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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梅

心血图纸被没收后苦寻无果，已过不
惑之年的常汉卿在打扫街道时终于爆发，
用笤帚狠狠地扬起枯叶，声嘶力竭地哭喊：

“我告诉你，什么是我们的精气神。这个精
气神就是我们的火车头，只有它，一往无前
的高速奔腾。我们这个国家，才能永远向
前。奔腾，就是这个国家的精气神。”

电视剧《奔腾年代》这一幕，让无数观
众、网友动容，泪目。

由我市雁江人徐宗政执导的电视剧
《奔腾年代》，自 10 月 24 日开播以来，先后
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安徽卫视和爱奇
艺、腾讯视频播出，广受好评。该剧讲述了
以年轻的工程师常汉卿和战斗英雄金灿烂
为代表的奋斗者们为我国电力机车研发创
新，燃烧青春、奋斗终身的故事。

近日，记者采访了徐宗政，了解到更多
关于这部剧的创作故事。

《奔腾年代》作为以电力机车发展史为
背景的行业剧，怎样才能突破观众对传统
意义上主旋律作品的认知，让观众觉得这
部戏好看？

徐宗政告诉记者，他和编剧王成刚均
认为，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把剧中的每一
个人物，生动有趣、有理有据地安放在真实
的年代氛围当中。王成刚老师在创作主人
公常汉卿时，灵感来源之一是被誉为“中国
电力机车之父”的刘友梅院士。刘友梅院
士参与并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电力机车
的发展。“中国速度”领跑世界的背后，刘友
梅院士功不可没。

有了这些真实的依据，《奔腾年代》剧中
所有的人物都有了存在的底气。因此，《奔腾
年代》的故事也是从主人公常汉卿的“两个

梦”开始的，一是建造比螺旋桨飞机还快的火
车，二是陪相爱的人白首终老。依靠有血有
肉的人物才能让观众走进电力机车这个行
业，走进电力机车发展背后的那个年代。

徐宗政认为，作为创作者，应当尽量摒
弃对专业知识的刻板说教，将镜头对准与
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波澜不惊的事件。
不骄、不躁、不浮，让观众摸得着、看得见，
用生活化的表达方式让年代行业剧变得更
接地气，尽量打破专业和观众之间的天然
隔阂。用剧中人对爱和对职业的深情，把

观众带入到所要表达的行业中来，加深观
众对电力机车发展的认知，体会“自主研
发”到“中国制造”的艰难历程。

谈及创作思想，徐宗政表示，作为导
演，拍摄《奔腾年代》不仅仅是镌刻了一段
浪漫、热血的时代印记，更是将为祖国默默
奉献的“铁路人精神”传递给当下的观众，
尤其是年轻的观众。让这种精神得以坚守
和传承。新中国走过漫漫的七十年，各行
各业的建设者们为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克服
重重困难，奉献着自己赤诚的青春和毕生

的热血。
资阳是三线建设的机车重镇。徐宗政

回忆道，该戏酝酿初期，也曾因家乡情感，
考虑过回资阳拍摄。但因整部戏讲述的是
中国机车从蒸汽车到内燃车再到电力车的
发展史，而资阳只有内燃机车厂，拍摄环境
条件不成熟，因此就没有选择。

采访最后，徐宗政引用剧中人常汉卿
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对于拍摄该剧的感
悟：“我，我们，庆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
代”。

本报讯（记者 黄永刚）12 月 7 日，
由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和资阳新闻传媒中心（筹）
主办的“童心耀资阳 春晚看我的”资阳
少儿春晚第二场海选活动在“优品道·
资溪学府”举行，由 100 多名小演员带
来的 12 个节目登上了海选舞台，为现
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活动现场，乐器、篮球、舞蹈、唱歌
……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
演，展现了我市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每个节目表演完毕后，三
位评委对节目举牌打分并认真点评，
给予小演员们支持和鼓励。

市民周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
上台表演了古筝演奏，这让她感到很
高兴。“这个活动能给孩子带来一个展
示才艺的舞台，增强了孩子的自信，我
觉得非常棒。”

经过激烈的比拼，剧情拉丁群舞
《翻滚吧，课堂》成功晋级。下一场海
选活动将于 12月 14日举行。

□ 黄佳丽 本报记者 刘梦娜

12月 5日早上，一段雁城江南半岛居民楼起火的视频在微信
朋友圈传播开，视频显示，一户高层居民的阳台上，整个窗户被火
焰笼罩，浓烟滚滚直往上窜。因为无法得知火势究竟多大，是否
有人员伤亡，这短短 12秒的视频立即牵动了网友的心。

接到报料后，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起火位置为江南
半岛 2 单元 9-1。据悉，事发时物业正在附近巡视，及时发现火
情，在居民的配合下，火势已被成功扑灭，而业主兰春正在楼下指
挥工人拆除被烧毁的窗户。

在兰春家外，整个过道都散发着浓郁的焦臭味，从她家门口
到电梯处布满了黑色鞋印。由于工人正在室内做善后处理，记者
未能进入。不过兰春表示，由于火势集中在阳台，且被及时扑灭，
家中受损情况并不严重，洗衣机和窗户报废，厨房只是被熏黑。

据了解，上午 7点半左右，兰春还在熟睡中，阳台上的洗衣机
莫名短路引发火灾。所幸，当时江南半岛合兴物业保安班长马秀
芳正在附近巡视，及时发现火情并立即通知保安曾先海去拿灭火
器，同时组织电工赶到现场断电，热心市民也第一时间拨打了火
警电话。

曾先海和 18 楼业主谢先生拿着灭火器来到兰春家门口，不
断敲门，邻居也一直给兰春打电话，这才将熟睡中的兰春喊醒。

进入室内后，兰春家厨房上空已蔓延大量浓烟，加上断电室
内很难视物，曾先海便拿出手机照明，谢先生则立即展开灭火，随
后马秀芳也携带灭火器赶到现场……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仅用
了几分钟时间，兰春家的火势便得到了控制。

“真的太感谢消防、物业和这些热心居民了，他们敲我的门、
给我打电话，各种方式都用尽了才把我喊醒。”兰春告诉记者，由
于物业和居民及时灭火，家人都没有受伤，也并未造成多大损
失。兰春表示，经过这件事，将更加重视消防安全，并希望广大居
民引以为戒，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尤其要重视家电的用电安全。

“当时比较匆忙，来不及想太多，还好以前培训过，懂得怎么
用灭火器，也晓得浓烟飘到屋子上空，人就得匍匐到地面进入火
场。”曾先海称，进入兰春家中时浓烟滚滚焦臭刺鼻，他直接被熏
退好几步。担心皮外套起火来不及脱，他先将外套敞开，用衣服
捂住鼻子，并根据以前参加消防培训时学到的知识，趴在地上匍
匐进入火场。曾先海说，很感激公司曾经给大家做过培训，否则
这次也不能安全及时地将火扑灭。

马秀芳则表示，物业一直在宣传防火知识，此前对保安和业
主均开展过相关消防安全培训，平时也很重视消防通道畅通。下
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和培训，更好保障居民人身和
财产安全。

本报讯（黄佳丽 记者 刘梦娜）近日，
有居民致电本报新闻热线26656119，称
雁城莲花街道办事处滨江路社区星宇花园
小区外路口没有红绿灯，且经过车辆速度
很快，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
给予关注。

记者随即来到现场，发现居民反映的
路口系雁兴路与雁兴路东一巷交汇处，道
路较为宽敞，由于没有安装红绿灯设备及
相关配套交通标志，机动车经过此处速度
均比较快，且有机动车随意停放在路口正
中间。同时，星宇花园小区大门到路口中

间是一条较为狭窄的过道，目测长约 70
米，过道两侧为围墙，车辆或行人出行均存
在一定盲区。

“希望能安装红绿灯，这样行人和车辆
都安全些。”居民陈璐介绍，小区内老人和
孩子比较多，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车流量
人流量很大，车子速度也比较快。前不久
这里就有人被车撞伤，希望能在该路口安
装红绿灯，减少安全隐患。

居民张贵中告诉记者，小区外道路此
前进行了断头路改造，自从道路打通后，来
往的车辆多、速度快，确实需要安装红绿灯

保障大家的安全。
“有个红绿灯交通秩序也会更规范些，

实在不行设个简易红绿灯也好啊。”居民黄
治华如是说。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与市交警支队
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据介绍，根据《道
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相关规定，
当相交的两条道路均为干路时，应设置红
绿灯；当相交的两条道路中其中一条为干
路，而另一条为支路时，应根据交通流量
等条件，确定是否设置信号灯。而由于星
宇花园外为背街小巷，其道路等级和车流

量远远达不到安装红绿灯要求，加上小区
大门距离路口很近，且道路较狭窄，不具
备停车排队条件。若设置信号灯反而会
造成交通拥堵，因此此处并不符合安装红
绿灯条件。

-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近日，本报分别以《楼顶“9个基站”居
民忧心辐射强》《专业人员现场检测答疑解惑》为题，对雁城新雁
南小区 5单元楼顶建基站引发居民对辐射超标的担忧一事进行了
系列报道。

为了彻底消除居民的顾虑，12 月 5 日上午，资阳铁塔公司联
合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相关工作人员，带着电磁辐射分析仪来到新
雁南小区，现场为居民测试基站不同方向的辐射值。

“屏幕上的数字代表电磁辐射的强度，国家标准是 0.4w/㎡，
这个测试值是低于标准的。”现场，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相关工作人
员手持仪器站在楼顶阳台上，分别从基站正对面、左前方和右前
方 2米到 5米的距离对其进行测试。

该工作人员称，由于基站辐射的数据会因为电话接通等因素
影响，一般是 5个数据为一组，测试结果取其平均值，根据现场实
时监测结果显示，两侧的辐射值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而正面的辐
射值稍高，但仍在国家安全值范围内。

随后，一行人来到 7楼居民李鑫家中，工作人员站在其客厅、
卧室等区域，用仪器测试基站辐射对于室内的影响，结果显示客
厅内辐射为 0.0002 w/㎡，而卧室因为相比客厅距离基站更远，测
试到的数据更低。

“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有辐射，家用电器尤其是微波炉的辐射
比基站的辐射更强。”为此，工作人员在李鑫家，通过仪器分别对
吹风机、电视机、电话接通的瞬间、路由器等辐射值进行测试。结
果显示，部分家用电器的辐射值比基站对李鑫家带来的辐射值还
略微高点。通过测试几组数据的对比，工作人员现场还对居民进
行了简单而直观的辐射科普。

“各位业主可以放心，本次测试采用的国家专用仪器，我们的
基站设施辐射绝对是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
影响。”资阳铁塔相关工作人员如是表示。

“之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不过还有些担忧，现在他们在家里
进行了检测后，我终于能放心了。”对于本次测试结果和数据对
比，李鑫表示认可，并称有机会会向小区其他业主进行科普。

资阳导演徐宗政谈《奔腾年代》：

将“铁路人精神”传递给观众

专业仪器现场测试辐射值
居民：“终于放心了”！

熟睡中家里起火
幸得物业和热心居民接力扑灭

少儿春晚海选第二场
才艺比拼精彩纷呈

星宇花园外无红绿灯 居民担心隐患大
部门：不具备安装红绿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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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真卿

12 月 9 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了解
到，即日起交管部门将在成都市锦江区、青
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的 107
条道路，设置禁止停车标志或禁止停车标
线，对机动车占道停放秩序进行严格管理，
同时启动共计 114套电子警察抓拍设备，对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
行为进行抓拍。

严管区域包括以下道路：
武侯祠大街、浆洗街、滨江西路、人民北

路二段、二环路北二段、蜀都大道总府路、红
星路三段、东大街下东大街段、锦兴路、东大街
城守东大街段、东大街上东大街段、顺城大街、
蜀都大道水碾河路、蜀都大道金河路、蜀都大
道十二桥路、长顺上街、人民中路一段、蜀都大
道通惠门路、蜀都大道少城路、人民中路三段、
光华村街、西大街、大石西路、熊猫大道、玉双
路、双桥路、蓉都大道天回路辅路、电信路、黉
门后街、国学巷、黉门街、小天竺街、洗面桥横
街、凉水井街、金仙桥路、西安北路、西体路、解
放东街、青羊东一路、金沙路、成华南街、花圃
北路、成华街、小科甲巷、福兴街、暑袜北一街、
兴隆街、华兴正街、提督街、冻青树街、走马街、
南新街、北新街、署袜南街、交通路、正科甲巷、
小科甲巷、西胜街、祠堂街、上升街、文书院街、
上同仁路、将军街、实业街、长发街、支矶石街、
西御河沿街、马镇街、蓥华寺街、千祥街、君平
街、东华门街、商业后街、黄瓦街、栅子街、西华
门街、中同仁路、下同仁路、西安中路一巷、草
堂北路、太升南路、大墙东街、大墙西街、鼓中
市街、东御河沿街、文庙西街、文庙前街、北东
街、狮子巷、东通顺街、青龙巷、百花正街、双华
路、祥和里、昭觉寺南路、培华东路、建设南二
路、建设南新路、建设南街、双林中横路、双林
北支路、小龙桥路、建设路、建设巷、百草路、天
目路、天府二街。 据四川在线

成都107条道路
严禁机动车乱停放

即日起电子眼抓拍

聚聚 少儿春晚少儿春晚焦焦

《楼顶“9个基站”居民忧心辐射强》
《专业人员现场检测答疑解惑》追踪报道

舞蹈《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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