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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 1927：

对外拿起
“枪杆子”，对内纯洁党组织
■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对于这场 90 多年前发生在江西南昌，由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约 25000 人参加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在 2017 年 8 月 1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
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中国电影史上，南昌起义的故事由几代中国电影人抒写在胶片上，从 1981 年由汤晓丹执的电影《南昌起义》，到建军 80 周年之际八一厂出品的
《八月一日》，
再到建军 90 周年时全景式展现南昌起义的《建军大业》，
银幕上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穿越百年，
经久不衰。
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对外拿起“枪杆子”的同一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
身）宣告成立，
我党对内清除叛徒、纯洁党内组织的工作也拉开了帷幕。
本期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们将带您重回 1927，重温银幕上的
“南昌起义”
与
“中共五大”
。

◎《南昌起义》：打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第一枪﹄

性的历史材料和革命回忆录、传记文学有

史，以电影的形式首次再现这场大战，具

机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纪录性的史实和革

有开创性意义，是填补空白的影片。而

命艺术的动人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

2007 年上映的《八月一日》则以“四一二”

他要求在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表现起

杀共产党人作为起点，讲述了共产党拿

实，对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起“枪杆子”的重要性，讲述了起义前的

做了积极探索，强调即使是虚构也要在事

准备、起义的紧迫感和必要性，让观众了

实的基础之上来构思。如影片在表现

解“为什么要起义”。

1927 年 7 月 15 日 汪 精 卫 公 开 叛 变 革 命

后，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
离开武汉到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为此不得

《南昌起义》的故事最早来自 1959 年

玉扮演的周恩来给予了肯定。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电影

的献礼话剧《八一风暴》。由于当时国家

张东介绍，当时选择特型演员的首要

史上，
《南昌起义》则打响了重大革命历史

有明确规定，现任领导人不能在文艺作品

标准就是“形似”。电影选角，一般是副导

题材的“第一枪”。

中使用真名，因此在《八一风暴》中，涉及

演跑到全国各地的剧团“海选”演员，而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研究室主任、
著名军事电影评论家张东回忆起 1981 年

领导人原型的人物全部采用了化名。

“孔祥玉在话剧中演过几次周恩来的角

与话剧相比，电影《南昌起义》最大的

色，让他获得了《南昌起义》扮演青年周恩

《南昌起义》上映时的情景。她至今记得，

改动是大胆地将重要事件、重要历史人物

来的机会”，张东认为，孔祥玉演出了青年

大银幕上，年轻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

都真名实姓地搬上银幕。电影中，包括周

周恩来的朝气蓬勃。

德戴着红领巾，在江西大旅社前迎风而

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

立，
英姿飒爽。

恽代英、李立三等都以真实姓名出现，据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把南昌起义

统计，影片中出现真名实姓的著名历史人

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也是当时少见的将重

物达 16 个之多，影片还为这些历史人物

要历史人物真名真姓地搬上银幕。”张东

选用了特型演员出演，这在当时中国故事

纪实手法拍摄，
真实准确再现历史
按照电影史的记载，
《南昌起义》是中
国首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张东介

说。

片创作中十分罕见。

首拍南昌起义，
银幕再现真实领袖

电影中扮演时年 29 岁的周恩来，不仅外

仅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第一代领导人采

特型演员孔祥玉当时只有 32 岁，在

绍，
《南昌起义》采用了纪实手法拍摄，不

形相仿，年龄也相近，不化妆都与周恩来

用了真名真姓，对于故事的讲述方式也采

有几分相似。电影上映后，孔祥玉版周恩

用了纪实手法，尊重史实。几乎是把起义

电影《南昌起义》出自上影厂老导演

来获得观众认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

的历史，
真实、准确再现于银幕之上。

汤晓丹之手，此前他已经拍摄过《胜利重

徒慧敏感叹：
“ 片子上出现的周恩来就像

据资料记载，在《南昌起义》的拍摄

逢》、
《南征北战》、
《渡江侦察记》、
《红日》

我几十年前看到的周恩来，可以说是形神

中，导演汤晓丹经过反复深思，决定采用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战争题材影片。

兼备。”后来，邓颖超看过影片，也对孔祥

纪录性历史故事片的样式，设想“把纪录

随着时间的推进，银幕上对“南昌起
义”的表现又有了新的突破。
在张东看来，2017 年上映的《建军大

不化装成老中医出行的情节，就是在江西

业》，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是一个视野

星子县拍摄外景时，从当地书店一本记载

更 加 宽 广 的 影 片 。 而 张 东 所 说 的“ 宽

有周恩来曾经化装成老大爷到苏区的史

广”，并不只是简单的把时间线拉长，或

料的小册子上找到的依据。

者拍摄手段视听语言更先进，在这部表

《南昌起义》填补了故事片中直接反

现南昌起义的影片中，第一次触及了党

映南昌起义的空白，也打响了中国重大革

和军队在初创时期因幼稚和不成熟造成

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第一枪”。1981

的失误。

年，电影《南昌起义》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
历史上，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

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屠

义过程、刻画人物形象时必须符合历史事

片奖。

“我还记得在《建军大业》里，看到朱
德带着部队在‘三河坝’以 4000 人阻击 3
万人的惨烈，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扛住了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从未改变

敌人的进攻，却传来了他们所掩护的主
力部队失败的消息。而他们，需要再去

《南昌起义》上映二三十年后，中国

寻找新的出路。”张东认为，
《建军大业》

的银幕上又相继出现了《八月一日》、
《建

没有把句号划在南昌，观众不仅能在《建

军大业》两部主要展现南昌起义的重点

军大业》中看到我党在南昌打响的第一

献礼影片。

枪，还看到了“打响这一枪之后，接下来

张东认为，三部影片在表现“南昌起
义”这一主题时，各有新意，却也一脉相
传。
她分析，
《南昌起义》作为第一部正

党怎么发展的问题”。
不同年代，银幕上演着不变的“南昌
起义”，在张东看来，无论哪个时代拍摄
的“南昌起义”，骨子里的精神始终未变，

◎《八月一日》：铸造血肉丰满的英雄雕像

面表现南昌起义的电影，选择了 1927 年

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不怕流血牺牲

开放 30 周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每个节

《闪闪的红星》编剧陆柱国挂帅，包括两个

点，都规划创作了相应献礼影片。明振江

八一厂的副厂长、一个影协副主席亲自上

说，重大历史纪念节点，八一厂的电影不

阵撰写剧本，四个编剧每人写了一稿剧

能缺位。

本，剧本磨了两三年。到军委批下拍摄经

6 月中旬-8 月 1 日起义最核心的一段历

2007 年上映的反映南昌起义的影片

《八月一日》就是在“67836”工程的框架下
诞生的一部献礼建军 80 周年的影片。电

的精神将在大银幕上永久延续。

费时，距离 2007 年的 8 月 1 日只剩不到半
年的时间。

4 月 22 日，影片正式开机，八一厂组

影中塑造的一批血肉丰满的英雄形像，令

建了一支精兵主创阵容与时间赛跑赶拍

人肃然起敬。

影片。

与时间赛跑

鸭绿江》的导演董亚春二人联手，一个负

《冲出亚马逊》的导演宋业明和《跨过
责拍文戏，一个负责拍武戏，同时进行。
早在
《八月一日》
上映前四年，
它就跟
《太行山
上》
《
、我的长征》
一起被提上了八一厂的日程表。
再拍
“南昌起义”
不是简单的事，
前有老
逊》、
《惊涛骇浪》、
《惊心动魄》、
《歼十出

他善于规划，在他的任期中，八一厂

这家中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

明振江担任八一厂厂长的十几年里，

击》、
《解放》等观众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

60 多部电影、70 多部电视剧。
《冲出亚马

背后，都有着明振江的身影。

推出“67836”工程，即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

年、红军长征 70 周年、建军 80 周年、改革

导演汤晓丹的《南昌起义》珠玉在前，
20多年
后的重拍，
压力巨大。明振江提出
“下功夫塑
造人物，
深挖思想层面”
。
他一共为影片找来了四个编剧，由

电影中，多处战争场面，包括马上大战、南
昌城大战、水运码头调动、老式火车运兵，
都是实景实拍，摄制组几乎全程“泡”在怀
来影视基地，
与风沙为伴。
7 月 6 日，影片杀青。

明振江说，
《八月一日》的拍摄，好像
一场大会战。

（下转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