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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不能继续为大三线做
贡献了，可我的儿子和女儿还可以
……让他们继续为大三线做贡献
……我死了之后，我想把自己埋在
宝鼎山上，看着我们金江看着出
煤、出铁、出钢……”在《火红年华》
中，宝鼎煤矿党委书记齐德成（郑
晓宁饰）躺在病床上的一番话，让
不少观众泪奔。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剧中齐德
成的原型，就是攀枝花市宝鼎矿区第
一任党委书记亓伟，他曾带领宝鼎煤
矿取得了勘探设计、三通一住、夺煤
保电、夺煤保铁、夺煤保钢五大会战
的胜利。

当年，他主动请缨，离开四季如
春的昆明来到攀枝花宝鼎山下，选择
把青春留在这片土地。1964年，亓伟
带领几千职工，在只有简陋生产设备
的条件下开启“夺煤保电、夺煤保铁、
夺煤保钢”的“三夺三保”大会战。28
天，小宝鼎煤矿恢复生产；38天，太平
煤矿主副井打通。

但，繁重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
体。1971 年 5 月，亓伟病倒了，是癌
症晚期。在生命垂危之际，亓伟仍
笑着对职工说：“同志们，不要难
过，我不要紧，望你们把攀枝花建
设好……我死后，请把我埋在宝鼎
山上，让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
煤、出铁、出钢。”

1972年3月26日，亓伟在渡口煤
炭指挥部医院去世。亓伟去世后，葬
在了宝鼎山上，圆了他那个“日日夜
夜看见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的
梦。2011年12月，亓伟的塑像在西区
清香坪广场落成，该广场也正式更名
为亓伟广场。

编剧革非透露，剧中大多数人
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大部
分情节，也来自真实发生的故事。
他于 2011 年开启这个题材的创作，
几年间在攀枝花采访了 700 余人，
积累下 120 万字的采访笔记。在采
访中，逐渐立体地浮现出夏方舟、
秦晓丹、乔佳丽、陈国民、季成钢等
角色。

剧中主角夏方舟，是一位大学毕
业的工程师，看图纸几乎过目不忘，
不需要一笔一纸，全靠大脑进行复杂
的推演和运算。革非回忆，夏方舟的
形象是自己采访的多位“三线”建设
者的集合体。其看图纸过目不忘这个
本领，就来自于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工
厂的一位工程师，“我就把这个特点
设计到了夏方舟身上”。

剧中作为工人代表的陈国民，是
“三线”建设工地上“四大金刚”之首，
其原型是一位抗美援朝退伍老兵，后
来参与到三线建设中，成为一位优秀
的技术工人骨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剧情直戳人心，火红的工地
生活看得一会儿笑，一会儿眼中
含泪。那个年代的诗意浪漫和艰
苦奋斗，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烙
印。”这是豆瓣上，一位网友对正
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火红年华》
（原名《大三线》）的评价。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火红
年华》几乎集结了四川、成都最资
深的影视企业和影视人，除了四
川广播电视台、峨影集团、成都天
音奇林影视、四川星空影视，成都
传媒集团旗下的博瑞传播也参与
了投资，陈永宁、赵明、徐捷、王龙
等川内知名影视人则分别担任出
品人、总制片人、制片人。成都天
音奇林董事长陈永宁说，《火红年
华》算是近年来难得的川内影视
人联合出手的作品，希望通过这
部电视剧，吹响四川影视振兴的
号角，打造更多有四川特色的影
视剧。

“作为四川影视人，应该
把这样的故事拍出来”

2018 年，陈永宁和赵明看到
了著名作家、编剧革非创作的剧
本《大三线》，剧本讲述了当年一
群年轻人来到不毛之地的攀枝
花，参与“三线”建设的故事。读完
剧本，陈永宁和赵明久久不能平
静，两人感动于当年建设者们昂
扬的精神，不畏艰辛勇于奉献的
精神。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这种
精神应该被记住，这段历史不能
被遗忘，“作为一个四川影视人，
应该把这样的故事拍摄出来，让
更多年轻人知道”。

陈永宁回忆，当时他把剧本
发给公司的年轻人看，让他意外
的是，这些 20 多岁的年轻人看得
热泪盈眶，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所
打动，“现在电视剧的受众是年轻
人，这部剧如果拍出来，年轻人应
该也会喜欢”。

然而，彼时的影视环境要拍
摄这样一部主旋律作品并不容
易，资本追逐的是大 IP、流量明
星，厚重的现实主义显然承载不
了高昂的投资。更严酷的现实是，
即使拍出来，大部分平台可能并
不会买单，届时，动辄几千万的投
资很可能就打了水漂。

曾打造了《天下粮田》《突击
再突击》《雪域雄鹰》《便衣支队》
等多部主旋律正剧的制片人赵
明说，他和“三线”建设有不解之
缘，家人曾经就是成都东郊的工
人，自己也在德阳的“三线”建设
工厂当过高管。在他看来，这部
剧非常适合在央视播出，这是一
段共和国的记忆，影视人不能只
拍一些娱乐、玄幻的东西，“只要
我们制作精良，相信央视一定会
购买”。

经过和编剧革非多次沟通，
2018 年 10 月底，陈永宁和革非签
订了影视版权，随后在成都立项。

据陈永宁透露，购买版权的费用
仅仅几百万，远远低于当时飞涨
的古装、玄幻版权价。事实上，革
非 2014 年就把作品写完了，但迟
迟没有影视公司购买，“主要原因
是当时现实题材受冷落。期间也
有一些影视公司想买，但革非对
合作者要求很高，要他们保证作
品的质量”。

电视剧立项后，革非和赵明、
陈永宁又分别行动，革非再次到
攀枝花采访，完善剧本；赵明和陈
永宁则开始找更多的投资，先后
有四川广播电视台、峨影集团、成
都传媒集团旗下的博瑞传播参与
进来。“这部剧集合了四川所有头
部影视企业和专业人才，几乎是
史无前例的。”陈永宁还记得，峨
影集团董事长韩梅当时激动地
说，这部剧算是四川影视人的集
体发声，希望播出后能带动四川
影视再次振兴。

在攀枝花征集“三线”建设物
件，几乎带动了当地收藏热

“这部剧一个重要的模式是
政府、国企和民营企业三方合作，
这也会成为今后我们投资的一个
样板。”陈永宁介绍，这部剧的投
资方中，攀枝花市委市政府的投
资占了大部分，在拍摄时也给予
了人力和物力等多方面的大力支
持。赵明也感谢制作团队的倾力
付出以及攀枝花方面各级单位的
鼎力支持，主场景位于攀枝花西
区高家坪，当时当地正要拆迁，为
了剧组拍摄，特别停止了拆迁，

“拍摄结束后，我们的场景都得到
了保留，现在已经成了当地热门
打卡地”。在攀钢拍摄时，企业更
是暂时停工，“对于攀钢这样的大
型企业来说，停工的损失非常大，
足见对我们拍摄的支持”。

由于是一部年代剧，剧中大
部分工业设备、器材都很难找到。
如果要重新制作，费用势必很高。
为此，剧组在全国各地的影视基
地寻找，也发动剧组工作人员在
攀枝花搜集，“我们在攀枝花征集

‘三线’建设的物件，几乎带动了
当地的收藏热。”赵明说，最终从
当地居民处找到了 200 多件当年
的老物件。更幸运的是，还在西昌
一个乡下供销社的老仓库里找到
了当年的一些装备，如老式藤帽、
履带式拖拉机、起重设备等，算是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据赵明透露，这部剧另一个
重要的拍摄地就是青白江，剧中
的医院、幼儿园、一号信箱就是
在青白江搭建的场景。为了省
钱 ，一 些 场 景 反 复 用 ，一 景 多
用，尽量拉长拍摄时间，如主演
孙宁主动加长拍摄时间，剧中出
演陈国民的朱宏嘉更是长期驻
扎在剧组。在全剧组的齐心协力
下，杀青提前了 10 多天，至少省
了几百万。

剧集一开篇，来到“川南钢
铁”工地考察的大学生夏方舟就
因为起重机超负荷运载的问题，
和负责指挥的陈国民师傅“杠上
了”。作为大学生的夏方舟严谨，
却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老工人陈
国民，则用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本
事，给夏方舟上了一课。

接下来的镜头，则让观众回
到了那个热血的年代：参与“三
线”建设的大学生们来到山里，
住的是草房，用的是江里的冷
水。随时停电，只能点着煤油灯
看资料……

《火红年华》的导演王文杰来
自国内知名影视制作单位山影，
曾拍摄过《孔繁森》《白眉大侠》

《成吉思汗》《都是一家人》等作
品，凭借仅6集的《孔繁森》，王文
杰收获了“飞天奖”“金鹰奖”等重
磅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孔繁森》
的摄影，就是后来打造出《北平无
战事》《琅琊榜》《山海情》等爆款
剧的导演孔笙，那时他还只是一
名出色的摄影师。《白眉大侠》拍
摄时，《大江大河》《山海情》的制
片人侯鸿亮彼时只是副摄像。

2018 年，成都著名制片人陈
永宁、赵明找到王文杰，邀请他拍
摄著名作家、编剧革非花了数年
时间采访创作的《大三线》，“看到
剧本时我还是挺激动的。编剧花
了六七年时间采访，写得比较扎
实，故事啊、人物啊都挺有感染
力。”王文杰最受触动的是剧本中
因“三线”建设而牺牲的烈士们，

“他们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来到
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打拼，还没
看到成果就牺牲了”。

王文杰所在的山影是业界公
认的最擅长拍摄正剧的团队。王
文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山影之
所以成为业界标杆，重要的传统
就是一定选择有温度、有正能量
的剧本，不碰那些乱七八糟、蹭热
点的东西，这一传统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一直在坚持。对于主旋
律剧的把握，山影人也有自己的
坚持。“我们拍摄主旋律的动机，
一定是喜欢，肯定要选择我们喜
欢的题材，不是说给钱就拍。”

开机之前，王文杰查阅了大

量关于“三线”建设的资料，还专
程到攀枝花采访了一些老工人、
老干部，了解当年的情况，前后花
了一个多月。他至今还记得在攀
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里，看
到当年建设者雕塑、浮雕后的激
动心情，再看看现在的攀枝花，心
里只有两个字——震颤。“从无到
有。一开始攀钢就是占地面积仅
有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这么一
个地方，后来慢慢建成了一座城
市。”王文杰笑言，拍摄的几个月
里，自己已经爱上了被誉为“康养
之城”的攀枝花，想在这儿买房。

“30多集的时候，我们就写到攀枝
花已经是知名的康养中心了，非
常适宜居住。这里的人也是天南
海北的，各种文化都在这个城市
展现着，挺好的。”

在看剧本时，王文杰就对剧
中几位年轻人的牺牲印象深刻，
在拍摄时，这几场戏的处理也费
了一番心血，如李心梅、陆汀兰等
人的牺牲，“拍摄当中，我也是含
着泪完成的”。

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
王文杰反复提到“三线精神”，没
有“三线”精神，就没有现在的攀
枝花，这也是他在拍摄《火红年
华》时，想要传递给当下年轻人的
最重要的思想内核。“你们都能看
到，建设者们一开始去的时候连
电都没有，现架的电线。住的是茅
草房，如果有人抽烟、点煤油灯看
书啥的，就很容易失火，剧中我们
表现了两次失火。”王文杰说，到
了第十集以后，大家才住上水泥
板盖的房，但吃的依然是粗茶淡
饭，大多时候都是白菜豆腐。工作
艰苦，住得也不好，但是就有一根
弦儿支撑着他们，那就是奋斗精
神，奉献精神。“国家建设，没有奉
献精神是不行的，这些年轻人为了
建设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
青春，甚至还献出了生命，真的是
无怨无悔去做这件事，这就是‘三
线精神’，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就
是一种责任，一种家国情怀。”

王文杰认为，在《火红年华》
里，除了对“三线精神”的赞扬，还
有对英雄的塑造，“我们要弘扬正
能量，没有英雄能行吗？”

《火红年华》为何让人如此泪目？
编
剧

99月月2525日晚日晚，，史诗电史诗电
视剧视剧《《火红年华火红年华》（》（原名原名《《大大
三线三线》）》）在在 CCTV-CCTV-11 黄金黄金
档播出档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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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华火红年华》》是近年来少有的表现是近年来少有的表现““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的
电视剧电视剧，，剧集以上世纪剧集以上世纪6060年代开始的年代开始的““三线三线””建设为建设为
背景背景，，以十九冶以十九冶、、攀钢攀钢、、攀煤等位于四川的著名攀煤等位于四川的著名““三线三线””
工业企业为原型工业企业为原型，，展现了一大批意气风发的建设者们展现了一大批意气风发的建设者们
来到沟壑纵横的攀西大裂谷深处来到沟壑纵横的攀西大裂谷深处，，克服重重困难克服重重困难，，将将
一片不毛之地建设成为新兴工业城市的故事一片不毛之地建设成为新兴工业城市的故事。。剧中剧中，，
年轻的年轻的““三线三线””建设者们在深山扎根建设者们在深山扎根，，洗冷水澡洗冷水澡、、住草住草
房房、、点煤油灯学习的故事将观众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点煤油灯学习的故事将观众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年代，，纷纷感叹纷纷感叹““拍出了那个年代的艰苦拍出了那个年代的艰苦”。”。

导演是圈内大拿，
开机前还专门到攀枝花了解当年情况

它集合了四川所有头部影视企业和专业人才
史无前例

剧中人物大都有原型
情节大都真实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