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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
——从《古田军号》中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文/王离湘

8月 1日，以古田会议为背景的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开始公映。该影片

是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古田会议召开 90周

年的特殊节点上推出的一部献礼作品，也是著

名导演陈力的又一力作，被国家电影局列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因

为这部影片是由河北省联合拍摄的，河北电影

制片厂、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均为出品

方，所以大家对这部影片非常关注和期待。

8月 6日，我们组织了一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观影活动，近两个小时，军号

声从悲凉悠远到激昂雄壮，革命者从脚步匆匆

到坚定远行，创作者用独具匠心的艺术表达让

人们感知历史的情怀，用军号声声隐喻一支人

民军队历史关头的生死抉择、回望一个政党的

初心坚守，激发新时代广大人民的奋斗豪情和

磅礴动力。置身其间，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

了，不禁心潮起伏，与大家共勉当年那段辉煌

的历史，再次明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

我提高的能力。

“从哪里来”，坚定革命者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七次到古田，倡导和

弘扬古田会议精神，2014 年在古田召开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时，他指出：“在古田会议召开

8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

溯源，深入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

出发的。”

1929年 12月 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我

党我军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

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与教

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红军是执行革命

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

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确立了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的原则，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

群众路线基础，一举消除了“红旗能打多久”的

悲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

田会议。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红四军经历了一段曲

折艰苦的过程，直至陈毅前赴上海向党中央汇

报红四军的情况，并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四

军前委的指示信》，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得以弥

合。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

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听取“九月来信”精神和周

恩来、李立三同志对红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

会议决定，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准备召开红四

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2 月中旬，毛泽东

亲率红四军进驻古田时，当地群众涌上街头欢

迎，大家纷纷将自己的住房让给红军。八甲村

的“松荫堂”就是毛泽东、陈毅、红四军前委与

政治部的驻地。这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小院。

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半个多月，废寝忘食，夜

以继日，召开各种会议，与各类代表谈话交流，

整理材料，起草决议。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

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

“九月来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重新选举了前委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

书记。

古田会议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

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定了“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电影《古田军号》编导以直面历史真相的

创作勇气，艺术再现了“古田会议”召开前后这

段决定党和人民军队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进

程，用影像语言讲述党和军队在革命斗争中所

面对的重重困难和危机，所经历的种种冲突和

挑战，凸显这段历史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重要

地位。这部电影的适时推出，为全党全军正在

深入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对于我们党、军队

和人民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奋进，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是一部在历史认知、精神高度和艺

术探索上具有突破意义的红色主旋律影片。

这部影片正是用生动的艺术语言，向我们

讲述了那段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出发？为的正

是心中坚定的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

精神支柱。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

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

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编导在

展现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决定人民军队命

运，从而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古田会议”时，

没有回避路线分歧，没有回避毛泽东和朱德之

间的分歧，真实再现了 90年前那惊心动魄的

时刻。为什么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安恭之间

有如此的争执，依旧还是不可分割的革命兄弟

呢？因为他们都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正是基于这种共

同的信仰和追求，使得他们经过激烈的冲突后

能够形成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新的基础

上的紧密团结。

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

大会落选前委书记一职，但他从未放弃对红四

军命运的关注，他辗转多地，在山区里一边指

导地方党的工作，一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和深入的思考，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索中国

红军的方向，即便身患疟疾，趴在干草堆积的

床铺上，也依然没有终止思索。朱德虽然与毛

泽东在个别问题上有不同见解，但是越是危难

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

汕失败，朱德同志所部孤立无援，他挺身而出，

稳住军心，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

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为了

纠正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决定，陈毅不畏艰

险，毅然奔赴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向党中央汇

报红四军的情况，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写出“五

万言报告书”，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

详情，并最终带来“九月来信”，在决定红四军

的前途命运和人民军队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坦诚公正的风格和

坚强的党性原则也显露无疑。可以说，中国共

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

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

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

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到哪里去”，一切从实际出发

古田会议召开前，围绕着“红军向何处去”

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产

生了不同的认知。虽然他们的政治信仰一致，

但是在建军路线、作战方略等问题上却产生了

相当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刘安恭来到红四军

之后，这种分歧和冲突更是愈演愈烈，他坚持

用“攻打大城市”和“大规模正面冲突”策略来

取代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他无视毛泽东推

行的关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政治学习，转

而以单纯的军事训练调教部队；在军队到底是

服从前委领导还是服从军事首长领导，或者再

明确地说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个

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毛泽东争执不下。《古田军

号》编导以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直面历史真

相，直面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

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发生的正面冲突。

在脱离实际的策略指导之下，在异常残酷

的战斗之中，刘安恭等人的指挥屡遭失败，红

四军损伤上千名战士，刘安恭也在指挥战斗中

壮烈牺牲。在不断失去根据地、不断遭遇失败

的血的教训和事实面前，红军将士上下一致认

识到，这种不顾实际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来处

理初创时期的红军内部事务，最终是不会取得

胜利的，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战略

战术，将党组织建在基层和“党指挥枪”的基本

原则以及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

的工作方法才是带领红军不断走向胜利的唯

一正确选择。

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和起点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

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

启示性，即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始终立足中国

国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最

正确的选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不动摇，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在新的伟大斗争实

践中形成的共识，是“古田会议”精神传递出的

现实意义，也是《古田军号》这部影片用生动鲜

活的故事传递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革命者在不断革命中

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

古田会议是党内、军内斗争的产物，是正

确思想战胜错误思想、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

的产物，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毛泽东、朱德、

陈毅、刘安恭等领导人当中。电影编导将古田

会议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和革命领袖人

物用全新的视觉艺术呈现、细致入微的人物细

节刻画，将领袖之间激烈的思想冲撞、深刻的

思想融入和新的基础上的紧密团结表达得淋

漓尽致。片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党中央在了

解红四军实际情况后，立即做出调整，让陈毅

带来“九月来信”，纠正了“二月来信”的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红军马克思主义道路

的理论，确定了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

在前委的领导下，提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和单纯军事观点，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

想。精彩的故事情节、感人的艺术表达和现代

语境的视听呈现，使这部影片产生了震撼人心

的独特魅力。

在电影《古田军号》中，自我革命在朱德身

上体现的尤为突出。影片伊始，便是毛泽东和

朱德两人因士兵抽大烟、抢百姓的钱而大动肝

火的情节。当时，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

拉帮结派等现象在红四军内部愈加滋生和蔓

延，一些青年士兵花光了部队发的零用钱后，

就结伙私自去打土豪，甚至出现了赌博嫖娼、

挟公款逃跑的现象。针对这种苗头，红四军前

委非常焦虑，但是在对于此事严重程度的认知

和处理办法上却意见不同，一向默契的“朱毛”

也产生了明显分歧。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在实

践的探索中，朱德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有

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在建

军原则问题上，两人从最初的争执达成一致意

见。影片结尾，军号声响起，朱德在行军队伍

中高高举起寓意“人心齐成龙”的板凳，那一瞬

间，直看得人热血沸腾，也让人看到朱德自我

革命的勇气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历史烛照当下，当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出发点就是在新时代，坚持

不懈探索共产党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依靠

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不断

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自我

净化如同祛病灶。我们要在活动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

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对照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要求，有

的放矢，找准问题，挖实根源，对症下药。自我

完善如同强体魄。要自觉对照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

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

典型、身边榜样，找准思想觉悟、能力素质、作

风形象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提高修养、强化素

质、修正不足，进而达到不断自我完善的目标。

革命者在不断实践中

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

人民军队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

史。革命战争时期创立一整套建军原则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精兵简政，解放战争时期组

建五大野战军，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调整体制编

制，人民军队边战边改，边建边改，愈改愈强。

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

“持久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

则”，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再

到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战略方针的不断调整。

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探索规

律，在世界军事史上书写了战争指导艺术不断

创新的生动篇章。

电影《古田军号》在表现方法上注重革命

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福建土楼载

歌载舞的场景设计，开头、结尾及中间穿插的

“长凳龙”舞，寓意革命在斗争中不断胜利、革

命力量在发展中不断壮大、革命道路在创新中

越走越宽广。尤其是“军号”作为全片的核心

元素与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的贯穿与呼应的

艺术功能，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威武雄壮、气壮

山河的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走过了万水千

山，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红色

交响史诗。

人民军队历经千难万险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内涵，是本片的思想和艺术灵魂。历史昭示

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世情国情

党情的变化复杂深刻，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

缺，啃老本、守旧摊子，是极其危险的。改革是

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色，创新是我们党保持生机

活力的源泉。新时代，我们党要有效应对“四

大考验”、全力克服“四种危险”，必须与时俱

进、自我超越，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

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同时，要自我提高长本

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力不是一劳永

逸、一蹴而就的，必须坚持在学习实践中砥砺

品格、增长才干，在爬坡过坎、跋山涉水中摸索

新规律、凝聚新动力。要切实加强党性锻炼和

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

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建设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可以说，《古田军号》是主旋律影片的高峰

之作，在重大人物的刻画上有突破，细节设计

上有创新，整体表现触动人心，是在这样一个

特殊节点适时推出的用艺术培根铸魂的生动

教材。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守初心、担

使命，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使命，把红色基因一代

代传下去，让红色精神不断绽放出时代光芒，

照耀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凝聚起众志成城的

力量，确保我们的事业在筑梦中华的历史进程

中一路前行。

革命理想高于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

常思“我们从哪里出发的”，不断坚定革命者的

初心；常想“我们到哪里去”，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新时代的

广播电视人，作为革命者要坚持做到，在不断

革命中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在不断实践

中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始终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作者为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

时隔两年，继在《血战湘江》中饰演红

三军团五师师长李天佑之后，这一次，青年

演员张一山挑战了《古田军号》中 22 岁的

林彪一角。

从《家有儿女》的刘星到《余罪》中的卧底

余罪，再到《春风十里，不如你》中的秋水……

张一山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征服

了大批观众。

风头正劲时，张一山转身扑向了红色

题材主旋律电影《血战湘江》，演活了有情

有义有信仰的军人李天佑。两年后，他又

成了陈力导演新作《古田军号》中的青年林

彪。

“未来我肯定还是会坚守在这种题材

的电影上。”张一山的话掷地有声。看来，

青年演员张一山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的坚守，并非“玩票”而已。

出演22岁的林彪

“林彪是一个比较富有争议的角色，而

且普通观众更熟悉的是并不是我们电影中

呈现的 22 岁的林彪，也很少看到过林彪那

么年轻时候的影像和照片资料，所以一开

始我心里也没谱儿。”对于此次在《古田军

号》中出演年轻的革命领袖，张一山坦言自

己心里一度也觉得“没谱儿”。

在导演陈力的带领下，随着了解的深

入，张一山渐渐找到了感觉，“我自己找了

很多资料，但是导演比我准备得更仔细，很

大程度上给我们减轻负担，大家一起去了

革命老区，一次次去到历史遗址，了解古田

会议的始末。”

片中张一山饰演的林彪，面色忧虑坐

在毛泽东身边，问出“红旗还能扛多久”，细

致入微的表演和真实的情感流露，着实令

观众动容。

为了“红色主旋律电影不缺席”

第一次接到陈力导演《血战湘江》的邀

约，张一山回忆自己当时“义不容辞，把手

头上的事情都腾开，去给陈力导演完成这

个任务”。

问及原因，张一山的回答平实有力：

“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上这种红色主旋

律题材的电影就算有，可能票房也不好，很

难被大家关注、更难被观众喜爱。但是对

一个国家的电影观众来讲，红色主旋律题

材的电影不应该缺席。

我们平常可以看到无数的商业大片，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好莱坞的，我们能看到

无数的喜剧、无数的枪战警匪片，但是像这

种红色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少之又少。可能

也就剩下像陈力导演这样的几位导演还一

直在坚守、坚持，去传达这种红色的信仰和

基因。

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我也有这份责

任。演员演一部好戏、一个好角色是对观

众负责，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更应该再多

肩负一些责任，年轻的观众很重要，年轻演

员要给他们传达一些思想，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事实上，早在《血战湘江》拍摄期间，陈

力导演就对奔跑在枪林弹雨中毫无怨言的

张一山赞许有加，并早早与他定下了《古田

军号》中青年林彪一角。

在《血战湘江》和《古田军号》的片场，

张一山分别度过了两个生日，这些与红色

电影一起度过的特别时刻，被他视作“一种

缘分”，“我会坚守，也会跟着陈力导演一起

再去寻找好的题材，争取每年都可以做一

部这样好的电影给大家，也不辜负自己这

份职业，我觉得这很重要。”张一山说。

青年观众为了我走进影院，这是好事儿

“演员的幸福是你可以感受这段历史，

可以亲身去经历，这比很多普通观众更有

优势。如果我不走到真正的战场上，我不

走到真正的遗址上、不走到那些革命老区

去听老乡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我无法像

现在这么体会深刻。”

在《古田军号》的拍摄中，张一山进入

历史、进入“战场”，将自己代入角色、代入

情境，“我们只是演戏而已，远没有战场上

那么惨烈，但已经切身体会到了那种残酷

和艰辛，如果真是在当年打江山的真实战

场上枪林弹雨，那完完全全是无法想象

的。”

投入角色后的张一山像是经历过一场

真实战火的洗礼，对历史、战争和信仰都有

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迫切想要将这段历史

带到更多年轻人眼前，他也确实拥有这种

能量。在张一山 8 月 1 日建军节发布的《古

田军号》相关微博下，十多万点赞和两万多

条留言验证了他在青年观众心中的强大号

召力。

“我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我有一些青年

观众，他们愿意为了我走进电影院去看这

部电影，我觉得是好事儿。我愿意参加这

些红色主旋律电影的拍摄，为了能够让更

多喜欢我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这样

的电影。希望能够让观众从历史中看到我

们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能够生出强

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我觉得这挺重

要的。”张一山说。

当更多像张一山这样的青年演员主动

扛起历史的大旗，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青

年观众们走进影院重温历史、铭记历史的

时刻已经不远了。

孙维民曾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海

棠依旧》等 50 余部影视作品中饰演周恩

来，并因精湛演技深得观众认可。而在正

在热映的电影《古田军号》中，孙维民没有

饰演领袖人物，“变身”一位把三个儿子都

送上战场的林裁缝。虽然戏份不多，但出

色的演绎极为生动地表现了闽西人民的政

治诉求和精神风貌，令影片增添了不少生

动的看点。

这不是孙维民第一次饰演小人物，在

陈力导演的《血战湘江》中，林裁缝一角就

由孙维民饰演，这一人物线也贯穿了两部

电影。孙维民表示，林裁缝的角色体现了

“军民鱼水情”，说明了“革命需要人民”，通

过小人物来衬托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对演员来说，饰演领袖人物和小人物

还是有一定区别。孙维民直言，需要“跳出

以往的环境和角色”，不要把周总理的习惯

动作、眼神、走路姿态等带到表演中，要诠

释出百姓的自然、亲切，诠释出小人物的松

弛、自然、朴实。曾参加《爱在廊桥》、《萧

红》、《血战湘江》、《大转折》、《一号目标》、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影片拍摄的孙维

民，对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有着自己的理

解。他表示，电影市场需要正能量的作品，

国家和民族更加需要，主旋律电影的故事

要讲得生动，有细节，有人物，不能为了完

成拍摄任务而“草率”。

开拍前，孙维民来到闽西，走访老红军

的家属后代，学红军、演红军。怀揣对红军

的崇敬，以严肃认真的工匠精神投入工

作。他表示，深入生活是必要且关键的，创

作细节离不开生活。

例如《古田军号》中，有老乡染布的场

景、造纸的场景，这都是真实的历史，片中

一家三代穿一个棉袄、老百姓把门板拆下

来交给红军的故事，也是从真实生活中得

来的。路演中，一位观众告诉孙维民，自己

家四个人都是红军，父亲牺牲在战场，这与

林裁缝的经历很相像。

孙维民表示，演员深入生活很重要，随

着拍摄前的参观、学习、走访，主创了解了

片中人物的经历和感受，燃起我们的正义

力量、红色情怀和爱国热情，以及对红军的

敬仰。“作为艺术工作者，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主旋律，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我

们演革命人物，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为、思想

有约束，潜移默化中进行了灵魂的净化。”

孙维民说。

◎主演张一山：
传达红色信仰和基因，年轻演员有一份责任

◎主演孙维民：
小人物能展现出“军民鱼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