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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安宁

革命的号角在春天吹响
□ 本报记者马逢萃通讯员王丹瑶

1927年，毛泽东 34岁，周恩来
29岁，叶挺 31岁，粟裕 20岁……后
来战功彪炳的一代豪杰，那时也是
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

《建军大业》虽然是主旋律影
片，却打破事件碎片化组合模式，将
笔墨集中在核心事件本身：以起义
导火索“四一二惨案”作为开端，讲
述南昌起义从筹备到爆发的全过程
以及后续的三河坝激战，最终以井

冈山会师的胜利欢悦作结。
这种叙事上的简化，带来一

气呵成的快感。
得益于故事主线的清晰，该

片虽有 108位演员加盟，并没有
陷入角色走马观花、堆砌明星的
境地。影片始终围绕青年领袖们
不断失败与抗争的过程展开，出场
角色虽多，但主次分明，片中洋溢
的青春感与建军的历史本身也高
度契合。正如导演刘伟强所说：青
春是演不出来的。

影片给予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
以全新面貌，洋溢着青春的热血与
激情。

比如，片中叶挺与叶剑英相遇，
在船上开会，边聊天边烤肉吃。两个
老广一见面就忍不住用粤语聊了起
来，一边的湖南人贺老总一脸迷惑：

“你俩说的啥？”两小伙子嘿嘿一乐：
“老乡见老乡嘛。”

一瞬间，青史上燦然生辉的姓
名，化作潇洒自若的飞扬少年。

战争戏约占全片 40%，仅南昌
一役的拍摄镜头数，就达到3000多
个，群演数量达到25000人次。

在战争场面上，呈现也有不同：
起义军持枪冲锋，先给一个正俯拍小
全景，两排人线两侧，炮弹如同两条
线一般，接连在他们身边爆炸……以
大全景呈现宏大场面，与泛滥的近景
快切相比，令人耳目一新。

在战争叙述上，为更好展现战
争场面，南昌起义被导演细化为具
体的几个阶段：无论是秘密筹划、战
术布局、起义军在深夜的伺机而动，
还是起义爆发之际的烽火连城，这
场集攻城和守城于一体的战争大
戏，给观众带来丰富信息。三河坝战
役更是拥有普通摄影机、运动相机、

航拍、摇臂等11个拍摄角
度，气氛紧张，场面火爆。

这部作品改变了观
众对主旋律电影的刻板
印象——主旋律电影也
可以有很强的观赏性、可
看性。

据《看电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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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当我们提起这个时
间点，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熟知的
人会这样说：“这一年，风云变
幻，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
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
大事件。”

20世纪 20年代，是我的祖父
辈生活的年代。已故当代作家木
心出生于 1927年。同年，一代国学
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的
昆明湖中……中日关系也是于这
一年开始经历从紧张到全面恶化
的转变：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启动

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调查，为侵
华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1927年，中国革命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
害的中共党员有 2.6万多人，党员
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正是在这风云突变、波涛涌动
的丁卯年春天，安宁一座小小的寺
庙中，一场好戏正要上演。1927年3
月 12日，“曾参加省农运讲习班的

学员杨树金、李炳垣等人利用
唱会戏的机会，在安宁县城东
郊小桃花村法华寺召开安宁县
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
表30余人，群众300余人。”

如今，这段有如惊雷呼唤
春雨般的安宁红色历史，在距
昆明27公里的法华寺“安宁市革
命遗址”石碑上依旧有着清晰表
述。随着中共安宁地下党成立、农
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安宁人民举
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吹响了争取
自由解放的号角。

1924年 1月至 1927年 7月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
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
北洋军阀的战争，也称“国民革命”
或“大革命”。

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
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
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共产党始终代
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
为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的利益。最终，蒋介石选择
充当新军阀、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
列强的代理人，蒋汪集团先后对曾
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春
夏，烽烟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
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标志着大革命失败。
1927年 7月 12日，中共中央

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 3件大
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
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
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
粤、赣 4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
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
方针和政策。

8月 1日凌晨 2时，在周恩来、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
下，2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
毛巾的起义将士，在南昌打响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
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
权的开端。

此后的数次大小规模起义再
次证明，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

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
不通的，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
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
民党统治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
村地区，这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
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7年 10月 27日，毛泽东率
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
开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
程。随后，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
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
边，参加湘南起义后，也向井冈山
转移，共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当中国革命艰难走过低潮，井
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
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
的成功实践，在革命者心中再次燃
起新的希望……

位于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街道
青年路社区节孝巷 39号的中共云
南地下党建党旧址，是中国共产党
在云南最早的地方组织——中国
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所在地。

1926年 11月 7日，由中共广
东区委派回云南的滇籍共产党员
李鑫主持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
根据上级组织决定，正式建立中
共云南特别支部，由吴澄任特别
支部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
黄丽生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
由此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

南革命斗争新篇章。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建立后，

李鑫、黄丽生常到安宁工作，于
1927年春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
安宁支部。同年底，中共云南特别
委员会派中共党员黄洛峰、李裴
如到易门县高等小学以教书为掩
护，开展党的工作，并于 1928年春
建立中共安（宁）禄（丰）易（门）特
别区委，黄洛峰任书记，李裴如任
副书记。

根据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
1927年7月6日在汉口向党中央的

《情形报告》，仅一个月时间，云南
省地下党员人数得以增长：“四月
发展情形：人数至 300人；成分是
学生 30%，自由职业者 42%，工人
16%，农民 10%，政界 2%。地域由
昆明市内至昆明乡下（约 20 个支
部）和蒙自（一支）、河口（一支）、安
宁（一支）、石龙坝 (一支，全系工
人），中学此时约178人。”

中共安宁支部和中共安（宁）
禄（丰）易（门）特别区委成立后，安
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
入崭新的时代。

1927年 2月，中共云南特别支
部再次由李鑫主持，在昆明长春
坊省教育会举办为期两周的农民
运动讲习班。当时来参加学习的
大约 20余人，有到省城求学的农
民青年，也有来自乡村小学的年
轻教师。

从安宁赶来参加的是两位进
步民众，一位是通仙桥村的杨树
金，另一位是小桥街的李炳垣——
这两人的黑白照片就陈列在位于
八街街道大龙洞村的安宁革命历
史教育展览馆中。

讲习班由李鑫主讲工人运动
和农民运动之关系，吴澄主讲妇女
运动必须深入农村的重要性，周霄
主讲农民问题及广东海陆丰农民
运动实况，黄丽生主讲农协组织章
程和农民自卫军的编制及任务。讲
习班结业后，学员分到昆明附近的
安宁、昆阳、晋宁、澄江、富民、宜良
等县开展农运。杨树金、李炳垣二
人回到安宁，也深入发动群众，筹

建县农民协会。
1927年3月12日，安宁法华寺

唱会戏，杨树金等人利用这一机会
召开安宁县农民代表会议，到会代
表30多人，群众300多人。会场上贴
满“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
语。会议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反
对西山华亭寺和尚侵占民田”的口
号，并选举成立了安宁县农民协会。

省农委委员黄丽生到会指导
并讲话，向与会者传达省农委规定
的各地农运工作 5项任务：严防土
豪劣绅和地主潜入农民组织；团结
自耕农，争取士绅和乡村教师的同
情支持；依靠贫雇农，并积极培养
为坚强骨干；县农协成立后，必须
深入农村，建立坚强巩固的基础；
积极领导关系多数农民利益的斗
争，发挥和培养农民群众的斗争精
神，使他们获得锻炼。

6 月中旬，安宁县第二次农
民代表会议随之而来，来参会的
人数相比第一次几乎翻倍。除县

农协委员、农民代表外，还有旅省
同乡会同学会成员、小学教员、政
绅和城郊农民共 600 多人。代表
们在永安大桥扎了牌坊，在安宁
街上张贴标语。主持会议的正是
去省城参加过讲习班的青年之一
李炳垣。

大会由于有省学联派回的安
宁旅省同学会李星南等 3位同学
参加，进步农民们更加理直气壮地
登台历数官员的不法行为：在省城
讲习班中接受思想启蒙的杨树金
发言，直斥国民党安宁县县长颜英
贤利用职权砍伐通仙桥后山树木，
侵占高枧槽土地建盖公馆侵害农
民利益。颜英贤被迫当场认错，并
表示愿意赔偿。

“农民的事要农民自己办”，这
是安宁第二次农代会上代表们发
出的振聋发聩的呼喊！也正是 20
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依靠
的农民运动，开始改变了这座远在
边疆的小小县城。

◎本版稿件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昆明市革命遗址通览》（云南出版集
团）、《中共安宁地方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安宁·红色记忆》（《安宁·红色记忆》编辑委员会）、《东亚同文
书院对华经济调查资料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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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遍电影
《建军大业》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领导 中共安宁支部于1927年建立

农村包围城市 革命者心中燃起新希望

乡土青年引领 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安宁县农民代表第一次会议旧址法华

寺全景
通讯员李成林摄

位于八街街道大龙洞村的安宁市革命历史
教育展览馆

通讯员摄

在革命历史纪念碑
前缅怀先烈 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