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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井冈山故事：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90 多年前，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这里点燃
的星星之火，指引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
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井冈山精神作为影视创作的富矿，蕴藏和积淀着中华民族饱受苦难而百折不挠、英勇奋斗而追求幸福的梦想，既彰显着激情澎湃的革命
精神，又饱含着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多次被开发创作为电影作品。例如 1993 年的影片《井冈山》等等。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李华表示，电影《井冈山》采取了纪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再现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演员选择、电影音乐运用等艺术层面亮点颇多，并实现了记录历史、引导社会舆
论等历史价值。
近年来，电影人还创作了《井冈山道路》、
《井冈恋歌》、
《爱在井冈》等，既有回顾历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也有古今对望的现实题材
作品，艺术地演绎和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井冈山斗争岁月，生动诠释了井冈山精神的精髓。

28 年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江西电影

旨之间的矛盾，再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

李华表示，虽然王震的外形与青年毛

制片厂出品，李新执导，王震、王之夏、张辛

确路线与以余洒度、周修明（原型周鲁）为

泽东有一定出入，但他凭借颇具功力的表

出，讲述了少女卓玛和男友阿旺从川藏地

元等主演的电影《井冈山》正式上映，并获

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使观众对中

演，再加上周贵元一口地道湖南话的配音，

得了第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影片聚焦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中国革命时所面临的困

仍然使观众感受到一代伟人的风采。

区来到井冈山，寻找 70 年前红军阿哥山虎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引兵井冈

难处境有了深刻把握。

此外，
《井冈山》在电影音乐的运用、实

玛参加在井冈山举办的“中国红歌赛”，和

同时，影片通过叙述毛泽东解决这些

地取景等层面，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李

红歌手们踏遍了井冈山的山山水水，了解

根据地，
并展现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问题的过程，如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度、实

华认为，该片运用电影音乐层面很巧妙，如

革命圣地的历史，并引出一段纯朴、圣洁的

谈及电影《井冈山》的创作手法，李华

行官兵平等，为革命军队规定三大任务、制

毛泽东与袁文才大仓会面、毛泽东处理陈

世纪红色恋歌。

表示，
《井冈山》在创作层面亮点颇多。首

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使观众直观地

豪叛变事件及王佐宴请党代表何长工时，

先是采取了纪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再

领略到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深沉的热爱和治

都根据情节的不同，采用了旋律或急促或

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为背景，以红歌为

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几乎所有

军理政的雄才大略。

欢快的背景音乐。最后是影片大量实地取

主线，首次运用音乐电影这一全新的表现

景，并融入很多具有鲜明赣西地方特色的

手法，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浓烈的红色情怀，

山，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革命

红色音乐电影《井冈恋歌》于 2012 年推

子恋人竹妹子的故事。在寻找过程中，卓

专家指出，该片植根于红色沃土之中，

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芦溪之战、三湾改

在演员的选择上，导演李新在选择主

编、争取袁王、朱毛会师等。影片在叙述这

演时，并没有把目光盯在当时已经为广大

文化元素。背景音乐的运用和实景拍摄、

艺术地演绎和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井冈山斗

些事件的过程时，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

观众所熟知的特型演员身上，而是大胆启

地方文化元素的融入，都使观众在观影时

争岁月，生动诠释了井冈山精神的精髓，又

地面临的问题客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如

用仅在电影《孙中山》中饰演过大革命时期

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

一次唱响红歌、弘扬主旋律。

军纪涣散、官兵不平等与革命军队性质、宗

毛泽东的青年演员王震。

力。

福建省电影局积极部署开展

◎ 全景再现井冈山时期重大历史事件

在李华看来，电影《井冈山》展现的内

李华认为，电影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

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

容，时间跨度从 1927 年 9 月 25 日芦溪之战

的产物，能够展现运动的、音画结合的、逼

到 1928 年 4 月 28 日朱毛会师，其历史价值

真的具体形象，全面准确地记录重大事件

有二：一是记录历史，该片是为纪念毛泽东

或者还原历史事件。以电影的方式记录历

诞辰 100 周年摄制的，与此前的《四渡赤

史和时代，弥补文字记录的不足。将这两

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

《秋收起义》等影片共同构成一组故事片体

下更加全面准确的历史档案，使他们更好

湾改编》在京启动。影片讲述了

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征途上历经两起两落，

裁的电影档案，比较全面地记录了毛泽东

地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起点上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国共

付出巨大代价，终于走向成熟，尔后在抗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活动。二是引导

开创未来。

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毛

战争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中打

社会舆论。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历

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

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

也在丰富着时代的内涵，并继续创造着历

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利用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过

史。其意有二：一是指，任何一部电影都反

程中出现的失误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否

映了创作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体现了他

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处时代的人类认识水平，丰富了创作者

《三湾改编》
献礼建党100周年

从 1921 年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先后

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四个历史时期。李华表示，大革
2020 年 12 月 18 日，电影《三

水》、
《巍巍昆仑》、
《开国大典》、
《大决战》、

种记录方式结合起来运用，能够给后人留

同时，电影在记录历史和时代的同时，

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
“支

可以说，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

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

出大革命失败的阴影，领导中国革命走向

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全景式展示

复兴的转折点，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革命

他表示，
《井冈山》和前述多部主旋律

所在时代的艺术宝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

道路的重要一站。李华谈到，在这一过程

影片一起，通过全面客观地再现毛泽东为

中，不同时代的创作者针对同一事物拍摄

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中，毛泽东起到了关键作用。湘赣边界秋

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所立下的

的不同影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构成

该片由著名剧作家王玮编

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起义军余部近千

丰功伟绩，利用电影传播的大众性，给错误

了人类对这一事物的认识史。二是指，人

剧，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杨

人转兵井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思潮以有力反击，
有效引导了社会舆论。

们出于记录而非娱乐目的拍摄的各种影

虎执导。影片将用 90 分钟的时

过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

在引导社会舆论层面，
自19世纪末摄影

片，是时代电影艺术宝库中的上品；在经历

间，带着观众再次寻访那段风云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艰苦

机发明后，
电影就成为记录历史和时代的利

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所有具备记录意义的

激荡、令人振奋的历史，回首陷入

深入的理论创造，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

器。每个国家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
电影人

影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人类电

绝境的中国革命，是如何柳暗花

武装夺取政权”
的中国革命道路。

都不曾缺位，
通过大银幕来展现这些历史。

影史的精华部分。

明、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在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重要功能，服务留闽回闽群众
安心过年，丰富节日文化生
活，福建省电影局探索创新形
式载体，研究细化工作方案，
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共
工作的前提下，制定四条举措
为在闽过节群众送上暖心的
电影“年货”。
一是推出电影票补惠
民。安排专项资金 150 万元，
在全省 25 条院线共计 355 家
电影院全面开展电影票补惠

民活动，鼓励群众走进影院。
由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制发
1 至 10 元不等的电子优惠券

50 万张，自正月初一起，在各
盖人群约 500 万人。支持万
达、金逸等重点院线开展做好

惠民权益卡优惠 10 元观影和
工会卡 19.90 元观影等相关活
动。

二是落实电影公益惠
民。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为主线，策划推出一系列电

影公益活动。与中宣部数字
电影节目中心在龙岩古田共
同组织举办全国公益电影“三
下乡”
活动；
在全省 14471 个行

政村全面开展 2021 年新春公

益电影“进乡村”活动，精选一
批体现新时代新福建精神的
优秀电影进行公益展映，助力
乡村振兴；
策划开展公益电影
进军营、进社区等重点活动。
三是开展电影展播惠
民。积极协调福建电影制片
厂、恒业影业、春秋时代（平
潭）影业等我省影视企业，推
出《古田军号》、
《樵夫·廖俊
波》、
《大闹天宫》、
《新乌龙院
之笑闹江湖》、
《爱在廊桥》、
化的优秀电影在“学习强国”
等网络平台进行集中展播，让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体验电影

现实题材影片《爱在井冈》日
的爱情来演绎吉安老区人民的创

议的部署精神，切实发挥电影

《冰峰暴》等 10 部展现八闽文

《爱在井冈》有望年内上映

前杀青。该片以两代人跨越时空

年春节电影文化惠民工作
202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
空的井冈山精神。

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会

大网络平台持续发放 7 天，覆

◎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 链接

本报讯 根据福建省委、
省政府关于做好全省人民群

文化魅力。

◎《井冈山道路》导演周耀杰：人物活了，戏就活了

四是丰富电影活动惠
民。组织全省电影企事业单

业故事、幸福故事、追梦故事，讲
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中共江西省委

校，发现有些大学生对于井冈山这段历史

西妹子的泼辣和大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

位策划推出形式多样电影活

反映了吉安井冈人民坚决打赢脱

宣传部等出品的电影《井冈山道路》目前已

只是略知一二。
“井冈山历史对于中国共产

物活了，
戏也就活了。”
周耀杰说。

动，丰富节日氛围。推动厦

贫攻坚战、致富奔小康的动人故

经杀青。该片以毛泽东为主要人物，以井

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于

事。

冈山革命斗争史为基本依托，讲述以毛泽

述平凡乡村的不平凡致富之路，

整个国家民族的意义重大。
”

采访中，出生于 60 年代的周耀杰回

忆起自己接受党史教育的时候，一本书、

门、平潭和泰宁影视基地开展
“开放日”
活动，让群众走进影
视基地，感受影视创作流程，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

因此，周耀杰希望《井冈山道路》能够

一 部 电 影 、一 首 歌 ，都 可 以 改 变 人 的 一

青年演员李鹤、邵芸等主演，著名

争中，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

和当下年轻观众产生共鸣。他将创作重心

生 。 当 下 ，年 轻 人 接 受 教 育 的 渠 道 和 方

电影艺术家陶玉玲参加演出。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故事。

聚焦在人物塑造上。
“领袖人物不能是不怕

式越来越多。
“ 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年

条院线组织旗下电影院开展

枪林弹雨，应该是突出性格和细节，片中人

轻人应该看看毛泽东如何从一个教书

电影知识问答、电影亲子体验

物不论大小，
都应该被人记住。
”

匠、在‘弹丸之地’的井冈山坚持自己认

等各类活动。鼓励厦门大学、

片中，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虽然只

定的方向。”周耀杰表示，
“ 他的个人经历

福建师范大学、集美大学等相

有三场戏，但人物性格突出，会给观众留下

可 以 给 当 下 观 众 以 启 迪 和 借 鉴 ，这 也 是

关院校为留校过节师生提供电

深刻的印象，贺子珍戏份也不多，但却将江

红色基因的传递。”

影赏析评论等相关沙龙活动。

《爱在井冈》由方军亮执导，

该片导演周耀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井冈山道路》剧本创作历时近三年，自筹
备之初便定下了“要拍一部给年轻观众看”
的影片。
影片筹备期间，周耀杰走访了很多高

传播影视文化。引导全省 25

（福建省电影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