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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山，重峦叠嶂，气势
雄伟，林海苍茫，底色厚重。一条
宽敞平整的盘山公路，在蓝天白云
与苍松翠竹的掩映下，在群山中蜿
蜒起伏。路旁，飞瀑流泉、古树名
花与高山田园风光互为依偎，引领
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乔林的小
村庄。

乔林由10多个自然村构成，像
珍珠一样散落在山峦间，总人口只
有300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
期，乔林是宁冈县大陇的一个乡，
位于井冈山北面的黄洋界脚下。
1927年，毛泽东同志之弟毛泽覃受
党组织指派，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
庄，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

乔林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刘建
勇告诉我们，乔林党支部是 1928
年初在乔林村刘应岳宅院里建立
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党
支部旧址被国民党焚毁。1978年
在原址上又进行了重建，1991 年
由于修建乔林水库，乔林党支部旧
址被水淹没。现在的乔林党支部
旧址建在离水库不远的村中心位
置。按照尊重历史，恢复原貌的原
则，修建了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宅
院。2020 年，乔林党支部陈列馆
在这处旧址重新陈展开放，那段光
辉的历史也穿越时空，重新呈现在
人们面前。

走进陈列馆，“力量来源于支
部”“创建乔林党支部”“根据地党
建大发展”等内容，阐述了当年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由来与意
义。展馆还通过大量历史照片、文
物复制、多媒体互动、场景还原等
多种形式，丰富游客的参展体验，
加深对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理
解。在展厅中，设计者还特别还原
了乔林党支部创建者毛泽覃和一
批党员的塑像，再现革命者在特殊
时期与民众团结一心，创建党组织
的历史记忆。

时光回溯到 1927 年 11 月初，
毛泽覃受朱德派遣，来到宁冈县与
毛泽东取得联系，争取早日实现朱
毛会师。毛泽东把毛泽覃留下，嘱
咐他到宁冈县乔林乡开展工作。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毛泽覃
离开茅坪。毛泽东一边送行，一边
叮嘱：要在农村恢复和重建党的组
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
红色政权；要在斗争中培养先进的
工农分子入党，加强对党员的思想
教育。毛泽覃牢记毛泽东的指示，
满怀信心地踏上通往乔林的山路。

不久后，毛泽覃在村中创建了
平安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在此基
础上，又筹建了农民协会，向群众
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觉悟。
一天晚上，毛泽覃在自己住房的厅
堂里给村里的群众讲课，他说：“过
去，中国没有共产党，穷人过着暗
无天日的生活，现在共产党来了，
穷人有了救星，好像天亮的时候太
阳从东方升起，无限光明。”

紧接着，毛泽覃列举了阶级压
迫和阶级剥削的典型事例，来启发
群众的政治觉悟。他说，本乡井水
背村有个姓廖的雇农，17岁给地主
打长工，因一字不识，就用泥团记

出工的天数，每出工一天，在自己
的小箱子里放一个小泥团。到了
年终，地主偷偷地往他的箱子里倒
了一盆水，泥团很快成了泥浆，打
了一年长工，年终结算却没有得到
一分钱。后来，他换到另一个地主
家里做工，改用纸笔画圈的办法记
工，做一天画一个圈。可年终结算
时，地主拿着算盘，七折八扣，到头
来又是所剩无几。这个长工的父
亲气愤不过，自缢身亡；不久，他的
母亲也被活活气死了。

毛泽覃的话还没有讲完，会场
上有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他压抑不
住内心的愤恨，控诉了土豪陈云开
的罪行。原来放水浸透长工泥团
的就是这个黑心肠的陈云开，而他
家的长工正是这位怒不可遏的年
轻人廖石古。这时，会场上一片怒
吼声，与会者强烈要求打土豪、分
田地就从这个罪大恶极的陈云开
家开始。

第三天一早，一声锣响，农民
协会集合 200 多人。他们手持柴
刀、梭镖、大刀，浩浩荡荡直奔陈家
泉村，围住陈云开的住宅。大家纷
纷挤上前去，一桩桩、一件件清算
陈云开的罪恶史、剥削账，算得陈
云开汗流浃背、目瞪口呆。一声呼
喊，愤怒的群众冲进陈家大院，将
他的金银财宝、粮食、耕牛、农具一
概没收，分给贫苦农民。

革命的火种一旦播下，便成燎
原之势。1928年1月，刘资育、朱天
桂、谢达海、李庚福、甘干生、廖石
古……13名贫苦农民在毛泽覃带
领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
泽覃担任支部书记。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乔林党支部，就此诞生了。

为了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毛
泽覃认真地抓党支部建设，开办了
三期党员训练班，用上党课等多种
形式进行政治形势、党的基本知识
教育，进一步启发与提升党员的无
产阶级思想觉悟。

经过思想教育，党组织很快得
到了发展。到1928年5月，乔林党
支部已有党员 76名。党支部在斗
争中建立，在斗争中成长，成为一
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它一面领导
乔林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
运动，另一方面领导群众参加对敌
斗争。即使在后来井冈山的工农
政权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乔林
党支部也仍然能领导群众开展革
命斗争，保卫红色政权。

乔林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
地，今朝满目苍翠。2020年3月，井
冈山市调整行政区划，大陇镇和茅
坪乡合并，组建成新的茅坪镇，乔
林村划归茅坪镇。茅坪作为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
里，毛泽东同志曾写下了《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
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乔林
党支部旧址的并入，让茅坪镇域内
红色资源更加丰富。茅坪镇也在
打造乔林村等红色名村的过程中，
不断唤醒沉睡的红色资源，使之成
为党员干部的鲜活教材。

刘建勇说，今年7月1日前后，
5000多名党员干部来到乔林党支

部陈列馆和宣誓广
场重温入党誓词，
乔林村已成为党性
教育的热土。现在
的乔林村，正在大
力推进红色名村建
设 和 乡 村 振 兴 步
伐，作为新时代的
乔林党支部书记，
刘建勇坦言，他将
带领全体村民，传
承弘扬好井冈山精
神，让其放射出新
的时代光芒。

红色名村的
特殊“党支部”
□ 本报记者 祝芸生 毛江凡 文/图

用有血有肉的人物
勾画还原历史

1927 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
义队伍行至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为了拯救身处困境的革命军队，毛
泽东战略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治军方略，保
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史称“三
湾改编”。电影《三湾改编》以充满
诗意的风格、宏大的战争场面、细腻
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了这段历史，
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幅波澜壮
阔、感人至深的画面，更成为一堂意
义非凡的党史教育课。

７月19日江西首映式现场，主创
人员动情分享了影片拍摄的幕后故
事。总制片人刘建廷用“有苦有甜”4
个字回顾总结了影片筹备及拍摄过
程。他说，“三湾改编”这段历史以前
从来没有以独立的电影主题方式全
景式地呈现出来，作为江西本土影视
人，深知《三湾改编》电影创作的重要
性和历史意义，也感受到肩上的担子
之重。从接到任务时的忐忑，到拍摄
时遇到各种困难、克服各种困难，再
到今天向大家呈献出一部优秀的献
礼影片，整个剧组付出了巨大努力。

《三湾改编》是杨虎导演第二次
拍摄反映江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
影片，此前他执导的反映方志敏事迹
的电影《信仰者》获得中宣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他在谈及
此次拍摄初心和创作思路时说，这部
影片讲述的是 90多年前的年轻人的
故事，摒除了说教式的叙事方式，把
重点放在人物刻画上，尽可能用镜头
展现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意气风发的
年轻革命者风貌。本着“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力求让每个
人物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杨虎希望
可以通过这部影片，让现在的年轻人
直观感受百年前青年们的追求与信
仰，激发前行动力，传承红色基因，做
新一代有为青年。在首映式现场，他
还特别感谢了吉安当地群众在拍摄
过程中给予剧组的大力支持：“拍摄
过程中用了大量群众演员，他们不怕
苦不怕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这个片子的成功，离不开吉安当
地老百姓的付出。”

青年编剧王玮对江西这片红色
热土情有独钟，已创作《红色摇篮》

《井冈星火》等多部江西题材的剧
本。她在介绍《三湾改编》的创作时
说，为了把“如何锻造一支全新的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主题艺术化、
形象化地表达出来，在剧本创作时采
取了追问的形式——“回答了如何在
困难时期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如何把
被动式的革命变为主动式的革命；怎
样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她希望大家
看完这部电影后，“不仅知道‘三湾改
编’是什么，更知道‘三湾改编’是为
了什么”。

影片拍摄时正值春季，乍暖还
寒、冷雨不断，为了拍戏，演员们必须
脱下御寒的羽绒衣，换上单薄的戏
服，踩着泥泞步行两三公里进入取景
地拍摄。正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的
精神，让影片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
本片饰演毛泽东的青年演员侯京健
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把“三湾改

编”这段历史呈现给全国观众，让大
家牢牢记住它。

宏大场面真实呈现
峥嵘岁月

《三湾改编》由江西电影制片厂
有限责任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吉
安广播电视台、井冈山西江月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今年 3月在永新开
机，并先后在泰和、青原、吉州取景拍
摄。随着影片登陆全国影院，《三湾
改编》的诸多亮点也逐一揭晓。

战争题材影片一直备受观众喜
爱，很多影片不仅以商业类型的故事
节奏、镜头调度、特效制作，为观众带
来震撼的视听享受，更以热血、励志、
正能量的价值观感染观众，让人在寓
教于乐的观影体验下，感受军人大
义，深植家国情怀。《三湾改编》也是
这样一部融合了宏大激烈战争场面，
呈现革命军队在艰难困境下如何突
破重重包围，最后脱离险境，走向胜
利的影片。为了再现“三湾改编”这
一段意义不凡的历史，剧组经过两个
多月的昼夜施工，按 1︰1 比例建成

“三湾改编”的主场景“三湾村”——
道路泥泞、村屋错落，既有江西村落
的风情，又有战争年代的沧桑，为影
片塑造了极具历史感的场景。

为了让影片更具战争质感，擅长
拍摄战争场景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不
仅拍摄了两军对垒、战士冲锋等颇具
视觉冲击力的战争场景，更精心设计
了战马奔腾等宏大又富有诗意的战
争场面，令人眼前一亮。同时，为了
营造宏大的战争场面，在地方政府的
协助下，剧组在短时间内调动众多群
众演员，在拍摄战争戏期间，每天群
众演员数量达两三百人，整个拍摄过
程使用群演六千多人次。

在制作上，《三湾改编》汇集了八
一电影制片厂最精锐的幕后阵容。
杨虎是一级导演，参与制作过60多部
影视作品，多次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提
名，以及各大国际电影奖项的认可；
除此之外，中央军委党史军史工作领
导小组资深专家、国家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马克思
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肖裕声担任

《三湾改编》的总编剧，让影片拥有严
谨的历史观；编剧王玮的作品也曾获
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多个重
量级影视奖项的肯定，实力不俗。

影片还大胆起用众多青年演
员。在片中饰演毛泽东的青年演员
侯京健，曾主演过《秋收起义》《伟大
的转折》《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多
次扮演过领袖毛泽东。如今，侯京健
已经成为广大观众认可的青年毛主
席扮演者之一，在时下最为热门的献
礼剧《觉醒年代》中，他将革命初期的
毛泽东演绎得细腻生动、充满激情，
深受广大青少年观众的喜爱。而《三
湾改编》中，他的青年毛泽东形象也
是别具一格，不仅深谋远虑，一展军
事才华，更要走上战场，拿起手枪战
斗，相比观众印象中文人形象的毛主
席，更凸显他在战场上的领导力与伟
人风采。

“生动党史”获得专
家好评、观众喜爱

电影《三湾改编》不仅以宏大的
战争场面、生动的人物刻画予以观众
视觉享受，也以严谨的历史观还原了
我 军 历 史 上 的 重 要 事 件“ 三 湾 改
编”。首映式观影结束，现场掌声经
久不息。观众纷纷表示，用这种方式
献礼，非常有意义。“深刻体会到现在
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南昌
市实验中学学生张荐之观影后表示。

“影片完整呈现一支经历了如此
大挫折的队伍如何溃而不散被重新
打造崛起，这对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
同样有启示意义。”南昌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沈鲁认为，影片将历史
话题转变为时代话题，既具有电影
感，又具有时代感。

同样，电影《三湾改编》也受到业
内学者、电影专家的好评。

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
副主任范咏戈认为：“影片生动还原
历史，展现出鲜明的探索精神，兼具
文献片和文艺片两种美学价值，拉近
了观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感距离，
使人思想上受到震撼和感染。”北京
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
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王一川表示：“电影《三湾改编》用影
像手段再现党史与军史交融上的一
次重要事件，故事主线清晰、叙事完
整、表达顺畅。毛泽东、何长工、卢德
铭等人物形象鲜明、立得住，符合当
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真实。”《解放军
报》文化编辑室主任刘笑伟则认为，

“《三湾改编》是一部反映重要时间节
点的重要作品，影片用富于温度、质
感的艺术手法讲述了大家所熟悉的

‘三湾改编’历史”。
“‘三湾改编’中的党铸军魂是把

党的理想信念铸入军队，给军队赋予
政治力量，更好地发挥党的力量。”专
家认为，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历史节点，《三湾改编》的上映恰
逢其时，为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奉献
了一部生动的党史学习教材，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最令人动容的是，电影让真正经
历过战争的老兵们感同身受。在北
京全国首映式，一名93岁的老兵在观
看完影片之后，激动地说：“我是 1947
年入伍的一名老兵，通过观看电影，
重温革命岁月，更坚定了听党话、跟
党走的决心。”说完，他颤颤巍巍地向
现场的电影主创团队敬了一个军礼：

“感谢电影导演、感谢剧组，为我们献
上节日的厚礼。”

7 月 19 日江西首映式上，从秋
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红一连”的
全体官兵以视频的形式亮相，祝贺
影片上映。“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同
志亲自在该连发展 6名新党员，建立
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这在影片
中也有特别提到。“能够时刻保持战
斗队形”的二团一连，经过火种延续，
现已隶属于陆军第 83 集团军“红一
连”。“红一连”官兵提前观看了点映，
他们感慨道：“影片再现历史，为我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我们也将铭
记先辈精神，不辱使命，坚决听党指
挥，以随时能战的姿态，答好属于我
们这一代‘红一连’人的历史答卷。”

史诗格局铸就不朽军魂
□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有没有一部电影讲述
的历史就发生在你家乡，
让你看后热血沸腾？日
前，反映我军历史上重要
事件“三湾改编”的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影片《三湾改
编》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点
燃了观影者的爱党爱军热
情。而这个历史事件，正
是发生在我省吉安市永新
县三湾村。

影片中，连天炮火之
下的青年毛泽东目光如
炬、内心坚定，一展其作为
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的
领袖风范；其他革命先辈
卢德铭、罗荣桓、何长工、
伍中豪、张子清、何挺颖、
张宗逊或气宇轩昂，或视
死如归，呈现出作为“武
将”英勇威武的一面；瞿秋
白、陈进、袁文才、宋任穷、
钟老爹等人物也一一亮
相，组成一组热血的革命
者群像，再现了90多年前
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峥嵘
历史。

为什么要拍《三湾改
编》？“三湾改编”的意义是
什么？影片《三湾改编》有
什么看点和亮点？本报记
者先后赶赴北京全国首映
式及江西首映式，第一时
间观影并倾听主创及观众
的心声。

（图片为《三湾改编》剧照，由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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