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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首个宪法日，电影
《黄克功案件》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了首映式。这是一部基于
1937年陕甘宁边区一桩真实司
法案件改编的电影，编剧王兴
东于 2005 年发现该案件题材
后查阅历史卷宗，遍访案件故
地和有关档案馆、博物馆，完成
剧本后又耗时 9 年数易其稿，
仍迟迟未投入拍摄，在党中央
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
治国后，剧本才审核通过。

本文为第九、十、十一、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编剧
王兴东对电影创作的回顾，
并以此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195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
周年。这年 4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
版了一本由当代著名诗人萧三主编
的 《革命烈士诗抄》（第三编），收
录了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各个历
史时期牺牲的 40 多名革命烈士在生
死关头写作的诗歌誓词 122 首。这些
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的诗篇，给人
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动，使人对革命
烈士生出无限的敬仰和思念。

蔡元培结盟保民权
沈治鹏

王寿彭对季羡林的激励
崔鹤同

赵朴初不“做主”
周二中

鲁迅作品的自我评价
杨建民

1930年以后，国民党逐步掌控全
国，其法西斯统治面目也渐渐暴露：
多次“围剿”共产党，对进步思想进
行文化扼杀，在国民党内部大搞法西
斯专政。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坚
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快速沦
陷，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和反抗。
蒋介石还大力培养特务组织镇压民主
运动。一时间，整个社会处于惶恐之
中，民众安全毫无保障。

民族的危机，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
蔡元培厌恶蒋介石的滥杀政策，对“诛锄
异己”尤为反感。他着眼民族根本利益，
不惧党派限制，于1932年12月同宋庆
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该同盟是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
的民间组织，宋庆龄担任临时委员会主
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
事，林语堂为宣传主任。

同盟成立后最具影响的实绩，在
于营救“政治犯”方面。半年之间，经同

盟营救的人士有：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
人员牛兰夫妇，北京各校教授如许德珩
等人，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红军将领陈
赓及其助手，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罗
登贤及其秘书，作家丁玲、潘梓年等，他
们大多数因同盟的帮助而幸免于难。

对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做法，蒋
介石大光其火，千方百计阻挠同盟活动，
派特务威胁、投信恐吓及扬言暗杀同盟
负责人。国民党特务真的出手杀害了杨
杏佛。蔡元培不惧危险，赶到医院和同
盟办公室处理、安排杨杏佛后事，极力
追查凶手。特务随后叫嚣，在杨杏佛吊
殓时，要暗杀蔡元培、鲁迅等人。这些志
士没有退缩，仍去参加吊殓。追悼会上，
蔡元培极度愤慨道：“蔡元培老矣，焉知
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
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蔡元培：“从排
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
主自由。”

季羡林本来是一个生性懦弱、自暴
自弃、浑浑噩噩、不求上进的孩子，认为
自己上不了台面，一辈子能混个小职员
也就心满意足了。

1926年秋，15岁的季羡林考入山
东大学附设高中一年级。当时的山东大
学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王寿彭
1903年连捷进士第一名中状元，是有名
的书法家。在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考试
完毕以后，王寿彭决定要表彰学生。高
中表彰的标准是每班的甲等第一名，平
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者，可以受到表
彰。表彰的办法是得到王寿彭亲书的一
个扇面和一副对联。

高中一年级共有6个班，应当有6
个甲等第一名；但其他5个班第一名的
平均分数都没有达到95分；只有季羡
林平均分数是97分，超过了标准。因
此，季羡林就成了全校唯一获得王寿彭
墨宝的人，这算是极高的荣誉。扇面的
全文是：

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
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
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销除。
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剪蔬。
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 羡林老弟

正王寿彭
那副对联写的是：
羡林老弟雅詧
才华舒展临风锦
意气昂藏出岫云

王寿彭
这幅扇面和对联季羡林视若珍宝，经过了

漫长的7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世局动荡，始
终伴随在他身边。这两份墨宝对季羡林影响巨
大，使他的思想和心灵发生了一次质变——从
自卑到自信，从不认真读书到发愤图强。

当时已年过天命的王寿彭万万没有
想到，一个被他称为“老弟”的16岁的孩
子，竟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了其一
生，使其从顽劣少年成长为一个著作等
身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大师。

赵朴初先生是佛教界领袖，需要
他定夺的事很多，然而在有一件事上，
他却不“做主”，随了大流。

我们现在都知道无锡有座灵山大
佛，远近闻名。当年，为建造这座大佛
像，费尽周折，每遇关键的时候，赵朴
初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

唐朝贞观年间，帮助李世民父子
打下江山的右将军杭恽解甲归田，并
捐出故乡马山的一处产业建了一个寺
庙。当时的玄奘法师与杭恽关系很好，
杭恽就邀请玄奘访问马山。玄奘见寺
后山峦酷似印度佛祖的灵鹫峰，就给
这座山取名“小灵山”，这个寺庙也就
叫“小灵山寺”。直到宋代大中祥符年
间，理学成为潮流，佛教的禅宗亦发达
起来，“小灵山寺”这才与时俱进，更名
为“祥符禅寺”，香火旺盛。

岁迁时移，再后来，“祥符禅寺”渐
渐荒废了。无锡开发伸入太湖腹地15
公里的小岛时，决定恢复缘起唐僧玄
奘的祥符寺，并造一座世所罕见的大
佛。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
要得到政教两界的支持才能实现。

1994年4月的一天，赵朴初来到这
里，看到这里的山光水色，即兴赋《忆江
南》一首：

龙头渚，景色胜天堂。七十二峰争
供奉，小灵山里建禅场，大佛法中王。

这阕词表达了赵朴初对当地工作
的支持。他赞叹起太湖的山水：“北方很
难寻到这样的好处所，复庙造佛，搞好
了，实在是无量功德。”

接下来经过一番反复，大佛终于建
成。在建造之前，大佛的名字有好几个：
无锡大佛、江南大佛、太湖大佛、东南大
佛……到底用什么名字，大家想还是请
赵朴初定夺。赵朴初得知后沉吟片刻，
说：“佛菩萨是信众立起来，多数老百姓
怎么称呼就叫什么名字，无须我个人定
夺。”当他听说多数人都叫灵山大佛时，
他开心地说这个名字好。于是郑重地写
下“灵山大佛”4个字，大佛从此有了自
己的名字。

后来，为了纪念赵朴初，无锡在灵
山大佛脚下西侧建了“无尽意斋”，即一
个小型的赵朴初纪念馆，以表达对这位
宗教领袖的缅怀。

鲁迅作品累累，可直接评述自己
的文字却寥寥。《〈自选集〉自序》里，鲁
迅说到自己的写作目的：“……又为什
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
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
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
声助助威罢……自然，在这中间，也不
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
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
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

鲁迅说自己写完《呐喊》《野草》之
后，“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
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
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
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
得不少”。措辞十分收敛，是“虽然”，用

“似乎”，最后一句还是批评。
较完整的自评，是在《〈中国新文

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是以选
者身份动笔的，所以连自己的名字也
不回避：

“在这里 （《新青年》） 发表了
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
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
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

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
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
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
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
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
《狂人日记》……而且《药》的收束，
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 （L.Andreev）
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
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
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
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
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
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
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

“新文学运动”初期，倡言者众，可
能拿出的实际创作，却非常有限。所以，
对于自己作品的成就，鲁迅也不避言：

“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何
能取得这样的结果，鲁迅指出是因为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这段自评
较他人的研究来得细致，鲁迅说自己思
想和艺术来源于外国作家果戈理、尼
采、安特莱夫，但又表明自己摆脱外国
作家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
深切”，表达也是相当自信的。

历史是无声的剧本 党史有
感人的形象

当我坐在中央档案馆查看陕甘宁
边区高等法院刑字第2号案件时，当
年的审判卷宗、证言证据、恋爱书
信、公诉书和判决书、法庭记录、当
事人的签名，还有黄克功请求战死抗
日前线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写
的求赦信，毛泽东给审判长雷经天和
黄克功写的公开回信，除了听不到人
物的呼吸，所有情节都历历在目。

特别是毛泽东不使用赦免权，布
大信于天下的墨迹：“……正因为黄克
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
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
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
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
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
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
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
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
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
克功为前车之戒。”

黄克功 16岁跟随毛泽东参加井
冈山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
陕北，已是红军团长，骁勇善战、军
功卓著。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六大队
队长期间，黄克功追求从太原来延安
的女学生刘茜，逼婚未果，开枪将其
杀害，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开审
判，于1937年10月11日下午，在延
河边执行枪决。

“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领袖的
儆励注定这是一部警世之作，当时延
安军民称赞“杀了黄克功，为党敲警
钟”。清除队伍的败类，无疑纯洁了队
伍，受到人民的拥护，彰显了我党在
延安执政时期反对特权、为民争权、
坚持法治，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则。

在延安抗战时期，在大敌当前，
斗争极其复杂之时，毛泽东等老一代领
导人，不是简单地将犯罪的军官辕门斩
首，而是交由高等法院依法公开审判，
让世人、国人，甚至敌人看到，在法律
面前，共产党不搞官贵民贱，功臣和平
民一律平等，两碗水都要端平，“平

等”是这个案例的核心价值。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用电影激活尘封70多年的延安党
史资料，创作一部表现我党法治历史的
电影。谁是电影主人公，将决定电影主
题思想的表达方式。

以黄克功为主人公，就是要表现他
怎样从一个红军英雄堕落成一个杀人犯
的。但当我反复阅读毛泽东写给雷经天
的信时，发现了真正组织这场审判的主
审法官雷经天。作为审判长，雷经天公
正不阿地组织审判了我党法治史上一起
重大案件。由此，我认为雷经天更适合
作为故事的主人公。

了解一个人物才能写好一个人物。
为了解雷经天这个人物，我去过南宁市
青秀区中山街道津头村河堤路 17 号，
参观了雷经天故居，采访他的后裔雷范
培。站在被风雨剥蚀而显得破败的庭院
中，还可以依稀感觉到当年这里是相当
富庶的大户人家。为寻求革命救国的真
理，雷经天早年去上海念大学，加入共
产党，参加了北伐，并在黄埔军校当过
宣传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
义和百色起义，参与创建广西右江革命
根据地，后经过长征到达延安。

雷经天是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老
革命，曾被党内错误路线开除党籍。长
征途中他被贬为士兵，背着炊事锅走过
了雪山草地。解放战争时期，雷经天任
两广纵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最
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华东政法学
院院长兼书记等职。

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任代院
长，法院成立才两个多月就接手黄克功案
件。雷经天来主审和判决黄克功，成为历
史性的人选。两位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
军，因性格不同而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
路。当雷经天在判决书上最终签字和盖
章，判处了同他一道长征战友的死刑时，
既开辟了共产党依法公开审判自己犯罪的
军事干部的先例，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树立了公平正义的法官形象。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没有赦免杀害
刘茜的红军将领黄克功，向全党全军表

明违法者必惩，强化对人民秋毫无犯的
铁律。而蒋介石却赦免了杀害妻子吴海
兰的张灵甫，电影中有意拍摄了对比情
节，以同样的案例不同的司法，体现出
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因而，我们看
到了从陕北高原走出了一支军纪严明战
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走出了领导中国革
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最终打
败了国民党，赢得了全国政权，赢得了
各民主党派各族人民的拥护，赢得了立
宪治国的领导权。

我之所以重提旧案拍电影，是为了
让更多人重温党的法治历史，不忘初
心，更加深刻地理解今天我党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是法脉相承的。当年在延安，
长征干部黄克功以他红军之血镀洗了党
和军队严明的法纪。毛泽东和党中央从
此立下的规矩，党内军内任何人没有法
外特权，对一切犯罪分子，绝不网开一
面，表现了军事统帅从严治党的意志，
不赦免、不庇护、不姑息那些侵害民众
利益的高官爱将，“不能不执行比较一
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是我们党
的宗旨所决定的。

电影再现了70多年前在陕北公学操
场上那场阳光下的审判，感知我党在延
安时期从严治党依法治军的力度，无论
资格多老、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只要
违法犯纪，严惩不贷。共产党从来不搞
官贵民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钢铁
般的法纪镌刻在党旗上，如今铭刻在共
和国的宪法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

历时九年的匠心之作

建党百年，如何利用党史资源创造
艺术形象，弘扬党的宗旨和使命，是我
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首先，应该怀有敬畏心理，尊重历
史，研究史料，不能歪曲和篡改史实。
《黄克功案件》电影剧本在2005年就已
经创作，为何在2014年才出世？任何
创新都要有所突破，任何突破都是有阻
力的，尤其是 《黄克功案件》 这部电
影，这个题材涉及毛泽东、张闻天、胡
耀邦等党史重要人物，属于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又因为过去把这个案子看成了

桃色事件，不便于宣传和表现。特别是
电影第一次展现审判红军干部黄克功的
恶性犯罪案件，电影审查机构需要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

好在2014年党中央做出了全面从严
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在这种形势
之下，我们第一个请来时任中纪委副书记
的张军同志观看影片，后来到最高人民法
院请周强院长、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请时任
检察长曹建明审看，他们给予影片充分的
肯定和有力的支持，鼓励我们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敬畏党史、再现案件、以
史为鉴、镜照当下，形象地为世人为后人
留下历史性的坐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影视制作中心，都参与了这
部电影的出品。

在国家首个宪法日，《黄克功案
件》电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式，
以迟浩田上将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近百名将领参加了首映式，热情地赞扬
了毛泽东依法治军的精神。银幕上再现
延河边那一声枪响，是人民军队重申法
纪、自我净化的里程碑，记载了红军由
弱到强整军经武的路标。

《黄克功案件》重新演绎了关于共
产党执政的法治精神，告诫所有的置党
纪国法于不顾者，黄克功被毙的枪声和
今天审判贪腐高官的法槌声，共鸣一
处，向世人表明从严治党依法治军是共
产党人的一贯原则，也是我党我军赢得
民心、赢得胜利的法宝。

我之所以热衷于这段史案，并且用
电影手段激活史实，就是在传播我们党
的法律观念，在当时的世态下，要使法
律被信仰，我们必须要有包公、海瑞一
样的清官偶像，让人们感动、让人们信
服、让人们崇拜，而我在这个电影里，
用心塑造雷经天这样共产党内的“包青
天”，就是想将公平正义的法条化作感
人的形象深植在人们心中。

《黄克功案件》 不是过眼云烟，
不是绕耳小风，不是倚门卖笑的戏
耍，它是耸立于中国共产党法治历史
源头上、不可绕过去的一座路碑，它
奠定了我党延安执政时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的基石。

（作者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第
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电影《黄克功案件》创作始末
王兴东

《革 命 烈 士 诗 抄》 最 后 一 首 是
《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全书收录的革命烈士的其他遗
诗，都有作者的姓名和简介，唯独这
首诗和另外 4首未署名，就是说作者
是谁当时已经无法考证了。

《革命烈士诗抄》 面世刚刚两个

月，即1959年 6月18日，上海《新民
晚报》 第 6版登载了一篇题为 《关于
〈龙华狱中殉难者狱中遗诗〉 作者》
的文章，作者叫瞿光熙。1933年，瞿
光熙在担任绍兴共青团特委书记时被
国民党逮捕入狱。瞿光熙在文中说：

“1934 年我被囚于伪龙华警备司令部
看守所，不久被判关在漕河泾监狱，
一到狱中，同号小的难友就诵读这首
吊烈士的诗给我听……当时这首诗的
作者王文乔同志，也与我们同禁在一
间牢房。”文章说，“王文乔同志即现
在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
副省长张恺帆同志。”

瞿文发表不久，萧三写信向张恺
帆致歉，说对不起，不知道你就是这
首诗的作者。张恺帆回信说：“我是
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
幸，何歉之有！”张恺帆 1908 年出生
于安徽省无为县，1926 年参加革命，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
礼。曾参与和领导1930年著名的“六

洲暴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常务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
协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结束后被
平反，恢复工作。

1979 年春，正是百花盛开的季
节，我随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刚刚复出任省委书记的他到上海。
那年他已年逾古稀，人们都尊称他
恺老，连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也这
样称呼他。

一天，他忽然兴来，要我同他一
道到龙华去看桃花。到了龙华，在参
观龙华古寺后小坐的时候，我乘机询
问龙华狱中诗的由来。恺老告诉我：

“1933年下半年，我任上海沪西区委书
记，因叛徒告密被捕，一度关押在上
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
所。当时，我和同狱的难友秘密组织
了一个诗社，并戏称‘扪虱社’，常凑
在一起联吟唱和，有白话诗，也有旧
体诗词。诗社中有的同志认识柔石、
殷夫、胡也频等烈士，谈起这些烈士

就牺牲在这所监狱的围墙里，牺牲如
何英勇的情况，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于是，我们几个人便在一起创作了这
首纪念柔石等烈士的诗。写作的时间
是 1934 年春，龙华桃花将发未发之
时。”“诗成之后，我把它写在我睡的
双层铺上铺的墙上，较为隐蔽，故未
被敌人发现，虽时隔近二十年，几经
沧桑，一直保留在那里，解放后被发
现。”他还告诉我，诗的第二句“志
未终”应为“志未穷”。

张恺帆一生大约写了600多首诗，
有在戎马倥偬中的吟哦，有身陷国民
党牢狱的述怀，也有一些感时杂咏。
这些诗词忠实记录了他一生的风风雨
雨和酸甜苦辣。透过这些诗词，不仅
看到他如烟的往事、艰辛的足迹、跌
宕的人生，更能看到他那铮铮铁骨、
浩然之气和刚正不阿的髙贵品格。

1991 年 10 月 29 日张恺帆在合肥
病逝，享年83岁。叶落归根，他长眠
在家乡无为县烈士陵园。家乡人民为
了永远怀念他，还把城区的一条交通
要道命名为“恺帆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 谨 以 本 文 深 深 纪 念 张 恺 帆 同
志，缅怀所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立下丰功伟绩的
革命先辈。

（作者系安徽省委原书记张恺帆
同志秘书）

张恺帆的一首未名诗
金其恒

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