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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攀枝花三线建设故事

电视剧《火红年华》收视率持续“登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雨心）9

月 29 日晚，大型工业史诗电视连续
剧《火红年华》第 7 集在央视一套黄
金时段上演，让观众心潮澎湃。

《火红年华》自从9月25日晚在
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后，受到广大观

众追捧，收视率连续占据猫眼酷云电
视剧收视第1位、欢网TV-Zone第1
位、CSM 央视频道第 1 位。据实时
收视率查询网站显示，28 日晚播出
的五六集，收视率依然占据榜首。截
至9月29日18时，在社交平台微博

上，话题#火红年华#的阅读量已达
到了 721.7 万，话题#火红年华心怀
国家#的阅读量达到了693万……

《火红年华》以国家“三线建设”
为背景，以十九冶、攀钢、攀煤等著名
的三线工业企业为故事原型，以攀枝

花市为主拍摄地，全景式地展现了老
一辈三线建设者在国家的号召下，不
远千里来到大西南的山谷之间，在总
面积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挑战世
界先例建设起一座 300 万吨级的大
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故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
三线……近日，电视连续剧《火红年
华》登陆中央电视台，深受观众喜
爱，收视率连续多日占据榜首。9月
2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了该剧总导演王文杰。他说：“在
三线建设中，建设者们奉献青春，他
们的无怨无悔，是值得当代年轻人
学习的。”

最艰苦奋斗
“有一种精神支撑着大家”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火红年
华》的前半段，“艰苦”是较为恰当
的。剧情开篇，来到“川南钢铁”工地
考察的男主角夏方舟就因起重机超
负荷运载，与负责指挥的陈国民“杠
上”了。这个矛盾的背后，正是三线
建设起步面临的艰难——没有公路，
大型装备进不来。同时，青年们居住
在席棚子中，用金沙江水洗澡，点着
煤油灯研修资料的画面，更让观众体
会到了当时的艰辛与简陋。剧情中
展露的生活困境，正是当年三线建设
的缩影和再现。

“最初，建设者们住的是茅草房，
很容易失火，剧中我们表现了两场失
火。”王文杰说，当时吃得也不好，当
年在攀枝花能吃上江汉的咸鱼，那就
是美味了，大多数时候吃的是白菜豆

腐，“然后工作很艰苦，条件也不好，
但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大
家，那就是奋斗精神、奉献精神。”

最触动心弦
“饱含热泪拍摄烈士牺牲”

三线建设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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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他们盖干打垒
房，住席棚子，睡木板床……这些年
轻的生命，在最美好的年纪，用自己
的青春浇灌着一座城市的发展。

正因如此，当这些美好的生命逝
去时，让人十分惋惜和痛苦。王文杰
说，剧中最触动他心弦的，就是牺牲

的烈士。
“建设者们背井离乡，来到艰苦的

地方，还没看到这座城市的辉煌就牺
牲了，这是我最纠结最难过的。拍摄

当中，我是含着泪去拍这些戏的。”
王文杰说，剧中，李心梅去世的

情节，来源于曾经看过的资料，记载
中原型人物死于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看到这段采访时，真的是触目惊
心。”他说。

最无私奉献
“三线精神就是奉献精神”

“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
解那段历史，所以我们才要把这部戏
展现给观众，让他们多了解那代人的
奉献精神。”说起《火红年华》的拍摄
原因，王文杰说，在物质条件丰富的
当下，似乎“奉献”两字不再受到人们
的重视，但将时光倒转数十年，正因
三线建设者们的无畏“奉献”，才有了
如今繁荣的攀枝花。

“三线精神就是奉献精神。”王文
杰说，建设者们奉献青春，他们的无
怨无悔，是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的。

剧中，夏方舟有这样一句台词：
“个人理想关乎国家命运，国家命运
连着个人的命运。”在王文杰看来，这
也是三线精神的另一种诠释，“每一
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生长在这个国家
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源自于甘愿
为祖国作出奉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 荀超

《火红年华》导演王文杰。

电视剧《火红年华》剧照。

《火红年华》导演王文杰：

建设者的无私奉献 值得年轻人学习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木地板采购及安装工程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由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的四川星

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木地板采购及安装工程，建设资
金来自业主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木地板采购及安装工程进行公
开招标。

1.2本项目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
择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木地

板采购及安装工程；
2.2建设规模：详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求；
2.3交货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光大

道 13 号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星光花苑酒
店）；

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大三路303号四川星
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青城花园酒店；

2.4招标范围：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木地
板采购及安装工程全部内容招标，原有地毯的拆除及
处理、障碍物的搬离、地板安装、及地板安装完后障碍
物的恢复及售后服务；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计划工期：60日历天；(因星光花苑酒店为政

府征用入境旅客医学观察酒店，客房主楼木地板安装
时间待政府隔离解除后再进行施工。非隔离区域安
装至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

2.7质量要求: 达到国家现行相关质量验收规范
合格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1.2 须具有生产或销售本标段招标货物的资

格；
3.1.3投标人业绩要求：已完成或新承接1个木地

板采购及安装类业绩（业绩需提供中标（选）通知书或
合同协议书)。

3.1.4所有产品需提供样品一份。（详见招标文件
第五章）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个标段投标，可中标
的标段数量为1个。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方式：在线获取、现场获取。
4.1.1在线获取：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

证 明（加 盖 公 章）；将 扫 描 件 发 送 至 邮 箱 ：
280237953@qq.com 实际报名时间以收取邮件时间
为准。

4.1.2现场获取：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
证明（加盖公章）；在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一段锦上时代B座
21楼）获取。

4.1.3获取时间：：2021年9月29日、30日、10月
8 日、9 日、11 日（上午 09 时 00 分-12 时 00 分；下午
14时00分-17时00分。）

4.2招标人 不提供 邮购招标文件服务。投标资
格不能转让。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21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四川
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成都市
龙泉驿区建材路一段锦上时代B座21楼）。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
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华西都市报》
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光大道13

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电 话：13648049800
招标代理机构：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地 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锦上时代 B 座

21楼
联 系 人：欧女士
电 话：028-84859419 15108272444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布草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1.1 由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的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布草采购项目，建
设资金来自业主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布草采购进行
公开招标。

1.2 本项目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
标人选择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四川恒博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布草采购项目；
2.2 采购内容：详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

求；
2.3交货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

光大道13号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星光
花苑酒店）；

2.4招标范围：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布草采购项目全部内容招标及售后服务；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交货期：接招标人通知后30日历天内完

成供货；
2.7质量要求: 提供的每项产品，需具有国

家认可的专业认证和质量检测报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1.2 须具有生产或销售本标段招标货物

的资格；
3.1.3投标人业绩要求：已完成或新承接的

项目共不少于1个类似业绩。
类似业绩是指：已完成或新承接的布草采

购类业绩（业绩需提供中标（选）通知书或合同
协议书)。

3.1.4部分产品需提供样品一套，详见招标
文件第五章。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个标段投标，可
中标的标段数量为1个。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方式：在线获取、现场获取。
4.1.1在线获取：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

身份证明（加盖公章）；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
280237953@qq.com 实际报名时间以收取邮件
时间为准。

4.1.2 获取时间：2021 年 9 月 29 日、30 日、
10月8日、9日、11日（上午09时00分-12时00
分；下午14时00分-17时00分。）

4.2招标人 不提供 邮购招标文件服务。投
标资格不能转让。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为 2021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 00 分，
地点为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一段锦上时
代B座21楼）。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
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华西
都市报》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光大

道13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电 话：13648049800
招标代理机构：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锦上时代

B座21楼
联 系 人：袁女士 欧女士
电 话：028-84859419 15108272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