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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红色电影《浴血牛蹄岭》是长眠在
牛蹄岭 1259 名烈士革命功绩的艺术再现，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日
前， 安康市文化产业协会和陕西红云视讯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红色电影《浴血牛蹄岭》在安康筹拍，本报记者采访了该片的总制片
人、安康市文化产业协会会长孙世福，就电影拍摄的背景及情况进行
深入了解。

记者：请孙会长介绍下这部电影的拍摄背景？
孙世福：安康是一片红色的热土，留下了无数革命先辈的足迹和

遗迹。 其中，牛蹄岭战役遗址就最具代表性，这也是安康唯一入选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名录的红色景点， 也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七
批省级文物保护地和红色教育基地。 《浴血牛蹄岭》这部电影就是根
据 1949 年 7 月发生在牛蹄岭的这场真实战役的艺术再现。

1949 年 7 月，离新中国成立只有 70 多天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
军 2 野第 19 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牵制胡宗南部不过早退入四川，
配合 1 野的陕中战役和 2 野大迂回、大包抄，一举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部署，沿汉江西进，直取安康、汉中。 在安康一带，遭到胡宗南的三个
半军五万多人的重兵阻击。最后在牛蹄岭展开了生死搏击，鏖战三天
三夜， 反复拉锯 19 次， 最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这场战役我军有
1259 名将士献身于此，1071 位英烈连名字都没留下。 我们拍摄这部
电影，正是要艺术地再现这场惨烈的战役，展现英烈们的革命功绩，
也通过拍摄电影建造 1071 座汉白玉无名墓碑，为无名的英灵寻找灵
魂归宿。

记者：这部电影目前的筹备情况如何？
孙世福：2021 年 4 月 1 日，省人民政府于北京主办的“陕西———

北京影视产业招商推介会”上，市文化产业协会和陕西红云视讯影业
有限公司签署了联合出品这部电影的协议。经过数月地推动，我们克
服了疫情、洪灾等因素的影响，在 2021 年底基本完成了各项前期准
备工作，电影主创团队基本落实。 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主景地选
在汉滨区境内，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了拍摄协调会，电影的置景工
程队已经进驻，开始了拍摄电影所需的场景建设工作。

记者：请介绍一下电影的主创团队情况？
孙世福：这部电影的剧本是当年主攻部队 55 师师长符先辉老家

的编剧创作的，通过国家电影局备案公示后，又得到中宣部电影剧本
规划策划中心组织专家论证，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目前的剧本是
经过反复修改的，剧组计划在开机前再做一次最后的完善，即可投入
拍摄。 为了把握好电影的品质和方向， 我们聘请了中影集团原总经
理、国家一级导演江平为总导演，曾在旬阳拍过电影《美丽的山茶花》
的导演杨琳为导演，著名演员、电视连续剧《亮剑》李云龙的扮演者李
幼斌主演。另外《亮剑》的三驾车搭档饰演楚云飞的演员张光北，饰演
赵政委的演员何政军也正在洽谈中。其他演员也在全面筛选。力争做
到演员阵容包含老中青各个年龄层喜欢的一二线明星参演或串演。
作为核心部门的美术团队已经进驻多日， 全面开展了所有场景的选
定和设计。其他核心部门的职员也正在选定中。我们还聘请了徐山林
老首长为总顾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肖裕声少将为军史顾问，全国党
史领军人物姚文琦为党史顾问，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王军贤为军
事顾问。

记者：这部电影大约什么时候能上映？
孙世福：如果全国的疫情能够很快得到控制，我们制定的计划不

受影响，将在三月开机，制作完成的时间大致为 7、8 月份，送审顺利
的话， 可以在 9 月份左右拿到公映许可证，10 月前后可以在全国院
线上映，制作这部电影，也是向党的 20 大献礼。

记者：市文化产业协会参与这部电影的出品，还有其他方面的考
量吗？

孙世福：我们除了拍摄这部电影，也想通过这个契机，完成我市
文化建设“八个一工程”，即一部《浴血牛蹄岭》电影、一台《浴血牛蹄
岭》舞台剧、一个牛蹄岭战役展览馆、一组无名烈士墓碑群、一本《红
色经典牛蹄岭》的书、一组追念牛蹄岭英烈们的诗、一系列文创产品、
一处影视拍摄基地，以此全面形成我市红色文化的体系。 届时，我们
倡导全市文化产业单位积极参与，共同迈出文化创利的步伐，让长眠
在牛蹄岭的英灵们看到我们的文化建设成果。

记者：孙会长您已经退休，为什么还要如此热心地参与到这项工
作中来？

孙世福：在我四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可以说我经手的各项事务
都没留下任何遗憾，可牛蹄岭却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因为我没能在
退休前把英烈们的后事处理圆满，在香溪洞工作期间，就有筹拍《激
战牛蹄岭》的机会，却因各方面原因搁浅。现在的牛蹄岭战役遗址，只
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而长眠在牛蹄岭的 1259 名烈士，仅有
188 位留下了姓名，在安康烈士陵园也修建有他们的墓碑。 可让人万
分痛惜的是有 1071 位英烈连名字都没留下，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
的灵魂得以归依的处所。每想到这，我似乎感觉到他们的灵魂还在牛
蹄岭飘荡，他们在呼唤，让我寝食难安。 这次陕西红云视讯影业有限
公司把这个电影项目带到安康来， 恰好市委宣传部又指定我们文化
产业协会来参与这件事，也就让我有了绝渡逢舟的感觉，余年能把这
“八个一工程”圆满完成，让牛蹄岭上的英烈们魂有所依，我就深感欣
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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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7 月， 休整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9 军奉中央
军委命令牵制胡宗南匪帮于陕南。 19 军高喊“打到汉中去，
解放全陕南”的口号沿汉江西进。

在淮海战役中因枪毙了假投降的敌师长由师长降职为
55 师 165 团长的孟志成还担心新中国马上要成立了没了打
仗的机会，开心这次解放安康又有翻身的机会。 55 师作为主
力，165 团为先导，一路攻击前进，解放了陕南的东大门白河
县城。

白河县城一个支前民工队长和孟团长偶遇。 原来十多年
前安康起义的红一纵队战士李根柱和当年的付家辉相识，排
长就是今天的孟团长。他看李根柱羡慕付家辉一身红军装，就
把自己的军帽送给了李根柱。起义失败后李根柱得以幸存，躲
藏至今。 听说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就参加了民工队支前。

付家辉指挥 55 师巧妙穿插，顺利抵达安康外围。 在炮团
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孟团长请求立即发起攻击，付家辉权衡后
同意了孟团长等的请求， 当即发起了对敌军固守的阵地小牛
蹄岭的强攻。

发起攻击的 165 团在攻击途中遭遇敌军炮火的猛烈攻
击，伤亡惨重，在 163、164 团的策应下险胜。 165 团被打残，阵
亡人数数百。宣传干事张浐儿在战地医院见战士们伤亡太大，
主动带领文职女兵上前线帮助抢运伤员。途中遭遇敌机轰炸，
被孟团长按在身下毫发无伤， 但警卫员小崔为了掩护孟团长
被炸伤。

由于战前 55 师新兵登记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出现了阵亡
战士查不到姓名的情况。 付家辉责令师政治部派人到第一线
去统计伤亡。 师政治部许干事主动请缨带领团政工人员直接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实时核查登记伤亡。巨大的伤亡超出意料，
悲愤中激发了血性，也想出了在每个人衣服内盖上一个图章，
写上姓名职务等信息的办法。

接替发起的对大牛蹄岭攻击也因压制敌军的炮火不足和
敌军的疯狂顽抗，163、164 团也遭遇重大伤亡，形成反复拉锯
战。幸好支前民工协助炮团及时赶到，组织起了对敌军炮火的
有效压制，才和疯狂的敌军打个平手。

大牛蹄岭数次易手。 已被打残作为预备队的 165 团又被
付家辉拉了上来。 孟团长带领 165 团残部在老康酒坊喝完康
老大送来的壮行酒，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压制住了敌军的嚣张
气焰，双方血战到了极其惨烈的状况，大牛蹄岭成为双方誓死
争夺的焦点。

师部截获了敌军又有三架轰炸机进驻五里机场， 协助敌
军固守牛蹄岭的情报。孟团长得知消息，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
突袭机场，炸毁敌机，保障大牛蹄岭攻坚顺利进行。

侦察连长丁虎率精选的十来名突击队员， 带着师部送来
的火箭筒， 连夜摸向机场。 在黎明前敌机正要起飞的关键时
刻，冲破重重阻碍，打掉了已经发动起来的三架轰炸机。 孟团
长得知突击队突袭机场已经得手， 随即发起了对大牛蹄岭最
后的攻击。

天空似乎被大牛蹄岭的惨烈战况所震惊， 送弹药上来的
李根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 眼前闪过红一纵队被敌军围困全
部牺牲的场景，激起了满腔仇恨，捡起牺牲战士的枪，不顾一
切冲向顽抗的敌军，其他民工受到感染，也捡起枪学着李根柱
冲了上去，成为压倒敌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敌军溃败。

许干事流着泪在阵地上一个个翻看牺牲战士，核对登记。
敌中将眼见大牛蹄岭丢失，爆发最后的疯狂，用仅剩的几门大
炮把炮弹倾泻在大牛蹄岭主阵地。许干事被炮弹直接命中，尸
骨无存。 怀里的登记名册被炸上天。 孟团长也战死。

牛蹄岭上血流成河，付家辉悲愤地抱着孟团长的遗体，环
顾着遍地牺牲的战士， 和许干事一起的团政工干部把残存的
登记册递交给付家辉， 付家辉用颤抖的手在残页上写下孟团
长和许干事的姓名。张浐儿从付家辉手中接过孟团长的遗体，
掏出自己心爱的手帕，为他擦拭脸颊，整理遗容。 付家辉跪地
立誓，死后一定来陪伴老排长和众多的兄弟们。两个月后的开
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休整后的 55 师横扫陕南川北。

40 年后，病逝的付家辉骨灰安葬在牛蹄岭。
纪念碑基座上，一段铭文：“惜 1071 名烈士无名”。
无名烈士墓碑簇拥着的牛蹄岭战役纪念碑。

《浴血牛蹄岭》
故事梗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