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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火红年华》编剧革非：

你们看到的都是真实故事
“走过高山大川，苦累也是浪

漫。风起云涌的岁月啊，我记住
了你只有信仰的容颜。”近日，热
播的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再现
三线建设时期的峥嵘往事。这部
打磨了 6 年的剧作，一经播出便收
获满满的好评，不少老一辈“三线
人”表示，“这部剧拍出了那个年
代的艰苦。”

9月2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到了《火红年华》编
剧革非。

剧中人物都有真实原型

记者：你为什么会写一部关于
三线建设的作品？

革非：我 1969 年参军入伍，当
了 3 年铁道兵，参与了成昆线和襄
渝线的建设。退伍后，我还在三线
建设工厂工作了几年。也就是说，
我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对三线建
设有着很深的情怀。之前，我一直
想写一个关于铁道兵在三线建设中
的故事，但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2011年，一位在十九冶工作的朋友
邀请我写一部攀枝花钢铁基地三线
建设的故事。20多天的采访经历，
让我下定决心写这个选题。

记者：创作这个剧本，你最想表
达的内容是什么？

革非：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由创
作者和观众共同完成的。经过深度
了解，我看到了建设者们在特殊年
代的经历。如果让我跟观众说一句
话，我会说：你们看到的，都是真实
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剧只是用影像
艺术进行了“再现”。

记者：你是如何处理艺术虚构
与真实原型之间的关系的？

革非：剧中的事件都真实发生
过，人物都有真实原型。2011 年，
我在采访时，剧中 4 位顶级工匠的
原型有 3 位还健在，他们给我讲述
了很多真实的故事细节。比如那些
高级工匠和工程师，原本有着安稳
优裕的生活条件，参加三线建设后，

就算工资很高，但也没有地方花。
我把多个原型人物的故事糅合在男
主角夏方舟身上，比如看图纸的超
强能力和记忆力，我真的见过这样
的工程师。

剧中主角们的名字，也饱含着
寓意和线索。比如夏方舟，“夏”是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方舟”
取“诺亚方舟”之意，三线建设对于
中国的意义，就像特殊时期的诺亚
方舟。形象较为反派的人物叫季成
钢，“季”代表季军。他的名字寓意
着，虽然最初表现较差，但最终会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成为可用之才。

《火红年华》小说即将出版

记者：你写这部剧用了多久时间？

革非：从 2011 年开始动笔到
2014 年完成第五稿，在这期间，
我阅读了近 2000 万字的相关资
料，采访了 600 多人，采访笔记累
计有 120 万字。最初的名字叫《大
三线》。

记者：《火红年华》有小说稿吗？
革非：我写了一个小说稿，版权

此前已被出版社买断。但我当时
说，等电视剧播出后再出版小说。
小说稿跟剧本稿的主题和主要人物
设定是一样的，但也有很大差别。
小说稿有 85 万字，剧本稿不到 50
万字。小说很快会出版。

革非，原名曹革非，山东人，作
家，剧作家。1995年创作的长篇电视
剧《长河入海》获得优秀电视剧奖，
199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清水幻象》
和199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赤后祖》
同时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3
年创作的《女子监狱》获得飞天奖，
2006年凭借电视剧《任长霞》获得第
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
第26届飞天奖优秀编剧。2011年创
作《女人的天空》入围飞天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三线精神”
点燃青春理想

□周琴

9月 25日，大型工业史诗电视
连续剧《火红年华》在央视一套黄
金时段首播，讲述了一群热血澎
湃、理想高远、忠诚坚定的年轻人，
在金江这片热土“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将近半
个世纪的恢弘奋斗史。观众得以
透过该剧，触碰到一座在“三线精
神”孕育下诞生的英雄城市的“根”
与“魂”。

上世纪60至70年代，建设者们
来到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入建设，
燃烧自己的火红年华。而《火红年
华》这部剧，则将这段留存在建设者
们记忆中、定格在档案馆中的滚烫人
生，以一种沉浸式的方式徐徐展开，
叩击每一位观众的心灵。“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
线精神，伴随着每一位建设者的人物
命运，展现淋漓。

对当时参与过三线建设，亦或是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份“感动”
就像一波“回忆杀”。青年们被分配
到席棚子中居住，用金沙江中的冷水
洗澡，点着煤油灯研修资料……《火
红年华》主创用精良的制作与写实的
拍摄手法，触动他们把当时的艰苦奋
斗岁月再度翻阅。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艰苦的
条件、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所带来
的触动，更显“难能可贵”。这样的
精神太不一样，不同于时下年轻人
爱挂在嘴边的“及时行乐”“躺平”

“别人的事不关我的事”的信条，而
是凭借奉献与奋斗的内核，在一片
荒芜的山坡上创造出了世界工业史
上的奇迹。这是奋斗的意义，亦是

“个人理想关乎国家命运，国家命运
连着个人命运”的最好诠释。

眼下很多青年，其实也会有关
于平凡的烦恼：生于普通人家，做着
普通工作，过着平凡生活，生活的意
义是什么？《火红年华》将平凡与不
凡融入血液中，给观众以更深思
考。剧中，一大批青年建设者们在
一片“不毛之地”上做着平凡的工
作，挖沙搬砖，毫无怨言，最终铸就
不凡。

在火红的建设过程中，也有一
些直戳人心的小细节与轻松画面，
在现在看来，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共
鸣。比如拥有“天才工程师”称号的
夏方舟，一加入大会战就收到了技
校生代表武本奇的正面挑战，比拼

“过山跳”，惊险的比拼后成功赢得
武本奇的尊敬。比如实力不佳但口
号喊得震天响的季成钢，是否让你
觉得很熟悉？还有夏方舟出车祸被
村民救下，村民为了让其身体恢复，
毫不犹豫杀掉家里下蛋换盐的鸡，
村民的淳朴善良和古道热肠，熨帖
了很多人的心。

《火红年华》是一部硬核与浪漫
兼具的工业史诗，也是一首写给三
线建设中奉献最美青春的平凡英雄
的抒情诗。它将“三线精神”传承，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现奋斗的
壮丽画面，激励当下青年追逐青春
理想，践行“平凡造就伟大，奋斗不
负韶华”。随着该剧的热播，紧扣心
弦的人物情节推进，《火红年华》收
获更多人的喜爱，只是时间问题。

“每天晚上8点，4岁的小孙子
都会喊全家人一起看‘有爷爷的电
视剧’。”自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
上映后，每天晚上，张兆新一家都会
准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

40多年前，张兆新随着父辈来
到攀枝花，成为了一名“攀二代”。
在该剧中，他作为群众演员演的是
自己的父辈。看到电视剧的那一
刻，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链接。

“攀二代”演“攀一代”
尽力塑造父辈们的形象

在剧中，张兆新饰演的是上世
纪 60 年代来到攀枝花的工人。实
际上，这就是张兆新父辈们所经历
的。20世纪60年代，国家启动“三
线建设”计划，一批又一批的工人、
学生、科技人员、干部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赶到攀枝花，成为了这座城市
的第一代建设者。

当时的攀枝花还是一片不毛之
地，不仅生活条件艰苦，工作上也面
临着诸多问题，需要克服很多困

难。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第一
代建设者们一点点地为这座城市建
立了雏形。

1974年，17岁的张兆新跟随父
亲从吉林省辽源市来到了攀枝花。

“刚来时，攀枝花的楼房不多，到处
都是席棚子，就是用竹竿搭个骨架，
外面用席子罩着，很多工人就住在
这样的棚子里。”他说，当时的物质
条件很简陋，“但比我父亲刚到时好
多了，他们刚来时，灶台都是用3个
石头垒成的。”

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攀枝花人
不懈努力，如今，这座城市已成为
一颗璀璨的明珠，这让张兆新感
到非常骄傲。因此，在《火红年
华》招募群众演员时，他立刻响
应：“我要去！”

“参加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就
是想体会一下前辈当年来攀枝花
进行建设的经历。虽然只是群众
演员，但我还是想尽力塑造好老
一辈攀枝花建设者的形象。”张兆
新说。

如今有了“攀四代”
也要教育他热爱家乡

一辈子干着建设攀枝花的工
作，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蜕变，张兆
新的家庭成员从“攀一代”“攀二代”，
迎来了“攀三代”和“攀四代”。

张兆新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留
在了攀枝花工作。“十多年前，在儿子
参加高考前我就告诉他，你爷爷那代
建设者，一辈子在攀枝花，不为名不为
利，就是为了一朵荣誉的大红花，所
以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更爱攀枝花，为
这座城市的发展作贡献。”张兆新说。

电视剧播出后，张兆新一家每
天都会准时观看。“我的小孙子今年
4岁，平时都要吵着看动画片，但最
近他会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因为
家里人告诉他，这个电视剧里面有
爷爷，所以每天晚上8点，他就会喊
全家人一起看‘有爷爷的电视剧’。让
孩子从小接受教育，热爱我们的城
市，我很高兴。”张兆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剧中出演自己父辈的“攀二代”张兆新：

这部剧让我感受到强烈的感情链接

电视剧《火红年华》编剧革非

电视剧《火红年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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