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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3岁”的富阳老电影院，昨日拆除了。

建于1964年的老电影院，承载着老富阳人对这座城城市“最时髦”的记忆：它是富阳第一家专业电影

院，是富阳第一个人气兴旺的商业区；它曾是富阳设施最好的电影院，老富阳人为了一张电影票甚至愿意

用生活物资来换。如今，因为鉴定为涉及公共安全的C级危房，老电影院与富阳人正式说“再见”了。

陪伴了我们半个多世纪，承载了无数人青春记忆
因为是“涉及公共安全的C级危房”，昨日拆除了

再见了，富阳老电影院
市民的留恋和不舍，写满本报官微留言区

昨日上午9点，记者到达现场时，老电影
院已被拆了一大半。电影院对面的万方大厦
保安蒋兴根说，工人们早上6点就进场了，7点
50 分左右正式开拆，过往市民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留念。

面目全非，令人唏嘘。要知道，40 多年
前，它不仅是富阳第一家专业电影院，更是富
阳“老街”（现富春街）上最高大上的建筑之
一。

新中国成立前，富阳没有电影院，电影大
都在露天广场或祠堂庙宇里放映。1964年10
月，富阳县建成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建筑面积
2262平方米，有900多个座位，砖木结构。

“它是我们这代人的美好回忆啊。”站在
万方大厦前，看着不停工作着的挖掘机，“老
富阳”边雪荣很是不舍。据他回忆，富阳电影
院初建时，门厅建筑呈横线条，有落地窗，还
有大雨棚。休息厅是磨石子地面，柱子采用
大理石装修，两边墙上装设四个对称的铝合
金宣传橱窗。“那时候，文娱活动少，电影几乎
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了。”边雪荣说，上世
纪70年代电影院的票价大概是5分到8分钱
的样子。

据介绍，当时休息厅二楼为机房和办公
室。1971 年 5 月 1 日，安装了“罗亦儿”座
机。1973 年 5 月改建后，首次放映宽银幕影

片《卖花姑娘》，设座位 957 个；1984 年 5 月，
首次放映立体电影《欢欢笑笑》。1985 年 10
月，又将休息厅二楼改建为录像放映厅，设
座位252个。

1988年5月，电影院进行全面改建，实现
软座化、冷气化、自动化、氙灯化和立体声，成
为浙江省第一家县级立体声电影院。“当时，中
国电影科学研究所还将富阳电影院改造成功
的情况，撰文登载于1988年第六期《电影放映
普及》杂志上。”原富阳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
经理董寅介绍，1972年至1990年，富阳老电影
院共放映37213场，观众2865万人次，发行放
映收入636.6万元。

富阳第一家专业电影院，曾是“老街”上最高大上的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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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老电影院的辉煌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90 年代。后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影跌入

“冰点”。
“尽管电影市场不景气了，我们依旧坚持

着。”董寅说，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让电影市
场回暖，为了让老影院有观众，他们多次推陈
出新，更新改造电影院设备。

不过，坏消息还是来了。2002年，因年久
失修，电影院部分功能遭破坏，如门厅破旧、
音响放映设备老化、座椅陈旧等，房屋也被鉴
定为危房。电影事业被迫暂时停止。

2003年10月，投资20多万元改造的富阳
电影院小厅化项目完工，新建的时代影厅正
式与观众见面。新影院采用全新模拟立体声
放映设备，添加高档的软椅、四台立式空调等
硬件设备，把原先可以容纳 700 人观看的大
厅，改造成只有 125 个座位的专业电影小
厅。该小厅主要放映一些流行大片，如当时
颇为火爆的《飞龙再生》《终结者 3》《大块头
有大智慧》等。

然而，事实是，改造后的电影院依旧不尽
如人意。“我最后一次在老电影院看电影时，它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影厅。当时，我和女
友即现在的妻子去看电影，因为只有我们两个
顾客，出于成本考虑，电影院工作人员请我们
再约上一对朋友，或是再等到一对顾客后就为
我们放一场电影。结果我和女友沿着大寺弄
足足逛了两圈回到影院时，工作人员因为没有
其他顾客只好抱歉地把票钱退还给了我们。”
一位“老富阳”曾在《细数那几家曾经的电影
院》文章中这样说。

2005年，因为改制，老电影院再也不放电
影了，只留下五间店面房。

2005年起老电影院再也不放电影了

2014年下半年，五家店面房租约到期，也
因为是C级危房，正式腾空，闲置至今，围挡多
时。

为什么要拆除老电影院？区城市有机更
新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老电影院是涉及公
共安全的C级危房，必须拆除。

据统计，富阳城镇国有土地上 C、D 级危
房共有 174 幢，建筑面积 12.13 万平方米。其

中C级70幢，建筑面积7.83万平方米（涉及公
共安全的有 18 幢 1.62 万平方米。）；D 级 104
幢，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要分布于富春街
道、新登镇。

截至目前，已完成D级危房腾空85幢，拆
除重建17幢，加固处理一幢，政府收购并拆除
一幢；C 级危房腾空 15 幢，拆除重建两幢，维
修加固3幢，实时远程动态监控10幢。根据危

房治理计划，不仅老电影院将正式和我们告
别，今年6月底前，富阳将全面完成国有土地
上C、D级危房治理。

该负责人说，老电影院将于5月18日前完
成最终的场地清理。“同时，我们还将对达夫路
197号和富春街302号两栋建筑进行拆除。”据
悉，拆除期间将对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过
往车辆务必注意行车安全。

2014年腾空，今年5月18日前完成最终的场地清理

老电影院拆除后，这块地将作何用途？该
负责人说，对于这块空地的后续利用，目前尚
无明确计划。

昨日，本报官方微信（账号：fyrb63344556）
专门就该地块后续利用问题做了一次调查。
截至昨日下午 4 点 20 分，2772 位市民参与投
票。

其中，改建停车场的呼声最高，有1513位
市民投票，认为可以缓解富春街停车资源紧张

的局面。
517 位市民认为该地块紧挨着商业步行

街，应该建一处入口式公园景观。“说到该地
块的用途，想到很多地方都有步行街，分别以
当地传统的文化为依托（比如越剧、评书、京
剧等当地老一辈人爱好曲目），进而延伸到美
食、土特产等。我去过几个城市，几乎都有。
游玩的人很多，当地人有了一个休闲好去处，
外地人有了个游玩的好地方。同时还是一张

城市名片，希望家乡富阳也有。”微友“旺角”
提议。

649 位市民赞成建设一个展示富阳本土
文化的纪念馆；93 位市民认为应该用作其他
用途。有的市民更是脑洞大开，认为“停车库
可以建在地下，充分利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上
面建造文化类建筑。富阳是个有文化的地方，
文化设施太少了，应该多增添点文化气息”。

老电影院拆除后将建什么？过半网友建议造停车场

相关新闻

昨日，本报官方微信发布老
电影院拆迁消息后，市民网友感
慨不已，纷纷表达对老电影院的
留恋和不舍，以及自己成长岁月
中关于老电影院的印记。

网友“达夫老邻居”：
我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特别

喜欢看战争片，当时能用来看电
影的渠道、方法几乎全用上了：
通宵排队买票；为了买到票挤得
衣服破损鞋子脱落，有时十几双
手同时伸进猫洞一般大的窗口，
人根本看不见，等票拿到手，手
背己挤得红彤彤；粘贴报废的电
影票混进去，是惯用的伎俩，每
个熊孩子都有一本笔记本用来
夹放五颜六色用过的废电影票；
还有托邻居或家长带进去，有时
怕超过儿童免票线，故意半蹲着
身子通过检票口。总之，所有的
聪明才智全用到看电影上了。
那时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国产
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
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南斯拉夫电影慌慌张张、越南电
影飞机大炮——基本概述了当
时的电影主题。

网友“Seele”：
《泰坦尼克号》当年上映的时

候，我就是在这家电影院看的，当
时还是小学生，满满的回忆。

网友“依妈咪”：
那时候还很小，跟爸妈进去

看电影，一包瓜子，一瓶饮料，结
果永远都是睡着了出来的。看完
走出来就是大寺弄，突然一下很
刺眼，人就清醒了。记忆中感觉
超级幸福。

网友“LEICAMOVKA”：
第一次是 6 岁的时候去看

《世上只有妈妈好》，全场大人小
孩的眼泪淹没了影院。第二次去
是上小学五年级，小朋友们一起
手拉手排着队，去看《新少林五
祖》，然后被那个鬼脸马宁儿吓成
狗。

网友“A仁者不忧”：
富阳老电影院拆了，想想孩

提时代，看个电影，吃个雪糕也是
幸福满满！上世纪90年代末，开
始流行美国大片了，我从一位前
辈处搞来一张“影评证”，贴上自
己的照片，经常大摇大摆进去免
费看大片！真是青春无敌，无知
者无畏！

网友“小白兔”：
那时候，我住在电影院斜对

面隔了一条马路的江边，恋爱时
多在电影院里度过。记得有一次
男朋友买电影票时很挤，200元钱
被小偷偷去，那是一个月的工资
啊，真心痛。

网友“Shaun”：
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爸

爸带我去看《三国演义》和周星
驰演的《大话西游》，可是不管看
什么，我都会看着看着就睡着
了，哈哈。还记得电影院门口曾
经的碰碰车和旋转木马都是我
的最爱。哎，不知不觉父母已满
头白发，自己也已为人父，时间
过得太快了。

网友“太阳”：
爸 妈 的 青 春 ，我 的 童 年 。

小时候大部分时光在老电影院
度过，我也算是一个在电影院
里玩大的小孩了。还记得电影
院门口有打气球的小摊，老板
让我免费打过几枪，貌似还得
了小奖品；影院外面有两颗很
大的香樟树，傍晚那边还有小
孩玩具车；电影院正对面的街
上有卖茶水的老太太，两毛钱
一碗；经常去卖票窗口边上的
小店买一块钱的棒冰吃，最喜
欢吃的是紫雪糕；老电影院一
楼还有很多投币游戏机，一块
钱四个铜板，妈妈每次都会给
我一块钱让我去玩，有时候囊
中羞涩玩不起，站在一边看看
也 激 动 …… 都 是 童 年 的 记 忆
啊，承载着我太多的回忆。

网友“Adam Chung”：
20多年前，舅舅从万市带我

来老电影院看了第一场电影,。
如今，我就住在老电影院旁 20
米远的地方。回忆当年，我和老
婆一度怀疑散场时曾擦肩而过，
只是那时我们还互不认识。

网友“老农民”：
记得那时刚进富中读初中，

只有 11 周岁，看《卖花姑娘》，哭
湿了好几块手帕……

网友“zym”：
那时候老家来亲戚了，小孩

子最喜欢去老电影院，因为电影
院大冬天有雪糕卖，真是太棒
了！现在这些孩子都为人父母
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网友“贤明散人”：
年轻时，特地从新登赶来，

看 电 影《瓦 尔 特 保 卫 萨 拉 热
窝》，好看。

网友“小树林”：
建议建一个展览馆，可以呈

现富阳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富阳
城区的变化、富春江文化的发展
历程。曾经的“老街”在几代人的
心里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迹，时光
流逝，这些印迹也将渐行渐远，离
开我们，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已
经看不到早年的富阳“老街”了，
只能通过这些形式去感受。

市民拍照留念

市民感慨：
都是童年的记忆啊
承载着太多的回忆

老电影院被拆除（航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