毫不犹豫选择了这
个剧本，
也很高兴现在看到了
‘唐探宇宙’
的启航。”
2015 年，第一部《唐人街探案》选择在贺岁档上映，一举获得
8.18 亿元票房；2018 年《唐人街探案 2》首次征战春节档，票房上
涨到了 33.97 亿元。即将再度亮相春节档的《唐人街探案 3》，将会
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每一部春节档电影都是值得期待的，我们
希望每一部电影都大放异彩，可以把观众们凝聚在一起，把整个
电影市场带热。”王宝强说，
“其实春节档电影每一种类型都有，这
也让观众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

《紧急救援》首次将镜头对准了中国救捞人，
取材于真实救援事件，
展
现了贴近真实的中国救捞人形象。记者在观影现场听到，整个观影过程
中，
周围不时有观众在抽泣，片中的人物和故事感动了不少观众。观众们
的动情分享也让林超贤感慨：
“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让观众们来鼓励一下自
己，
看到戏里面的人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
能够给观众们力量。”
被称为
“魔鬼导演”
的林超贤在《紧急救援》中再次展现了自己
“魔鬼”
的一面，饰演救援队员的演员们上山下海，完成了各种危险中的救援任
务。连已经与林超贤有过四次合作的彭于晏都直言这次是自己拍摄难度
最高、危险最大的一次。
“其实导演比我们更拼，拍潜水的戏，导演自己不
会潜水，但他也选择陪我一起潜下去，因为他想拍到水中最真实的状态。
像林超贤这样拼的导演很少。”彭于晏说，
“在和林超贤的每一次合作中，
我都用尽全力，导演一直在追求自己心中最好的主题，我非常幸运能够参
与其中，
导演任何时候找我，我都愿意加入！”林超贤说，
其实他知道
“魔鬼
导演”
的称号可能是演员们说出来的，
“跟我合作的每一个演员都很辛苦，
但看完电影，
他们会知道我为什么要
‘虐’他们，
因为他们在电影中的每一
个角色都是充满光彩的。
”
对于春节档，其实林超贤已经不陌生，2018 年春节档上映的由林超
贤执导的《红海行动》获得了 36.5 亿元的票房。2020 年春节档再次出战，
林超贤首先谈到了恐惧和紧张，
“我拍每一部电影都会出现恐惧，每次拍
电影都有这种心态，我的电影都很困难，我想的是怎么拍好，这是需要大
家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换回来的，所以恐惧是有的。”
林超贤还认真地说道：
“上映的时候我会紧张，
但我一般都不会理会后面
会发生什么，
我唯一在乎的就是跟观众们见面，
听观众们说出他们的感受。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孔令强 实习生 李钰琪

彭于晏与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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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然而，人情高能密
集，对一些人而言又是难以承受之重。过年时人与人骤然亲近密切的关系让
他们深感压抑、烦躁、厌倦、恐惧、困惑……为什么会这样，该如何破解？

又逢年关人情高能密集时，怎么破？
倾诉

每逢过年我都选择逃，
错了吗？

倾诉

陈诚（46岁，经商）
从40岁开始，连续6年了，每年过年我
都带着老婆女儿跑到一个偏僻清静的地
方。2015年是青海的一个乡村，2016年是
海南的一个小渔村，2017西藏，2018贵州，
2019 内 蒙 ，都 是 乡 下 ，非 景 区 ，吃 住 都 艰
苦。今年将走得更远，
到老挝。
朋友说我很酷，过年跑到偏远山区去赴
一场身心灵的清修。我苦笑着说根本不是
这么回事，我不过是深深厌烦了留在城里过
年的人来客往，大吃大喝，进行的不得已的
逃跑。为什么会选择偏僻艰苦的地方作逃
跑目的地？我也不知道，
就是直觉这种地方
更清净，
离熟悉的城市更远。我觉得留在熟
悉的城市过年就是各种消耗，消耗时间、金
钱、体力、精力。平时都没什么来往的远亲
故交，一过年就从各个地方冒出来，约吃饭
约喝酒，约唱歌约打牌，约喝茶约聊天。名
义上是聚在一起叙旧联络感情，其实也就是

回复

混得好的在炫耀，混得孬的在牢骚，要多无
聊有多无聊。
很多做生意的商人都能说会道，
擅长并
且喜欢与人打交道。我可能算商人中的另
类，
非常不喜欢社交，
做生意就只想老老实实
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做生意，尽量不要与人有
纠缠有瓜葛。但这的确很困难，尤其过年这
种时候，
大家都习惯聚一聚，
团年拜年。我很
不喜欢，
但如果留在城里，
由着性子不参加，
似
乎又太冷漠太不近人情了。我只有选择逃，
逃得远远的。然而，
我很清楚老婆和女儿并
不喜欢如此舟车劳顿又冷清寂寞地过年。她
们喜欢城市的繁华热闹，
喜欢和亲戚朋友待
在一起。我听到女儿在微信里跟她的小伙伴
抱怨，
说她和妈妈一直在将就我，
还说我性格
孤僻古怪，一过年就带她们吃苦遭罪……宝
贝女儿这样评价自己，还是很难受。我每逢
过年就逃，
错了吗？若不逃，
我又该怎么办？

找到不喜欢与需要之间的平衡点

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
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也就是说，理
论上每个人只要不影响他人，都可以过自
己喜欢的生活，包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
年，但现实中有人就是辛辛苦苦把生活过
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连续6年，你带着
家人，远离城市，舟车劳顿到偏远乡下过清
静寂寞年。如果这是你和家人喜欢的过年
方式，很棒也很酷，像你朋友所说，是一场
身心灵的清修。显然你们不是，你觉得自

己是不得已的逃跑，妻子和女儿更不喜欢，
仅仅是将就你。自己并不喜欢，又连累了
家人，难受是必然。不妨问问自己，到底在
逃避和害怕什么？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不
喜欢社交，尽量不要与人有纠缠有瓜葛，都
没有问题，为此困扰才是问题。生而为人，
我们必须明白人都有社会属性，需要正常
的社交和与他人的联系。在不喜欢与需要
之间，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可能比逃避更有
效。

亲情最浓郁之时也是最脆弱之时
许桂容（35 岁，
职员）

过年自古以来就是亲情最浓郁的时候。我
是悲观主义者，相信过犹不及，
亲情最浓郁的时
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时候，貌似温馨的背后是
种种难言的凉寒。
我从小就不是老妈喜欢的孩子，成长记忆
中没有任何温暖有爱的内容。老妈回忆过往，
则全是她为我的付出，我们都觉得自己因为对
方吃了很多苦，都心存怨气。这样的一对母女，
平时能够彼此克制，和平相处已经非常不易。
而过年，
就像一个醒目的符号，
提醒我们是血脉
相连的亲人，同时唤醒深藏内心那些不死的念
想，比如爱的补偿。而念想带来的必是更大的
失望和挫败，
以及失望之后的疼爱、愤怒。
我和老妈平时的相处模式是一个月见一次
面，
双方都有时间就一起吃顿饭，
任何一个时间
紧就只是见见面说几句话。无非是通报一下行

回复

踪，分享一些资讯，除此之外，电话微信都很少
联系。不咸不淡也相安无事。而一到快过年
了，我们突然就变了，都变得温情脉脉，深情款
款。她给我准备爱吃的香肠腊肉手工汤圆，我
给她准备她平时舍不得买的衣服包包化妆品。
我们在电话里微信里一次次商讨欢度春节的各
个细节。然而，真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回到家，
或者一起出行，只要两个人在一个空间超过 24
小时，
温情深情的外衣就自动脱落，
两个人的本
来面目就暴露无遗，她狰狞我冷酷，互相刺激，
放肆地说出那些平时小心翼翼隐藏起的最难堪
最伤人的话。最终，各自捂着伤口离去。
老实说，
我不想过年，
不想借着这个节日人
为提升亲情温度，被烫伤。但无论我想还是不
想，
年仍然准时要来，
我也仍然要和生我养我的
老妈一起过，
无奈又烦躁。

疗愈伤口从来都不容易

所有的关系都有双面性，
滋养我们，
也伤害
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学习识别、筛选、处
理。成长过程中缺爱缺温暖，是一件令人遗憾
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你仍然长大成人，值得喝
彩自豪。
你细腻敏感，
善于觉察，准确意识到
“过年，
就像一个醒目的符号，提醒我们是血脉相连的
亲人，
同时唤醒深藏内心那些不死的念想，
比如
爱的补偿。而念想带来的必是更大的失望，以
及失望之后的疼爱、愤怒。
”
过年，
作为一个亲情
提醒符号是亘古不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我

们对亲情的理解，以及面对亲情的态度。修复
关系不容易，疗愈伤口更不容易。看见和老妈
是血脉相连的亲人，看见自己内心对爱的渴求，
但血脉相连并不意味必须爱，爱是内心自然而
然的情感流淌，不能强求，更不能强求爱的补
偿。
试试放下执念，不以过年之名人为提升亲
情温度，只是单纯平静地在一起，恪守边界，彼
此陪伴，
慢慢看见彼此的不容易，
看见抱怨下面
深深的渴望，
看见彼此割舍不了的联结，
可能和
老妈一起过年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