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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 电影 《反腐枪声》 在郴州首映。 至
此， 这部继年初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 获得良好口
碑和收视率的电影， 在湖南省市州级同档期上映拉
开了序幕。

电影 《反腐枪声》 由潇湘电影集团导演周琦、
西部电影集团导演马德林共同执导完成， 著名表演
艺术家周里京、 唐国强领衔主演。 电影围绕共和国
检察署第一任党组书记、 常务副检察长李六如这一
主要角色， 史诗般地讲述了共和国第一反腐案件的
始末， 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屹立不倒的精神信仰。

就电影本体而言， 《反腐枪声》 巧妙将主流情
怀融入商业价值， 视听体验颇好。 就社会意义来说，
在迎接建党95周年的今天， 在中央全面部署“两学
一做” 的当下， 该片又无疑具有恰逢其时、 振聋发

聩的警示作用。
电影中， 三对父子关系的不同发展走向令人震

撼， 使人反躬自省。 李六如对待失散多年的儿子李
中民， 心中纵有万分愧疚， 也决不利用手中权力为
其谋求职位； 对待从小丧母的儿子平平， 迟化龙为
了让他今后不受物质贫乏的苦楚， 便以权去占取不
当利益； 而毛泽东作为一代领袖， 面对强敌当前，
竟毅然将子送上朝鲜战争前线……

“他心中有你有我， 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 就
是没有自己。” 王美兰如是评价丈夫李六如。 正是这
种一心为民为国的精神信仰， 支撑着以李六如为代
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前赴后继、 视
死如归， 在和平建设时期鞠躬尽瘁、 不为利诱； 正
是有千千万万的“李六如” 们执着地追求信仰， 熔
铸起共产党人不倒的精神长城， 我们才能享有共和
国持续安宁与繁荣的蓝天厚土。

当下， 多元价值观左冲右撞， 个人主义、 物质
主义盛行不衰， 飞向共产党人的“糖衣炮弹” 不计
其数， 这就更加考验每一个党员的言行是否规范，
头脑是否清醒， 信仰是否坚定。 唯有把国家和人民
放在首位， 唯有对法律和制度心存敬畏， 我们的事
业才能壁立千仞， 我们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阔。 否
则， 即便是功勋卓著者， 也可能如迟化龙那样转变
为欲壑难填的“寄生虫”， 最终被自己的欲望吞噬。

对历史的梳理， 亦是对现实的观照。 在 《反腐
枪声》 中， 我们看到了电影人的责任与担当， 也看
到了共产党人的品格与梦想 。 共和国第一反腐大
案虽已远去 ， 李六如同志虽已远去 ， 但其彰显
的信仰火炬依然穿越历史， 炽烈燃烧， 继续照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风雨征程； 其信仰的丰碑依然
屹立不倒， 继续督促我们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荣梦想。

木华

霹雳一声，光影永恒。89年前那场轰轰烈烈
的“秋收起义”已融入历史长河，也多次再现于
电影和电视剧中。 在中国共产党95周年华诞之
际， 我们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的代表性影视作品，以志纪念。

《东方红》：
周总理强调突出秋收起义

“拿起武器闹革命，工友农友真英雄，秋收
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 ”在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这首《秋
收起义歌》，是周总理在排练中特意叮嘱加进去
的。

被创作人员亲切称为“总导演”的周恩来，
在指导《东方红》创作时一再强调，要突出处理
和表现秋收起义的内容，不仅如此，在将《东方
红》搬上银幕时，总理又指示加强和丰富秋收起
义部分的歌舞表现， 于是就有了保存在电影胶
片上40多年，我们今天看起来、听起来仍倍感亲
切，洋溢着民族特色、充满了感染力的秋收起义
歌与舞。

《怒潮》：以秋收起义为背景
如今上了年纪的观众可能记得上世纪60年

代的著名电影《怒潮》。 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摄制的黑白故事片，以秋收起义为背景。编剧之
一的吴自立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 他在1929
年参加红军，不久入党，跟随彭德怀、滕代远指
挥的红三军团转战鄂赣， 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
征。《怒潮》的故事情节真实感人，显然与他的革
命经历有关。

50多年过去， 由著名诗人未央作词的影片
主题曲《送别》传唱至今，经久不衰：“送君送到
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农友乡亲心里亮，隔
山隔水永相望……”

《红旗飘飘》：
向秋收起义80周年献礼

前不久央视电影频道播出了一部故事片
《红旗飘飘》，是向秋收起义80周年献礼的影片。

片名“红旗飘飘”，出自毛泽东当年策划起义时
讲的一句话：这次起义要打出我们自己的旗帜！
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龚艺群执导。

《井冈山》：影视相继推出
1994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江西电影制片

厂联合拍摄故事片《井冈山》，该片曾获第三届
五个一工程奖。时隔13年，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
总政治部宣传部、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合作，
推出了36集大型电视剧《井冈山》，艺术再现“八
七会议”“秋收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央视一
套黄金时间热播后，引起热烈反响。

《秋收起义》和毛泽东的一首诗
《秋收起义》电影和电视剧两个版本最近都

在荧屏热播，真实再现了秋收起义全景，让我们
再次领略了那个“霹雳一声暴动”的革命岁月。

第一次在银幕上全景式再现秋收起义的史
实，是在上世纪90年代。 1992年，潇湘电影制片
厂拍摄《秋收起义》，由以演青年毛泽东著称的
王霙主演。 这部影片以宏大的场面还原历史的
真实， 以血与火的战斗场面再现了当年攻打城
市屡屡失败和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历
史。 影片于1993年元旦在全国上映。

1927年，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 起义结束后，毛泽东奋笔疾书
写下了《西江月·秋收暴动》。 1986年9月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毛泽东
的修改抄件重新发表了《西江月·秋收暴动》，诗
词中将“修铜”改为“匡庐”，将“便向平浏直进”，
改为“要向潇湘直进”，“沉”改为“愁”。 后改名
《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首词分上下两阕，采取倒叙的写法。 上阕
阐述了秋收起义的特点及暴动的地点、经过。 下
阕分析了秋收起义爆发的原因及时间。“农民个
个同仇”，反映了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地主重
重压迫”却正是造成这一阶级对立的原因。 秋收
时节，正是收获的季节，农民本应沉浸在丰收的
喜悦中，但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致使丰收时
节是“暮云沉沉”，正可谓官逼民反，于是“霹雳
一声暴动”，在毛泽东等的带领下，湘赣边界爆
发了秋收起义。

常瑞芳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正在中央电视台一
套热播。编剧以纪实性的传记风格，再现了彭
德怀毕生的丰功伟绩与革命生涯。 故事跨越
半个世纪，以彭德怀元帅的人生经历为主线，
通过实力派演员董勇的深度诠释， 真实还原
了彭德怀元帅的戎马一生， 为观众塑造出了
一个有血有肉、 敢爱敢恨敢担当的开国将领
形象。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
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共和国开国领袖毛
泽东对彭德怀元帅的客观评价。

信仰改变命运
在加入共产党之前， 彭德怀是一名湘军

团长，以骁勇善战闻名。但他却秘密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平江组织起义，随后又与毛泽东、
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比起当湘军团长， 当工农红军条件和待
遇都相差甚远， 他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艰苦而
崎岖的路呢？ 20世纪早期纷乱的中国，许多
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 不惧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寻求中国的革新，照亮他人的人生，那是一
代人的信仰与执著追求。

剧中有一句话让人特别感动，彭德怀说：
“我彭德怀之所以要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我相
信我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光明大路， 我完全可
以去当那个湘军团长， 每月有几百块的饷银
拿。 可你们知道吗?人家姓国，我们姓共，我们
最大的不同就是官兵平等，绝不搞特殊。 ”因
为信仰，因为自身的劳苦出身，彭德怀看到的
是底层社会民不聊生， 立志要寻找到一条为
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生活的路。

自古英雄也柔情
我常为剧中一些细小的画面组合所感

动。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碎花的布衣，彭德怀
为她取名：刘坤模，取意为妇女中的楷模。 他
教她识字，给予她尊重与浓浓的爱意，在决定
起义之前，他将她送回老家安顿。战争的居无
定所，让他们夫妻不能相聚，但他却恪守着对
她的承诺，不娶也不纳新人，直到知道她已另组家庭。

老班长郭德云对他有恩，当了营长他没有忘记去看望
老班长。郭德云病故，他召集曾经的战友为他举办葬礼。师
长周磐与他是生死之交，他曾经救过周磐的命，在国民革
命军期间，他也得到了周磐不少的照顾，对周磐同样心存
感恩，但因各自的信仰不同，两人分道扬镳，彭德怀却冒着
被杀头的风险，到周磐住处与他告别，感激周磐对他的照
顾之恩。

战争场面恢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彭德怀元帅戎马一生， 身经百

战，为国家和人民立下汗马功勋，使侵略者闻风丧胆。 1926年
彭德怀率部配合叶挺攻打武昌，在平江举行起义，创建工农红
军第五军；后来冲破重重阻挠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攻打省
会长沙时，领导红三军团以少胜多占领长沙……这些在剧中，
都一一得到了展开，充分彰显了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

对士兵们的关爱也是剧中的重头戏。 在战争最危险最
激烈最关键的时刻，彭德怀的军事谋略、远见、胆识与指挥
艺术，无不凝聚、鼓舞着士兵们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成
为这支部队抗击敌军围剿进攻的核心中枢与铁血军魂。 从
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到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从誓死不屈抵御日寇的八年抗战，到鏖兵西北横扫千
军的解放战争勇猛打退敌骑兵；从临危受命抗美援朝打出
国威，到锐意改革整军肃纪打造现代钢铁长城……电视剧
《彭德怀元帅》 将彭德怀充满传奇的戎马一生表现得淋漓
尽致。

传递时代正能量
编剧马继红在谈到此剧的艰苦立项过程时说，希望能

为观众带来正能量。 我们不难在该剧中看到编剧的匠心。
在第22集里有一个情节：战士们把用驴换来的苹果给彭德
怀送去，当他得知士兵们没有时，坚决拒受。 他说：“我们与
国民党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官兵平等。 今天我吃了几个
苹果， 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跟我学，接
下来就是旅长团长，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 也许
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
点一点地拉大。 ”在第36集里，“换沙发风波”同样对当今反
腐整肃给出了令人深思的注解。

《新四军军歌》
诞生记
郭谦贵

威武雄壮的 《新四军军歌》， 诞生于1939年7月1日， 距
今已有77年历史了。

1937年10月，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新编第四军， 挺进华中敌后， 发动群众， 扩大人民武装， 开
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春， 新四军领导人提出要为新四军创作一首军
歌， 以鼓舞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是年3月， 陈毅写出了
歌词初稿 《十年》。 陈毅创作的歌词初稿共3段， 概括了参加
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被编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
统。 后经军长叶挺、 副军长兼政委项英、 军政治部主任袁国
平、 军副参谋长周子昆、 军部秘书长李一氓、 军政治部宣教
部长朱镜我、 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将领集体修改定稿， 于
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刊物上， 署名为“集体创作， 陈毅
执笔”。 经新四军鲁迅艺术团团长何士德再三谱曲并试唱后，
这首歌被新四军军部规定为官兵必学必唱曲目， 每逢休整集
会， 必全体高歌 《新四军军歌》。

《新四军军歌》 段首赫然醒目地有“光荣北伐武昌城
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
殊勋” 等歌词。 其中“孤军” 意指战斗在罗霄山脉中段湖南
桂东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 当时， 湖南桂东是项英、
陈毅领导下的湘粤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中心、 斗争中
心， 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是中央分局最骨干的军事力量， 是
新四军最核心的历史渊源。

在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参加革命工作的桂东籍王桂馥，是
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参与者。 陈毅曾称赞他为“我军优秀的
参谋人才”。 粟裕、谭震林、江渭清、余立金、钟国楚等都对王桂
馥勇敢机智的作战作风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赞赏有加，视为
爱将。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管理处副处长兼交际处处
长、总后勤部油料部党委委员、运输处处长、技术处处长等职。

历史烟云， 金戈铁马， 硝烟弥漫， 血与火的斗争， 生与
死的拼搏， 在特殊的环境下，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使湖南
桂东成为了新四军军歌讴歌的圣地， 新四军铁军精神的发祥
地， 更成为新四军军魂的发源地之一。

【链接】
《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 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 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 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 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 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 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东进！ 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 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反腐枪声》：
共产党人的信仰屹立不倒

国画 左权将军殉国图 康移风 作

音乐咖啡

影视风云

观影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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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咏梅庆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书法作者 吴萍

� � � �《反腐枪声》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