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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惊世殊 热血写春秋
——观电影《1921》有感

郭永生

山水人生
罗广才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电影《1921》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上映，
电影以青春叙事的视角呈现了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
拥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志士为国
家挥洒热血的那段峥嵘岁月。

这些心怀天下的青年志士，
他们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有着
不一样的成长背景和生活习惯，
却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聚在一
起，那就是要争取独立，改变中
华民族的命运。影片中有一处
讲到“无辣不革命”的毛泽东初
到上海李达家中做客，王会悟准
备了一桌清淡寡味的江浙菜肴
让毛泽东无从下筷，却与李达开
怀大笑，举盏痛饮，只为了他们
共同去点燃熊熊烈火的希望，正
如片中李达所说：“只要目标一
致，总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共

同前进的道路。”
1921年的中国风雨飘摇，为

了躲避各方势力的阻挠和干扰，
中共一大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
南湖游船上召开，当党员们一齐
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屏幕
前身处2021年的我们同样心潮
澎湃，热血沸腾。我们被李达到
印刷社非要将“百姓”改为“人
民”的执着感动，为文弱秀才何
书衡面对枪口也坚持出面制止
烧书的勇敢喝彩，为李大钊说出
“彻底改变中国的日子就要来
了，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时坚
毅的眼神所震撼……

百年后的中国，不负重托，
山河无恙，国富兵强。

激荡风云、百年正青春，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是突破所有关隘
的利剑，锋利不减、熠熠生辉。

还给世人历史的真实存在，展示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与奋
斗，以激发国人奋斗第二个百年目标
的更高热情，这应该是《1921》拍摄者
们的初衷：频率快、步幅大、花开数
朵、各表一枝，全视角，多幅面地展示
不同地域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增强
对比的效果，这大概是《1921》对电影
传统表现方式的突破。

作为一名在42年前接受过系统
的党史教育的政治教育系学生、有
38年教龄的思想品德教师、有 28年
党龄的共产党员，《1921》更新了我
大学时代许多的记忆，让我在重新认
识历史上党的一大代表的同时，从中
感悟了很多。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件。从电影中陈独秀和李
大钊的对话里，我们听到了他们的誓
言“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将将开
始。”，听到了他们的理想“我们需要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去推动它，
实现它。”听到了他们的计划“你在
南，我在北，开天辟地。”听到了他们
的骄傲“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是
无比珍贵的第一次，是激荡人心的第
一次”。听到了他们的信心“开天辟
地，从无到有。彻底改变中国的日子
就要来了。”自从中国共产党这个全
国性的组织诞生后，中国革命的面貌
焕然一新。

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的本来
面目。刘仁静，在我们以前学的党史
中，交待过他后来成了托派，被开除
出党，后来加入反对革命的阵营，所
以，对他的印象除了是一个叛徒外，
其他基本没有记忆。通过影片了解
到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

个，也是李大钊点将的作为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
第一个代表。影片中有一段他和邓恩
铭、王烬美在哈哈镜前嬉戏的场景，不
禁让我们想到他们19 岁、20岁、23岁
的年龄，在我们的时代不过是一个懵
懂的少年，最多算是一个刚刚步入社
会或者职场的青年白领，而他们却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刘仁静曾经
是一个热血青年，更是一个有思想、有
信仰、有独立见解并能坚持自己主张
的共产主义者，他与代表们就中国共
产党员应该如何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
用进行讨论，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论，这
是他生命中一段不可被忽略的真实记
忆。李达，能够作为影片中的绝对主
角，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学过
的党史中介绍李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开始后脱党，后来重新入党也已经
是建国之后了。影片真实地再现了李
达在那段不平凡岁月里的工作与贡
献：通过自己的翻译获得编辑、印制宣
传共产主义理论刊物的经费；利用外
语学校的伪装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
想；在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流中坚定地
阐明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共产国际的
支部，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组织；
和夫人王会悟一起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大会提供场地；与其他代表共同起草
《中国共产党纲领》，当选中国共产党
一大宣传主任……影片客观真实地、
实事求是地展示，让更多的国人在了
解中国共产党始创期的艰辛与曲折的
同时，记住了这些虽然后来有过复杂
的人生经历，但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
期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影片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革
命意志的根源。影片中有一个片

段，是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问最
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作为一个秀
才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选择革命
道路。何叔衡通过他的一个幸运
的朋友一路顺风考到贡士，在参
加殿试参见慈禧太后却只能跪拜
不准抬头的经历告诉大家：要让
读书人抬起头来作人，让所有的
人挺起腰杆，站直了作人，这就是
他参加革命的目的。另外一个片
段是毛泽东的奔跑。当时毛泽东
在赶回借住学校的路上，不由自
主地被卷入了在上海租界的法国
人庆祝法国国庆的队伍，欢快的
氛围感染了他，他兴高采烈地跟
随着庆祝队伍走到了庆祝活动的
公园，却被门口的守卫拒之门
外。望着燃放的烟花，毛泽东百
感交集：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
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中国人在
自己土地上却受到诸多的限制，
虽然影片中没有出现“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的标识牌，但这种屈辱
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望着挤在
公园栅栏外看热闹的国人，毛泽
东奋然开始了奔跑。奔跑当中穿
插着他被父亲追打，他对爸爸的
批评，代表着向旧世界挑战的力
量；这奔跑当中是毛泽东对积贫
积弱的旧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受到
的屈辱的强烈愤懑，展示强大抗
争与不屈的意志。或许如今的年
轻人看过这一片段，就能深刻理
解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今天成立了”时的强烈民族自
豪感，也会懂得毛泽东主席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开幕词中那句：“占人类总
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
来了”中蕴含的无比自信。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目标。影
片中通过几个细节将这个目标呈现
出来：李达急匆匆赶到公共租界的印
刷所，就是为了将“百姓”二字改成
“人民”，他的解释是“百姓是泛指，人
民才是主人”，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初就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邓恩铭在酷刑下的坚
定，李大钊闲庭信步走上绞刑架，杨
开慧泰然自若赴刑场，何叔衡含笑跃
入深崖……他们都坚信自己的牺牲
终将换来人民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
主人；南昌城头的枪声、秋收起义的
烽火、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都是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奋斗，为
人民当家作主扫清一切阻碍。影片
中出现的蒋介石和陈果夫在上海股
票交易所为了自己的私利参与投机
活动场景，与共产主义者奋斗牺牲对
比，更加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
了人民的大义。“人民就是江山，江山
就是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生
命兑现的承诺，也是九千五百万中国
共产党员永远坚持和捍卫的初心。
《1921》展现的是一幅20世纪初

期中国进步青年人的画卷，他们把对
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化作不息的求索
与坚定的奋斗，从而造就了一个伟大
的政党，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与使命。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使命，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人，要跟定中
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
想不断奋斗与创造中奉献青春，书写
中国历史上更加绚丽的诗篇。

2021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华诞。就在同一天，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1921》在全国上映，这是
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一开始，电影就把观众带到了一百年
前的那段岁月，即20世纪20年代初。当
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
段，到处都是军阀混战、列强称霸、内忧外
患、民不聊生，劳苦大众过着水深火热的
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当年我们
抵制日货，划着火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
烧日货的火柴都是日本制造的。偌大的
一个中国，我们却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影片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对
爱人王会悟说的这一段话，无不令人动
容。这正是那个时期中国的缩影，在那个
灾难深重的旧时代，中国的确是缺少火
种，确切地说，是缺少革命的火种。

幸好，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一群
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28岁的热血
青年汇集在一起。他们共同的革命目标
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能
引导行动的政党。这些人克服重重困
难，突破国内及国际上各种复杂势力的
监控和追踪，相继来到上海。他们先在
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后来被巡警发现后，又辗转到浙江嘉
兴继续开会。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各

位党员代表冒着大雨进行会议的各项议
程，也许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老天，
一直下雨的天气竟然一下子变晴了。随
着天空的放晴，代表们的心情也兴奋不
已，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唱起《国际歌》，宣
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
革命的火种开始在中国已经点燃。在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
着全国人民浴血奋战28年，推翻了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
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而使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在这28年间，李大钊、杨开慧、李汉俊、邓
恩铭、陈潭秋、何叔衡等一大批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换来
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永远值得
人们缅怀和纪念。
《1921》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片中，正当李达夫妇站
在自家阳台上的时候，突然看到邻居家
对门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正在对着他
们微笑，李达夫妇也同样用微笑回报了
她。此后，这个小女孩又出现在曙光里，
以及新中国的国庆庆典中，她的出场，隐
喻着中国共产党的新生、希望和未来，更
意味着中国革命的火种会一直延续下
去，传承下去，生生不息，直到永远。

一晃，我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人生在“一晃”中充满了太多的回忆。回忆
是一餐盛宴，是饥饿的一种需要，也是对以往和我们所路过时代的一种心得和
体会。从1987年跟随滑富强老师学习写作至今，34年来，我们是彼此的证人，
不可复制地在既短暂又漫长的岁月里，滑老师见证了我的成长、挫折、不屈不挠
的努力和小小的收获；我也见证了滑富强老师在文学创作这条清贫之路上的跋
涉和为北辰乃至天津的文学生态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滑富强老师是典型的“腹有诗书，内心高贵”的一代作家。他少成大志，空
谷传音；弱冠之年便以诗文立名。大气刚正行事，睿智勤耕、心善趣浓立世。他
的耕耘来自骨子里的那份执着，同时将这份执着传染给许多人，一起在内心感
受文学美妙的思想、愉悦的体验和内心欢快的纯粹，也让许多人的文学梦想不
断地开花结果。

六十年来，滑富强老师的文学创作涉及的门类很多，有小说、散文、诗歌、剧
本等等，题材广泛，叙事生动，思想深邃，人物形象鲜活，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
力。他坎坷的人生历练形成了他独特的洞察力，善于精确把握生活，深刻地认
识时代，在社会大环境中营造文学世界，找寻到理性的平衡点。他在文学上释
放的能量，他笔下的生活，经过六十年的春风夏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
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留下了芬芳。
“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名胜，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景致”。我的好友、英年早逝

的优秀报人、原《渤海早报》副总编辑陈君曾在专版报道中，为滑老师“命名”为
“文学教练”。

记得在30年前,天津老群文工作者孙茂森老师经常称我为“小滑富强”，之
所以这么称呼，可能是我在追随滑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受滑老师笔下的文字、所
组织的社会文学活动、编辑的刊物、出版的书籍，培养文学新人的过程中，有了
一些闯劲和干劲的缘故。后来我在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帮助下创办了《天津诗
人》，且坚持了10多年，这也是我30多年追随滑老师左右而形成的闯劲和干劲
的最终发酵的结果。

2015年2月8日上午10：00，在滑富强老师、师娘阎士英女士金婚庆典的座
谈会上，我曾说：五十年，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个日子, 相濡以沫爱如歌。在半个
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们历尽坎坷和磨难，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同甘共
苦、风雨同舟。漫长的岁月在此刻隐秘了不为人知的艰辛、苦难和欢乐，同时也
省略了磕磕碰碰和苦辣酸甜。有一种幸福叫金婚，有一种美满叫儿孙满堂，有
一种祝福叫桃李满天下。今天，我的恩师和师娘拥有美满的爱情、梦想和远方
……恩师滑富强，半个世纪痴迷文学，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像我这样受到滑老
师深远影响，得到过他指导和帮助的学生多不胜数。滑富强老师对我们的指导
和帮助是具体的细腻的，有时是授业解惑，有时是雪中送炭，有时是铺路搭桥，
有时是指点迷津，有时是坚定维护，有时是默默祝福。这一切，我和受过滑老师
恩泽的朋友们都感同身受，没齿难忘……

文学，是塑造灵魂的金字塔，是历史的方言版本，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
滑富强老师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也正是这样执着地守望，用文字对繁琐、杂
多、混乱、臃肿的生活进行提纯。

滑富强老师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创作了《滑富强文选》（三卷）及长篇小说
《生命之旅》《游子恩仇录》等近350万字的作品，这些生动的文字，无论是在结构、
语言和意蕴上，都有着时代和心灵的风彩、深沉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是对人生
的解读、对命运的展示、也是对民族文化滋养的回报。滑老师今年78岁，从事文
学创作整整60年，这是生命的一个长度，文学的一个高度，是朴素的，也是豪华
的。静水深流,他就是海河岸边的一株垂杨柳，有高贵的躯干，更有柔软下垂的高
洁，“落花依度幰，垂柳拂行轮”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最生动的写照。

在滑富强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之际，我想说：滑老师是我人生中最
重要的恩师，是我文学生涯的领路人，没有您，我可能还在更平庸地向这个世界
茫然张望；您是文学光影中的海河骄子，六十年来，您以文字的元素在文学的江
河腾起不息的波纹，并以铿锵节奏带领一群人唱响一个甲子的文学梦想。退休
后，您把时间的发条紧了又紧，上百次租车，每次都跋涉千里，在山水间，在名山
大川中，完成了手捧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格局提升，让生命的短和光影中的长紧
紧相依，塑造了仁爱智慧的山水人生。所以，您的文学光影不老，枫叶正红！滑
富强老师文学创作的新征程，让我们可期可待。

革命火种 生生不息
电影《1921》影评

张立巍

峥嵘岁月
《1921》影评

王嘉琳

霜叶红于
二月花

闫金巧

作者姜渭湖先生，通过解读唐代杜牧
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
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
月花。”的感情倾向，以枫林为主景，绘出
了一幅色彩热烈、艳丽的山林秋色图。远
上秋山的石头小路，首先给观赏者者一个
远视。山路的顶端是白云缭绕的地方。
路是人走出来的，因此白云缭绕而不虚无
缥缈，寒山蕴含着生气。走在山间的小路
上，这么晚了，我还在山前停车，只是因为
眼前这满山如火如荼，胜于春花的枫叶，
令人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与远处的
白云和并不一定看得见的人家相比，枫林
更充满了生命的纯美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