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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人扶老携幼热热闹闹汇聚在
一起看电影的场面再难见到。这反映了
时代的进步，文化生活已向多元化方向
发展。然而，每当我回忆起当年放映电
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景，心中仍
激动不已，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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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年华是在放电影中度过的。
1974 年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在生产队参加了一年农业劳动后，经人介绍，去了礼源中学当了代课老师。在这个岗位上，我教初二（1）班和初二
（2）班的语文，并担任初二（1）班的班主任。
有一天，校长李亚元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也是我读初中时的老师，悄悄问我：
“进发，公社里打算成立电影放映队，要招两名电影放映员，你想不
想去试试？”
我说：
“想去。”
李校长又说：
“那我向公社领导推荐一下。
”
第二天我去了公社，把自己的简历给了领导。过了几天，经公开文化测试，我的成绩不错，被招收为电影放映员。三天后我与另一名电影放映
员李乃云去富阳县电影管理站（富阳县电影公司的前身）参加电影放映技术培训。当时全富阳有 11 名放映员参加培训。培训的内容很多，有电工
知识、无线电知识、放映原理等。半个月后，我们都通过了书面测试，拿到了《浙江省电影放映技术合格证》。然后，我和另一位放映员回到了礼源公
社，真正开始了放映员工作。
这一放就是 18 年，
有艰辛，
有难处，更多的是快乐。

放电影是份好工作

下村放映露天电影

放电影是份“吃香”的工作，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
业，不仅天天免费看电影，还能广泛接触社会，接触群
众，
“ 消息”也比较灵通。我们电影队实行“双重领
导”，放映业务由县电影管理站负责，政治思想方面由
公社负责。
刚开始时，我们使用的机器是 8.75 毫米放映机，银
幕宽度只有 2 米，扬声器功率只有 8 至 12 瓦，声光效果
也不是很好。过了一年，根据群众的意愿，乡里购买
了一台 16 毫米放映机，银幕宽度增加到 3.5 米，扬声器
功率也提高到 15 至 20 瓦，能满足露天 3000 到 5000 人
看电影。
一开始我对这份工作既充满新鲜感，还带些对时
兴事物的兴奋感。我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这样的：
上午骑自行车到富阳街上的电影公司拿片子，从
礼源到富阳要骑差不多 2 个小时，我和同事风雨无阻。
下午 3 点出发放映，
我们要带上电影拷贝、
音箱、
放
映机、
银幕……设备合计好几百斤重。早先我们用独轮
车装这些设备。一路车到目的地，
有时还要跋山涉水，
蛮吃力的。
当时的公社领导对我们放映员很重视，经常组织
学习时事政治，鼓励我们做好宣传工作。在生活上，
对我们也很关心，在公社办公大楼安排了一个房间，
配置床、桌子、凳子等，便于住宿。他们还把我们的编
制落实到公社“社队企业办公室”，建立账户，指定一
名会计、一名出纳，独立核算，收缴电影放映款，报销
器材费、差旅费，发放工资和奖金等。那些年，我们每
年放映电影 600 场以上，扣除正常开支，账户上每年都
有盈余。
经党组织培养教育，1983 年 8 月，我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成为富阳县农村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入党
的放映员。由于放映业绩突出，放映事故少，宣传工
作做得好，1983—1988 年，我们电影队连续五年被评
为“浙江省先进电影放映单位”。我创作的唱词《唱唱
共产党真英明》、快板《局长上门》、快板书《祸根》被国
家级的《曲艺》杂志刊用。我编写制作的幻灯片，在放
映前向观众宣传，获得广泛好评，其中快板书《局长送
礼》获杭州市幻灯汇映一等奖，快板书《两次见面》获
浙江省幻灯汇映二等奖，既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
又为富阳电影界争了光。

每个月的 27 日，富阳县电影公司召集全
县的电影放映员开一次电影排片会议。会议
主要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缴纳本月的取片
租金，二是安排下个月的影片供应。我们电
影队拿到排片计划后，两三天内会编排出一
份“一月早知道”的电影下村放映计划，编印
出一张《电影预告》油印小报，下发全乡 11 个
行政村（1984 年人民公社改制，建立乡政府，
设立行政村），向群众告知各村的放映日期、
影片名称等。
轮到该村放电影的日子，人们早早吃过
晚饭，搬着简易的竹椅子或小板凳向学校操
场涌来。一些孩子们争抢着占座位，待天黑
下来时，只看到操场上一个挨一个、黑压压地

挤满了人。晚来的人看不到了，赶紧吆喝着
回去换高凳子或椅子。离家远的嫌麻烦，索
性到银幕的背面去看。
当我们正忙碌着调试机器时，一群孩子
好奇地挤在放映机前观看我们操作，有的孩
子还在刺眼的光束下挥舞着各种手势，有的
用手编织成小兔子或搞怪的动作投影到银幕
上，不时传来阵阵打闹嬉笑声。电影开始后，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观众立刻沉浸在精彩的
电影情节中。
伴随着放映机发出均匀的咔咔声，我的
心渐渐沉静下来。我全神贯注地盯着放映机
和银幕，如果画幅不正或不清晰，及时调节旋
钮来校正。每场电影大概需要三四盘胶带，

每当电影演到关键时刻，总需要中途停下来
更换胶片，此时观众中间就会响起一片唏嘘
声。我尽量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胶片，把观众
的思绪重新带回影片中。
影片终有完结，每当银幕上出现“剧终”
两字，大家都会流露出无奈和流连忘返的神
情。望着人们依依不舍的背影，我隐隐地感
觉到，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多么饥渴啊，
看电影几乎成为人们唯一的娱乐方式和精神
排遣。我的工作正是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
悦。
那时很多年轻人，靠看电影谈恋爱，因为
挨坐着看电影时，
可以悄悄牵个手。

联队
“跑片”放映电影
所谓联队“跑片”，就是三四个电影队分
别在 A、B、C、D 几个村架设放映机。A 地第一
卷影片放完后，卸下，倒正，将胶片片头粘上
胶布（防止散落），装入帆布袋，由一名村民骑
自行车送到 B 地；B 地第一卷放完后，用同样
的方法，送到 C 地；C 地第一卷放完后送到 D
地。一般一卷电影拷贝（影片）放映时长 30 分
钟。如此一来，加速了电影拷贝的周转速度，
一个晚上，不大的乡（镇），老百姓就近可在家
门口看上热门电影。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追
鱼》
《红楼梦》
《神秘的大佛》
《保密局的枪声》
这些影片，我们都是通过联队“跑片”，在春
江、大源、灵桥、里山、渔山等地放映。
1977 年，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恢复
发行放映，老百姓个个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
翘首以待。当时的县电影公司为满足群众的

愿望，
组织附近乡镇的电影队跑片放映。
12 月 15 日这一天，渔山、里山、灵桥、礼源
四个公社的电影放映队集中到渔山公社放
映。当时我们电影队被安排放第一个点和第
五个点。下午，我们在曙星村的大操场上挂
起银幕，倒好影片，在乒乓球台子上架起放映
机。待早早地吃过晚饭，开亮场灯，用扬声器
播放音乐，
等候观众入场。
夜幕降临，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
向电影场。晚上 6:30 电影准时开映。银幕上
的优美画面及演员精湛的绍剧唱腔，着实让
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换片间隙，拉亮场灯，
我瞥了一眼人群：场上黑压压的，足有七八千
人 ，这 是 我 放 电 影 以 来 看 到 观 众 最 多 的 一
场！原来，曙星村紧靠萧山的石门、许贤，当
地的老百姓闻讯也赶来看电影了。

一卷影片放完，跑片员急急地把片子送
往下一个放映点，因为那里的数千观众同样
在焦急地等待着。通常，B 地、C 地、D 地为避
免等场带来的焦虑，在正片到来之前会放《新
闻简报》、科教片之类的短片候场，正片到后
马上卸下候场片，
挂上正片开映。
我们在曙星村放完最后一卷影片后，卸
下银幕，收起放映机，将设备装上独轮车，出
发去下一个放映点——勤建村。
曙星村到勤建村足有 10 公里山路，当时
公路没有修通，路面坎坷不平，勤建村主动派
了两个村民用独轮车来载放映机，他们在前
面 走 ，我 们 两 位 放 映 员 推 着 自 行 车 跟 在 后
面。天黑得像锅底，路高低不平，我们借着手
电光，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石子路上，足
足走了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 11
点。
时值秋末冬初，天有点冷，地面显露出淡
淡的初霜。当我们赶到放映场地上时，只见
操场上聚集着男男女女，估计有近两千人。
这么晚了，气温又低，竟有那么多观众还在等
待看电影，这使我们大为感动。我们在当地
村民的主动帮助下，迅速接通电源，挂好银
幕，架起放映机，试声、对焦，很快使洁白的银
幕放射出欢声笑语。电影放完已经是深夜 2
点多了。
现在，随着有线电视的开通，数字电影的
出现，露天站着看电影的现象少了，几千人扶
老携幼热热闹闹汇聚在一起看电影的场面再
难见到。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文化生活已
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然而，每当我回忆起当
年放映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景，心
中仍激动不已，
别有一番滋味。

老式放映机

最怕中途遇到狂风暴雨

电影放映培训留影

当年礼源乡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大礼堂,
下雨天可在室内放映。但室内场地比较小，如
影片好，看的人多，就比较拥挤，而且嘈杂声
大，观影效果不佳。所以，只要天气晴朗，我们
都愿意把放映场地选在学校操场，地势平坦，
面积大，可容纳的观众多，而且嘈杂声容易散
发，
视听效果更好。
有时候会遇到麻烦的事，
比如刚开始接触电
影放映设备，
性能脾气没摸准，
放着放着就出故障
了，
看的人等得急煞，
我们也是摸不着头脑。我们
叫这种故障为
“白布电影”
。后来，
我自己买了许
多这方面的技术书籍，
用心琢磨。放了半年电影

后，
一般的问题就不太难得倒我们。
最怕的是中途突然下阵雨。有一次，我们
去山基村放电影，放着放着，突然狂风暴雨，观
众一下全散了，躲雨去了。我和同事赶紧保护
设备。当时我爬在梯子上拆扬声器，狂风吹过
来，挂幕布的支架倒了，我连着梯子摔到地
上。看着自己手上擦破的皮，却为喇叭没有摔
坏而高兴。
还有电影设备运输的问题，当时没有汽
车，全靠独轮车，遇到雨雪天气或者上个陡坡，
十分辛苦。不过，只要老百姓看得高兴，我们
也很开心，
这点苦也不算什么了。

放电影是我不悔的选择，那段时光也是我
至今老是记挂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有了有
线电视，这对电影业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也
让电影放映行业逐渐萧条。1992 年，我告别
了电影放映员的职业生涯，进入杭州鸿世电
器有限公司做行政工作，一干又是 25 年，直到
退休。
现在许多亲戚朋友提起来，都说当时我不
转行，也许早就是个有正式编制的老师了，工
资和待遇多少好，好像都替我觉得可惜。但是
家里人都晓得，我是真心喜欢电影放映员这个
行当。因为钞票不如开心来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