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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放映厅外的放映公示表
上，看到了诸如《流浪地球》《红星照
耀中国》等不少热门院线电影的片
名。

“这些影片都是我们从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购买的。”龚伟说，
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像一个自选
超市，上面汇聚了各种电影。想看
什么，自己去选就成。

但如果把时光倒回去30年，影
片的选择却是另一番情景。“那时
候，农村院线播放的电影都是由院
线公司提供。”龚伟说，由于当时电
影数量本身不多，一年下来我们也
就只能订购20余部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基本
上看的都是《地道战》等国产电影，

一部电影常反反复复看了二三十
遍。”刘国芬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以《少林寺》《悲惨世
界》为代表的国产电影、外国进口译
制片进入农村院线，扩大了当地居
民的选择面。但随着这些电影的播
出，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拷贝
太少，无法满足大伙的需求。

上世纪 90 年代，李连杰主演
的电影登陆农村院线的消息一传
出，就在双江引起了轰动。73 岁
的双江镇居民王建国回忆：“我们
问放映员，多久能看到这部电影
时，得到的答案是再等等。后来，
我们足足等了一年，才看到《少林
寺》。即使如此，当天放电影时仍

然挤满了人。”
这样的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末

期得到了改变。彼时，农村电影放
映“2131 工程”实施，提出在 21世
纪，实现在广大农村每月每村放映
一场电影的目标。

“到了2005年，‘财政买单，送
电影下乡’在全国推行后，我们每
年采购的影片数量逐年上升。现
在，我们每年会在数字交易平台上
购买100多部影片。”龚伟介绍，在
影片选择上，除群众喜闻乐见的故
事片、戏曲片外，像《红海行动》《战
狼2》这样的新片、大片也成为选购
的重点。

随着影片选择面的扩大，双江
镇惠民电影放映厅的放映选择也愈

发多样。“在片源的选择上，我们现
在会根据不同观众的需求来进行，
比如不定期播放抗战片，让镇上的
老人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播放喜
剧片，让忙完农活的村民放松心情；
播放反映社会经济建设成就的纪录
片，让居民了解国家的发展动态。”
刘永忠说。

“目前，我们正在打造惠民电影
点播App。”市委宣传部电影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该App投入使用后，居
民只用登陆该App，并输入自己想
看的电影，当这部电影的想看人数
达到一定数量后，重庆市惠民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就会派专人
赴该地放映电影，进而真正实现电
影放映的“私人订制”。

从一部电影“看二三十遍”到未来实现“私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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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委宣传部电影处
发布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
这个国庆假期，重庆市电影总
票房首度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1.2亿元。

与这个数据同期发布的，
还有另外一组数据，截至2019
年9月底，今年我市共新增影
院31家、银幕201块，总量分
别达到262家和1857块，银幕
覆盖率1.72万人／块，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何
洪元表示，随着数字影院的普
及，去电影院看电影已成为重
庆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电
影就进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
何洪元表示，例如我市的影院
总数就从以前的85家增长到
如今的262家，电影屏幕总数
也从 504 块增加到如今的
1857块。此外，电影观影人数
和电影放映场次也连续多年实
现增长，分别从 1675 万人和
77 万场增加到 4500 万人和
319万场。

重庆的惠民电影也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仅2018年，重庆市就完成
公益放映12.18万场，受惠人
数达1692.4 万人次。其中行
政村放映102044场，观众人
次1311.22万；社区广场放映
1.94 万场，观影人次 373.81
万；农民工专场放映430场，观
影人次7.37万。“去年我们还
建成了乡镇室内固定放映厅
213个，累计建成658个。完
成18个深度贫困乡镇室内固
定放映厅放映设备采购，全年
送电影 5654 场，观影人次
65.34万。”何洪元表示。

“未来，我们将继续按照
‘生产抓原创、影院抓回归、惠
民抓普及’的思路推动重庆电
影事业的发展。”何洪元表示，
重庆将继续做好电影扶贫和惠
民放映两大工程，进而在全面
推进18个深度贫困乡镇室内
固定放映厅建设的同时，推进
建设惠民电影点播App，再建
100个乡镇室内固定放映厅，
建成总数覆盖乡镇总数40%
以上。

我市乡镇
室内放映厅
已建成658个

本报记者 黄琪奥

一个乡镇的电影“三变”
本报记者 黄琪奥

“黄晓明的演技真的可以，期待明
天播出的《流浪地球》。”10月16日，刚
刚在潼南区双江镇惠民电影厅看完电
影《唐伯虎点秋香2》，当地居民曾利在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写道。

作为一名资深电影爱好者，现年
40岁的曾利可谓见证了双江电影的发
展。“从儿时的黑白片到现在的蓝光高
清，从标准银幕到宽银幕立体声，从大
家扎堆看《闪闪的红星》到在家门口就
可欣赏《流浪地球》等热门电影……现
在，不用去主城，我们也能看大片啦。”
说起双江老百姓的观影变化，曾利如
数家珍。

这样的变化不仅出现在双江，更
体现在广大乡镇和农村。改革开放初
期，由于距离城市较远，看电影对于当
地人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各乡镇在观影条件、片
源选择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
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生活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10月16日，当记者来到双江镇
惠民电影厅时，银幕上正在放映黄晓
明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2》。51岁
的刘永忠则坐在屏幕远端的座椅上，
和当地居民一起欣赏电影。

“这样的清闲，是年轻时的我根
本无法想象的。”放映间隙，刘永忠表
示，作为一名资深电影放映员，他与
电影的缘分始于1989年。那年，喜
欢看电影的刘永忠参加了乡村电影
放映队，成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

“当时，我只要走到村子里，小孩
子们就会跑到我身边看稀奇，大人们
则赶紧去坝子里占位置。一场电影
通常有成百上千的人来观看，场面非
常壮观。”刘永忠对上世纪90年代初
期人们看坝坝电影的场景记忆犹新。

“与壮观的观影场面相比，那时
的电影放映设备却十分简陋。”刘永
忠说，那时双江镇的很多地方还没有
通电，因此放映电影时必须把发电机
挑上，现场发电。当时他主要使用甘
光F16-GS一体机等胶片机，不仅操
作难度大，自己还要学会剪接胶片。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
放映机升级为松花江牌5502型35
毫米座机，相比于之前的机器，它的
亮度提高了，但如何携带设备却成了
新的问题。“放映机、幕布等设备加起
来有200多斤，很多山高路陡的村子
还没通路，要自己把这些笨重的‘大
家伙’挑上去。”刘永忠回忆，有一次
他去双江镇木井村放电影，走到一半
车坏了，当时他又有腰伤，实在挑不

动机器，只好请村民来帮忙。“他们帮
忙的时候，我要站在旁边，一路小心
防护。看到挑担子的村民要摔倒了，
我就要马上扑过去，宁可设备压在人
身上，也不能让设备摔坏。”

“有时，电影放映完已是深夜，
我还要把设备擦拭一遍，小心翼翼
地装进箱子里。”刘永忠回忆，特
别到丁沟、高石、管店、花沟、老关
等距离双江镇较远的村放映电影
时，晚上基本是睡在当地的学校或
祠堂，自带铺盖和设备睡在一起，
也是为了防止设备被偷盗或破坏
……

如今，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了
历史。“现在有了这个智能的新玩
意儿，我放电影可轻松多了。”刘

永忠指着电影放映厅内的海威数
字电影放映一体机说，这台机器不
仅携带方便，还自带光学投影系
统、音频功率放大系统、播放解码
系统、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现
在我放电影，只需要提前把电影下
到这部机器中，调试好程序，放映
仪会从头到尾全自动地一个接一
个播放，比以前方便得多，先进得
多。”

设备的升级还让电影画质大为
改观。“相比之前的甘光和松花江牌
放映机，现在我使用的海威数字电影
放映一体机的亮度达750W，比原来
整整提高了10倍，画质也从最初的
480P提升到蓝光高清，居民看起清
楚得很还不伤眼睛。”

从笨重的“大家伙”到智能的“新玩意儿”

等到《唐伯虎点秋香2》放映结
束，已近中午，刘永忠开始收拾东
西，准备下午的放映。记者发现，这
个落成于2018年9月的固定放映厅
内不仅摆放了沙发座椅，还在前部
和后部摆放了两台空调。而电影幕
布也是采用的软幕。

“别看现在这里条件很好，倒回
去几十年，要在双江镇放部电影，那
完全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
缺一不可。”潼南区惠民电影放映公
司副经理龚伟表示。

天时，即指的天气。龚伟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受限于放映设备，当
地居民看电影基本都在露天进行，
完全要看天吃饭。由于当时放映机
亮度不够，天没黑透，根本不敢放电

影。“夏天的时候，一般要等到晚上8
点左右才能放电影，电影放映完一
般都接近10点了。老百姓只能摸黑
回家。冬天的时候，室外又非常寒
冷。”龚伟说。

与亮度相比，更让人头疼的是
天气。“那时没有固定放映厅，电
影放映基本上都是在露天进行，
遇到下雨，就不得不取消。”刘永
忠表示。他清晰地记得，一次他
在双江镇龙门村放映电影《刘三
姐》，放映过程中突然下起暴雨，
无奈之下，他只好停止放映，准备
收拾设备回家。但等他收拾好设
备后，雨却停了。“这个时候，刚刚
离开的观众们又重新聚集到了坝
子上，我连忙又摆好设备接着放

映……”
此外，由于当时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较为贫乏，一听镇里要放电
影了，大家都奔走相告，早早就搬好
小板凳等着。“每次看电影就像过节
一样，人山人海，来得晚的人都不用
板凳了，干脆爬到屋顶上、电线杆
上，因看电影太过入迷而摔一大跤
也是常有的事。”今年70岁的双江镇
居民刘国芬回忆。

这样的情况在2018年 9月 20
日得到了改变。当天，作为潼南区
文化惠民工程之一，双江镇惠民电
影厅正式投入使用，当地居民免费
观影也有了正式的场所。“记得那天
刚投入使用时，放的是《建国大业》，
上午电影厅就涌入了300多名居民，

大家一边看着电影，一边讨论里面
的情节，非常热闹。”刘国芬回忆。

“惠民电影厅落成的同时，重庆
市惠民数字电影公益放映公示表也
被贴在了厅外的墙上。”龚伟介绍，
上面不仅明确说明了该厅一天将会
放映两部共4场电影，还标注了电影
名字、放映时间等信息，方便周边居
民查阅。

“自从惠民电影厅建成之后，看
电影就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休闲方
式。”龚伟介绍，每逢赶场，电影厅内
总会挤满了人。

如今，双江镇不仅拥有了惠民
电影厅，放映员下乡放电影的条件
也得到了改善。刘永忠现在到村里
放电影，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

从“看天吃饭”的室外到有空调的固定影厅场地
之变

片源
之变

以前放露天电影，设备加起来有200多斤。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翻拍资料照片

潼南区双江镇惠民电影厅，放映员刘永忠正在对放
映机进行调试。

上世纪90年代，工作人员正在
维护电影放映设备。

上世纪90年代初，工作人员正
在剪片。

上世纪90年代，露天电影放映
现场。

2019年10月16日，潼南区双
江镇惠民电影厅，看完电影的村民
从电影厅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