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片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

解放献出热血的先烈们致敬！

我们，这部影片的所有创作者，

满怀一腔热血，再现先烈们那段惊

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让我们的

民族和后代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

伟绩。

创作背景和时代价值

这部影片是在 2019 年开始拍

摄的。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从无到有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传承红色基因，是我

们不能丢掉的根本。今天，我们

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岂能忘记

那些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献身

的烈士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

付出，才有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的日子。他们的这种坚守信仰、

勇于奉献牺牲的精神，即使在今

天这样的和平环境中，依然是我

们每个人不可忘却的。《生死坚

守》就是通过再现以罗屏汉、张瑾

瑜烈士夫妇为代表的留守红军的

故事，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复兴

的道路上，高举信仰的大旗，勇往

前行。

取材与故事

罗屏汉张瑾瑜夫妇是上世纪

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粤东北

五兴龙苏区的重要领导者、创建

者，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情况下，

他们夫妇服从组织安排，与留守

红军一起在粤赣地区继续坚持斗

争，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护中央

分局，开辟新的根据地、组织艰苦

卓绝的游击战，直至牺牲自己的

生命。夫妻二人牺牲时一个 28

岁，一个 23 岁。

二位烈士生命短暂，如何将

两位烈士的英勇故事在短短一百

分钟里得以展示，我在粤东和赣

南寻找着烈士的足迹。随着采访

的深入，以罗屏汉夫妇为代表的

一个群体，即“留守红军”逐渐在

我脑海里清晰起来。“留守红军”

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在与党

中央失去联系、没有任何外援的

情况下，面对敌人几十倍于我的

兵力，面对缺吃少穿、武器弹药匮

乏的境遇，他们怀揣着信念，坚守

着初心，抱着赴死的准备，与敌人

展开殊死的斗争。我们的影片正

是讲述了他们这段鲜为人知的

故事。

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已广为

传播，但是留守红军的事迹却长

期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几乎

是一个空白。而在留守粤赣的日

子里也正是罗屏汉张瑾瑜夫妇人

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但越是在

艰苦境遇中，方更显英雄本色，凸

显出烈士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展

现 烈 士 们 生 命 里 最 为 华 彩 的

一章。

影片气质

一部社会发展史，无不是以一

部分人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换来

的，这种牺牲包含着勇气与担当，

包含着忠义与赤诚，包含着信念

与尊严，这就是血性。无数中华

儿女的血性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血

脉得以生生不息。

血性是人性的脊梁，罗屏汉、

张瑾瑜与无数留守红军战士，在

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用自己的生

命，顽强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在追

求自由解放的道路上，那惊天地

泣鬼神的血性。我在当年一些旧

址采访时，一位当地的干部指着

墙上照片告诉我：“你知道吗？这

些人都是烈士！当年，每一位留

守红军都是做了赴死的准备的。”

一句话让我周身热血贲张。以罗

屏汉、张瑾瑜烈士为代表的留守

红军的形象像一群雕像，在我脑

子里清晰地耸立起来。我们影片

中每一个红军战士，无论是主人

公罗屏汉、张瑾瑜，还是牺牲的大

成、阿满、广夏、阿青，还有那些不

知名的红军战士，他们为了让更

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毫不犹豫地

牺牲自己。他们的血性中，是那

钢打铁铸的理想。他们用生命完

成了对信念的坚守，绽放出中华

民族血性的光芒，那是我们民族

生存的生命之光。

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血性，就是

我们影片的气质。

艺术追求

各种艺术各有不同的艺术手

段，绘画的语言是色彩与线条；音乐

的语言是音符的组合。电影作为一

种综合艺术，它的语言是丰富的。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

单词，我们每个部门都拿出最好的

单词，把它组成最美好的句子，谱写

出一篇荡气回肠的诗篇，使观众从

我们的影片中体味到中华民族在生

存和崛起的过程中的悲壮，这也是

我们此片的美学追求。

1、创作手法：运用虚实结合的

创作手法，以写实为主，写实与写意

融会贯通。要求场景、服化道、及演

员表演要真实。真实是最基本的标

准，在真实的基础上去塑造有个性

的人物，去营造有特点的环境，去展

示我们要叙述的故事。

2、对画面的要求：选择宽银幕

来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使画面凸

显恢宏。构图不拘传统，有时可严

谨，有时可开放。有时静、有时动。

动要流畅，静如雕塑。尽可能给观

众提供更多的信息。

3、对光和色彩的要求：光和色

彩的处理要强调个性，不满足只作

为氛围出现，而要求作为主体展

示。整个色彩要凝重，用较强的对

比来加强本片画面的力度，突出人

物的浓郁与雕塑感。

4、对美术的要求：尽可能用实

景，使之有年代特点、地域色彩、运

动造型、情绪气氛等大信息量的视

觉形象。

5、对音乐的要求：悲壮时荡气

回肠，细腻时沁入心扉，用客家山歌

元素，融入时代特点。

6、节奏的要求：全剧节奏是深

沉流畅。深沉者，有分量。流畅者，

不拖沓。平静中含激荡，悲怆中显

激昂。

7、对表演的要求：真实加激情。

由于拍摄时天气不够适宜，给

我们的拍摄带来许多困难，但我们

都会想到：当年留守红军的坚守那

是一种怎样的悲壮？！有前辈们的

榜样，我想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困难！在这样的动力和工作状态

下，我们以饱满的激情，努力向人们

讲述好一段生死坚守的可歌可泣的

英雄故事。

如今，在政府和出品方的倾力

支持下，《生死坚守》终于要和广大

观众见面了，“看电影、学党史”，让

我们穿越时空，在光影的震撼、动情

的故事中，再次去重温共产党人那

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去感受英

烈们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以激励

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

民族之伟大复兴开拓进取、贡献

力量。

4 月 16 日，2020 年国防军事电影节

推介影片《生死坚守》在广东隆重举办

了全国首映礼。影片总制片人兼导演

姚兰儿率罗屏汉扮演者郑奇、杨幼敏扮

演者涂传岚、电影作曲陈的明惊喜亮

相，现场与观众分享影片背后的故事。

中央军委党史军史工作领导小组专家、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

少将肖裕声；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

长刘建中；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局原副局

长张家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

员，中央重大和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

领导小组成员，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原秘书长张琦；广

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卢忠光；国

家机械工业部原司长、烈士家属代表张

粤飞；中国电影基金会代表王军；珠江

电影集团副总经理黄昌宁；梅州市委副

书记王庆利，梅州市委常委、兴宁市委

书记余其豹等以及新闻媒体记者也纷

纷莅临现场参加了首映活动。

首映式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主办，中

共兴宁市委、兴宁市人民政府 、中共梅

州市委宣传部承办，珠江电影集团、北

京银梦影视艺术有限公司、梅州春光明

文化创意策划有限公司、广东明珠教育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首映礼赢得阵阵掌声，

主创与观众热烈互动

首映礼开场，导演姚兰儿率先向观

众介绍了影片的摄制情况：“《生死坚守》

是一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艺术性的

电影，希望这部影片不仅能带给观众视

听的震撼，还能带来深深的反思，让大家

铭记历史，尊重历史，学会什么是真正的

坚守。”

此外，男主角郑奇（罗屏汉扮演者）

也上台与观众进行了热情的互动交流。

从事音乐创作 20余年的作曲陈的明

谈了他对电影主题曲《杜鹃花正红》的创

作体会：这是一首具有客家风味的民歌，

凄婉悲壮的旋律会将人们带入到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随着音乐的流淌不仅诉

说了红军的英勇与悲壮、留守红军顽强

的革命意志，也让观众深深体会到了生

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同胞渴望革命胜利的

强烈心声。

来自兴宁的观众们纷纷表示：“兴宁

是中央苏区县，红色资源丰富，《生死坚

守》的上映，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食

粮。”

观众黄建标更是纵情赋诗：“客家苏

区好夫妻/抛家弃子举红旗/慷慨赴死担

大任/血洒粤赣写传奇”。他还真情地表

达了自己的观影感受：“电影《生死坚守》

的问世，给我们留下党在百年奋斗路上，

不可轻描淡写的一段缩影，激励后人不

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牢记为民族求

复兴的使命，向着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踏浪前行。这对于当前深入学习党

史的广大党员干部，无疑是一场深刻而

生动的教育课。对于青少年一代，则可

从中得知中国革命的艰难与伟大，从而

树立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在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继往开来。

全片气势宏大、视觉震撼、制作精良，故

事情节感人，人物形象鲜明，富有地方特

色的客家音乐和人文风情，更是令人耳

目一新。但愿这部传扬红色基因的好影

片，能给更多的人以思想的启迪和艺术

的感染。”

影片艺术品质上乘，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除了电影主创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

外，此次到场的肖裕声、刘建中、王庆利也

纷纷上台致辞。刘建中真情表示：“这是

一部很好的作品，特别刻画了两位主人

公，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我们伟

大的革命事业，他们当时作为留守红军，

坚守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这部片子

非常生动，人物塑造个性鲜活。影片非常

有质感，对于我们今天重温历史有着特别

大的现实意义”。肖裕声也真情地发言：

“这部影片向我们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

故事，也传承了一个时代精神，留下来的

红军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了三年的游

击战争，我们的红军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

围，在党的旗帜下，坚持斗争，坚守党的信

念，是一部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影片”。

梅州市委副书记王庆利在致辞中

说：“《生死坚守》是我市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利用的又一重大成果，影片是以梅州

革命英烈罗屏汉、张瑾瑜夫妇为主要人

物，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罗塘谈判’为

开篇，以‘留守红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

事件为背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当年留

守红军在粤赣边区艰苦卓绝坚持斗争的

壮丽画卷。留守红军殊死斗争，笑傲刀

丛、血洒南岭，以影像化的叙事填补了红

军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让中国共

产党人初心的星火穿越时空，生动形象

地诠释了革命英烈坚守信念，向死而生、

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新

时代的征途上奋力长征！电影获得了国

家国防军事题材‘优秀影片奖’，并入选

全国全民国防教育重点推荐影片，是一

部让人听得见历史回响、看得见红色初

心的精品佳作。”

《生死坚守》开篇就以一场惨烈的战

斗开场。赣南地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面临战略撤

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审时度势，巧妙

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委派

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

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江西会昌

县筠门岭的罗塘镇进行秘密谈判，史称

“罗塘谈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

而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留守红军却

将面临被包围和夹击的险境，如何突围

成为了重中之重。影片撷取小人物的故

事去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革命先烈们

为国家民族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感人事

迹和英勇献身精神。

据悉，电影《生死坚守》由珠江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北京银梦影视艺术

有限公司、梅州春光明文化创意策划有

限公司、广东明珠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影片自 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兴

宁启动点映活动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反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首映礼之后，影片于 4 月 23 日在全

国院线上映。

再现留守红军感人故事
《生死坚守》广东隆重首映

▶ 姚兰儿（曾用笔名姚远、姚言）艺术简历

导演、编剧、制片人

▶ 主要作品：

儿童系列剧《娃娃天地》1-20集、任导演（山西电视台出品）获国家儿童影片铜牌奖

电视剧《普通牺牲者》任导演（山西电视台出品）

电视剧《她从雾中来》任导演（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

电视剧《四妹子》任联合导演、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出品）

电视剧《有一个税务官》任导演、编剧、制片人（中央戏剧学院出品）

电视剧《飞镖奇情》任导演（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

电视剧《在法律面前》任导演、编剧之一（中央电视台出品）

大型文献纪录片《走进小康》任联合总编导、总制片人（求是杂志社出品）

31集国家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忠贞》（开国元勋的夫人们）任总制片人（全国妇联、中央党史办、山西电影制片厂、

山西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出品）

春节晚会《灿烂今宵》任总导演（水电部出品）

（以上电视剧全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电影《开采太阳》任编剧、导演（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

电影《月光恋》任导演、制片人（北京红孩子文化传播出品）

电影《十三根金条》任编剧、导演、制片人（淄博庄园文化出品）

影片《生死坚守》编剧、导演、总制片人（由中国电影基金会、珠江电影制片集团、梅州春光明文化创意策划有限公司

等出品）

著作：《忠贞》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再版

《生死坚守》：一部向英雄致敬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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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委副书记王庆利 肖裕声 刘建中 中共兴宁市委书记余其豹与肖裕声交谈 《生死坚守》导演姚兰儿

◎导演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