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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放映員鮑利軍：影業變化是國家發展的一個縮影

膠片見證時代變遷
光影閃耀幸福人生

“當時整個諸暨縣只有9個電影放
映隊，所以放電影都是一個點

一個點輪着來的。”電影隊來一次不
容易，通常會帶兩三部影片，一氣放
完，看完電影都到夜裡一兩點了。”
鮑利軍說。
當時都是在露天放電影，人們都

會自帶小板凳去佔座位。晚上的電
影，中午場地上就像龍門陣一樣擺滿
了板凳和磚塊。“那時候看電影的條
件很差，夏天被蚊子咬，冬天被風雪
吹，你能聽到一陣陣的跺腳聲，夏天
是為趕蚊子，冬天則為了取暖。”鮑
利軍介紹。
即使是這樣，每次放映都能吸引

方圓十里的群眾。“至少有兩三千
人，地上、樹上、房頂上，只要能看
到屏幕的地方，都擠滿了人。”鮑利
軍說，即使每次搭台的時候，都會給
放映員象徵性地劃出一小塊工作場
地，但人潮湧起來，被擠倒也是常有
的事。“我一倒，屏幕就黑了，然後
趕緊爬起來，來不及拍掉身上的土，
趕緊繼續放。”鮑利軍笑着說。

拉車步行 前往山區放映點
作為電影放映員雖然工資不錯，但

每天趕場子放映也十分辛苦。“那時候
一個放映隊就四個人，所有的設備來回
都要板車拉，每個人手掌上都是厚厚的
老繭。”鮑利軍說，不管春夏秋冬、酷
暑嚴寒，都要馬不停蹄地從一個放映點
趕往另一個放映點，路遠的要走上大半
天。
有一次，鮑利軍被安排到山區裡

放電影，路途實在太遠，他借了一輛
雙輪車拉上放映設備往山區裡趕，結
果從沒拉過車的他，翻了三次車。鮑
利軍說：“每次一翻車，趕緊檢查設
備是不是受損，就這樣日夜兼程趕了
14個小時才走到了那個放映點。”
改革開放以後，露天電影放映隊逐

漸走入大禮堂，條件好的鄉鎮甚至開始
籌備建電影院。“現在的人們可能不知
道，當時無論是公社、工廠還是學校，
大禮堂都是最高最大的標誌性建築，平
時用來開報告會，一到周末就用來放電
影，而且上映的都是新片，很受群眾歡
迎。”
“我記得剛開始電影票是成人五

分錢(人民幣，下同)，兒童三分錢，按
照身高來劃分， 後來慢慢地漲到兩毛
錢一張票。遇到熱門電影，買票的隊
伍能排出幾條馬路去。”鮑利軍笑着
說，進入大禮堂就輕鬆多了，不用日
曬雨淋趕路，也不怕放映機被摔壞。
“放映機也在不斷更新，從甘光

F16型放映機，到移動式35毫米放映
機，後來改裝成大功率氙燈座機。以
前還需要專門有人不斷地手搖發電，
1962年開始用上了新安江水電，只需
要換換膠片就行了。”據鮑利軍介
紹，像這樣的放映點，整個諸暨約有
60多個，人們再也不用趕幾里路去看
場電影了。

兒子接棒 電視興起影業低潮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鮑利軍的小

兒子鮑鐵勇初中畢業，像當時很多中
國家庭一樣，鮑利軍選擇了離崗退養
（未到法定退休年齡提前離崗），為
兒子“騰出崗位”，由兒子頂班進了
放映隊，接過了父親的工作。就這
樣，放了23年電影的鮑利軍調去了諸
暨姚江區文化站，開始了對家庭檔案
編撰整理的工作。
“那時候都這樣，孩子大了沒工

作，一般就是父親或者母親選擇提前
退休，把‘鐵飯碗’傳給孩子，有些
歷史久遠的工廠甚至一家兩三代都是
這樣頂班換下來的。”鮑利軍解釋
說。
沒想到，隨着電視的興起，對電

影造成了極大的衝擊，電影事業開始

進入一個衰落期。
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人們去

電影院看電影的興趣越來越淡，有時
一場電影只有十幾個觀眾，大部分電
影院經營艱難，各單位電影放映隊紛
紛撤銷。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隨

着個體、私營經濟政策的穩定和從業
人員地位的提高，不少政府機關、企
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紛紛轉換身份，
投身私營工商界，掀起了全民“下海
潮”。
“我到現在還記得小兒子來跟我

說要辭職‘下海’的情景，我的心情
其實很複雜，一方面是可惜了好不容
易爭取來的事業編制，一方面也看到
了社會上的那種激情燃燒的闖勁，既
然做電影不溫不火，不如讓他去試
試。”據鮑利軍介紹，鮑鐵勇在後面
幾年做過建築防水項目，又辦起了一
間紡織廠。“如果算起來，他還是我
們家第一個萬元戶呢。”

3D普及 票房再攀新高峰
時代變遷，媒介更新，電影漸漸地

以另一種嶄新的面貌展現在人們面前，
數字影像取代了笨重的電影膠片，電影
院可通過互聯網從電影公司獲得數字電
影拷貝，然後用數字放映機放映。“看
電影”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經歷了
一個輪迴。數據顯示，隨着改革開放40
年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全國電影總
票房也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自2012
年起的 170.7 億元增長至 2017 年的
559.11億元。
就在這幾年，諸暨陸續建成了多

家現代化數字化影城，3D放映廳甚至
IMAX 放映廳逐漸成為電影院的標
配。“我也在孫子的陪同下去看了3D
電影，坐着皮沙發，看着逼真的畫
面，耳邊環繞着立體音響，確實感覺
不一樣。”鮑利軍感嘆道。

走進浙江諸暨江藻鎮江藻村
鮑利軍老人家，就像走進了一個
微型檔案館，一本本日記簿、一
幅幅老照片、一張張工資條……
這些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東
西，鮑利軍都認認真真地攢了下
來，最後構成22本厚厚的家庭檔
案，把一家人68年所經歷的歲月
都濃縮其中。
在鮑利軍的收藏裡，有一本

專門貼着各類票據，包括十幾張
全國糧票，以及油票、肉票、布
票等等。“這都是好不容易省下
來的，其它的早就用掉了。”鮑
利軍說，那個時候這些票據比錢
好用，沒有它們簡直寸步難行。

憑結婚證領布票縫棉被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全

體會議第17次會議通過《市鎮糧
食定量供應憑證印製暫行辦
法》，糧票從此應運而生，此
後，食用油票、豆腐票、布票等
各種票證進入人們的生活，各種
商品皆需憑票購買，中國進入長
達30多年的“票證時代”。
就在鮑利軍與妻子的結婚證

背面，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看到了
一段小字“布票 8 尺、棉花 2
斤”，這都是當時憑結婚證才能
領到的緊銷貨，專門批給新婚夫
婦用來做棉被和衣服的。
“那時候每個月我一領到糧

票，就跟家裡的戶口本放在一
起，然後開始籌劃這個月的配給
怎麼用，有沒有額外支出，再算
下來每天能吃幾斤米，一個月能
吃幾両肉。”
鮑利軍說，當時每逢周末或

月底，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
隊伍，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發
孩子前來排隊。快排到時，大人
再拎着面袋趕來。
人們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秤

桿的準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両。
買到糧後，再小心翼翼地紮緊口
袋離去。
隨着改革開放深入、經濟發

展、糧食豐收，全國逐步取消了
糧食定量供應，至1994年全國各
地基本取消糧票，票證時代徹底
終結。
“現在，不僅不需要票證，

連現金也很少用，我看我孫子網
購，在手機上點一點，就能把東
西買回家了，變化實在太大。”
鮑利軍說，現在他的孫子隔段時
間就會給他們通過互聯網購買米
和油，由快遞員送到家裡，不需
要再下樓拎上來，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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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元(人民幣，下同)在當時是什麼
概念？”鮑利軍回憶起自己剛工作時的
工資水平，還是很自豪的。由於當時群
眾沒有什麼業餘生活，盼的就是看場露
天電影，所以電影放映員的工資也相對
比較高。“那時候豬肉才6毛4一斤，麵
5分錢一碗，鄉鎮幹部的工資也只有35.5
元，所以我的收入算是中等偏上了。”
正是電影放映員的這份工作，讓鮑

利軍收穫了甜美的愛情。“我家是三代
貧農，沒有房子沒什麼地，就是因為我
有這個國家的鐵飯碗，工作轉正以後就

有人給我介紹對象。”鮑利軍回憶過
去，臉上流露出羞澀又甜美的神情，
“我老婆年輕時挺漂亮的，也有很多人
想給她介紹對象，最後她挑中了我，跟
着我吃了不少苦。”
鮑利軍於 1964 年 5 月 2 日結婚。

“婚房是租來的農民的舊房，給了女方
家 120 元的聘禮，就把老婆娶回了
家。”鮑利軍說，家裡除了一張床，沒
有別的傢具，可以說是家徒四壁，我老
婆也沒嫌棄我，用帶來的新被子鋪了
床，就開始了新的生活。

“鐵飯碗”曾吃香 談婚論嫁佔優勢

■■鮑利軍當年所在的諸
鮑利軍當年所在的諸

暨電影放映隊暨電影放映隊。。
記者俞晝記者俞晝 翻拍翻拍

■鮑利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他的
檔案櫃。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鮑利軍夫婦。 記者俞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