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海 文 史

第十四辑

电 影 史 话
电影发行、放映、宣传及其他

建国前的影片发行情况

建国前，北海市早期电影放映活动的影片来源，一是从国外带来，如宗教

团体放映的影片；二是从广州湾(湛江)等地的影片发行商中租进。影片片租有

些以日计租，有些按收入分成，如三七、四六、五五等不一。

解放前放映的影片，大多是美国环球、联美、米高梅、雷电华、派拉蒙、

华纳、二十世纪福斯、哥伦比亚等八大影片公司的影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上海的电影制片厂也有些国产片发行。

过去发行的影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查后才准发行

放映的。如《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卅五年上半年施政工作检讨报告》中，要求影

片发行“由本厅检核发准演临时证明书时方准映演。计本年一至五月份经审准

映演的电影共 751 种(其中重演者 407 种)，禁演者四种。自本年五月廿一日起，

行政院电影检查处经派员来粤成立华南特派员办事处，电影片映演前之检查即

移交该处办理，本厅依法签准。省府只负责广州电影片映演时之检查。”当时北

海，没有影片发行机构，也没有影片检查机构，但租借的影片一般都要有准放

映证明书。租赁影片是由放映单位挑诜的。

建国后的影片发行情况

解放后，1952 年 1 月 27 日，北海市成立一间专业电影院。其影片供应从

1952 年 1 月至 7 月，都是由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南分公司南路区(设在湛江)发

行。从 1952 年 8 月份起，由于北海已划归广西省管辖，影片发行也由广东南路

区转为广西区发行。广西区影片发行站设在柳州市中山东路 126 号。1953 年夏，

柳州发行站迁往南宁，改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广西省办事处”。北海曾派王锡

源及蔡起源去作影片中转的联络人。后来又在南宁雇请一人作影片中转。

1955 年 5 月，北海市划归广东省管辖。从 1955 年下半年至 1958 年 8 月 20



日，影片由广东省电影公司粤西发行站(设在湛江)发行供应。从 1958 年 8 月 20

日至 1958 年底，影片由合浦专区电影管理站(设在北海市珠海中路)发行供应。

1959 年至 1964 年，北海影片由湛江电影发行站供应。1964 年后，湛江电影发

行站改为广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湛江地区分公司，北海影片由湛江地区电影

分公司供应。1965 年 6 月 30 日，北海市划归广西区管辖，从 10 月份起，影片

由钦州地区电影分公司发行供应。

1983 年 10 月 8 日，北海划为广西区辖市。从 1984 年元月开始，北海市的

影片发行直接由北海市电影公司安排。1980 年，北海已有 16mm 放映单位 8个，

其中外系统 6 个。随着发行业务的扩大，1980 年 9 月配备一个检片员(陈洁琴)

坐镇片库，使发行工作走上正轨。1988 年，北海市电影公司兼管合浦县的电影

发行业务，上半年全市(包括合浦县)在册放映单位 280 个，其中农村在册放映

单位 244 个。

解放初期，我国由于影片拷贝不多，在影片供应及排片上，采用“统一排

片”、“集中编映”等措施。1953 年，在发行业务上，推行计划发行，确定“工

矿多节目少拷贝、农村少节目多拷贝”的供片原则，强调电影发行部门应认真

作好纪录片、新闻片和科学教育片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1955 年，在排片方面

又确定了五项原则，即按照不同的影片内容、不同的时间、季节、不同的地区

特点、不同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同的观众对象等，采取不同的排片办法。在

城市，反对片片集中编映，提倡多样化；在农村，反对批发式的供应，提倡面

向放映队排片。这些原则和措施受到城乡放映单位和广大观众的欢迎。1963 年，

影片发行工作强调要紧密配合政治形势，更好达到宣传教育效果，为阶级斗争

服务。在 1963 年至 1964 年，全国映了 209 部影片，其中香港片七部，外国片

192 年部。1964 年，为配好“四清”运动，重点发行了《白毛女》、《暴风骤雨》、

《夺印》等描写阶级斗争内容的故事片。为了做好革命现代影片的发行工作，

湛江地区电影分公司决定，从 1965 年 2 月份起全部停止发行旧戏曲片，外国片

严格控制在总场次 5％以内，以便扩大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影片。文化大革命期间，

影片节目大大减少。1978 年禁锢十年之久的影片恢复上映、拷贝也恢复计划供

应。1980 年开始，中央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镇自办简易影剧院，因而促进了放

映单位的增加，影片的发行数量也随之增大。



1985 年下半年，北海市电影公司为了方便对民办农村队售票点的管理工作，

北海市电影公司试行按影片的优劣等级固定片租的办法。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一类片收 50元，二类片收 25元，三类片收 16元(以场计)，改变过去按售票收

入分帐的办法。

历年配合政治中心的组织放映活动

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这是建国后文艺工作的一贯方针。配合政治中心组

织放映活动，历年皆有之。由于历时较长，资料收集不全，仅将部分配合政治

中心的组织放映活动整理如下：

1958 年 10 月，广东省文化局举办“伟大的祖国”电影宣传月活动，放映《党

的女儿》、《水库歌声》、《农村大跃进》等片。

1958 年 12 月 6日至 7日，北海人民公社为了配合大跃进，放映也发射高产

卫星。在组织群众看短片专场《共产主义影片汇映》中，两天内共放映 140 场、

观众 138，620 人次，收入 1，676 元。其中 12 月 6 日，苦战一昼夜，在 24 小

时内连续映出 120 场(每个短片算一场)，观众 126，510 人次，每场平均观众 1，

051 人次，上座率 97.26％，发射了广东省的高产放映卫星。1963 年 10 月，根

据上级有关指示，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影片汇映”，上映《甲午风云》、《槐

树庄》等故事片，6 天中放映 34场，观众 27，835 人次，收入 3，760 元，平均

上座率 74.4％。

1963 年底，为配合围剿资产阶级的宣传教育，市文教局、团委等有关单位，

联合举办“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汇映”，放映《七天七夜》、《突破乌江》等影片

收到一定的效果。

1965 年，根据中央及广东省电影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年映出革命现代题

材影片，要占全年映出总场次 80％以上。电影院着重抓好《夺印》、《李双双》、

《槐树庄》、《白毛女》、《光辉的节日》、《天山的红花》、《刘介妹》、《雷锋》、《丰

收之后》、《暴风骤雨》、《农奴》、《箭杆河边》等 12部革命现代题材影片的映出

工作。

1965 年 5 月，为了支援越南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北海市宣传部根据上级

指示，向全市各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在 5 月 11 日至 16 日组织群众观看《美国

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的专题映出。



1965 年 6 月，广东省文化局及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科学教育电影巡

回展览》，北海市文教局、卫生局、总工会、科协、农业局、团市委等单位，于

5 月 24 日发出通知，联合举办“科学电影宣传周”，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观看。

1965 年 8 月至 9 月，根据中央文化部及广西区文化局通知，举办“纪念伟

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电影展览”，放映《东进序曲》，《铁道游击队》等影片。

1965 年 12 月 8日，北海市文教局，总工会、体委、团委、妇联等 5个单位

联合通知、组织各单位观看《东方红》、《革命赞歌》、《军垦战歌》等影片。

1966 年 10 月 12 日至 17 日，北海市宣传部组织各单位观看《毛主席接见红

卫兵和革命师生》彩色纪录片，共放映 84场，观众 91，231 人次。同月，又上

映《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等两部纪录片。每部片放映 60多场，观众 7万多人次。

1966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日，涠洲人民公社组织群众观看《毛主席和百万文

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共映 6 场，观众 8，800 人次，占全岛人口 80％。

1968 年 3 月 7 日至 14 日，北海市宣传部组织群众观看批判片《兵临城下》，

凭单位介绍信集体购票。在此之前北海曾批判映出过《林家铺子》、《武训传》、

《燎原》等片。

1980 年 7 月，中央文化部通知，在暑假开辟学生电影专场，以配合对青少

年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1981 年 10 月，为配合开展“五讲四美”、“五好家庭”、“学雷锋树新风”

等活动，我市总工会、贫协、团委、妇联、文化局联合发出通知，广泛组织人

民群众观看故事片《喜盈门》，6 天中放映 77场，观众 97，000 人次。

1983 年 7 月 5 日，广西区总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厅、文化厅等五个

单位联合通知，要求组织放映好《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同志报告会实况》。

1985 年 2 月 12 日至 15 日，为了配合对青少年的教育，北海上映《少年犯》，

着重组织青少年及学生家长观看。共映出 41场，观众 26，315 人次，收入 6，

717 元，上座率 66％。

1986 年 11 月 12 日至 15 日，为隆重纪念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一百二

十周年，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市组织群众观看《非常大总统》，4 天中映出 47场，

观众 40，1781 人次，收入 7，655 元。



1987 年 4 月，为配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我

市宣传部、总工会、团委、妇联、教育局、文化局联合举办《理想纪律教育》

电影宣传活动，放映故事片《雷场相思树》及纪录片《老山魂》。

1987 年 7 月，为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根据上级指示，我市举办

以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周活动，上映《地道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故事片。

1988 年 5 月，为纪念“南京惨案五十周年”，我市总工会，妇联、团委、教

育局、文化局等联合发出通知，组织观看故事片《屠城血证》。

历年较卖座的影片

历年较卖座的影片，因资料收集不全，难以系统综述。仅将收集的部分年

度较卖座影片情况罗列于下：

1952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上饶集中营》、《明星梦》，《血海记》、《白毛女》、

《无脚飞将军》、《打击侵略者》、《远方未婚妻》、《米丘林》、《卫城记》、《抗战

的越南》等。

1953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保家卫国》(12，556 人次)、《南征北战》(5，

699 人次)、《重返前线》(14，496 人次)、《中华女儿》(10，982 人次)、《苏联

大马戏》(14，000 人次)、《冷酷的心》(7，470 人次)、《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4，507 人次)、《六号门》(7，678 人次)，还有《被得大帝》(上下集)、《华沙

一条街》、《钢铁场，观众 26，315 人次，收入 6，717 元，上座率 66％。

1986 年 11 月 12 日至 15 日，为隆重纪念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一百二

十周年，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市组织群众观看《非常大总统》，4 天中映出 47场，

观众 40，1781 人次，收入 7，655 元。

1987 年 4 月，为配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我

市宣传部、总工会、团委、妇联、教育局、文化局联合举办《理想纪律教育》

电影宣传活动，放映故事片《雷场相思树》及纪录片《老山魂》。

1987 年 7 月，为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根据上级指示，我市举办

以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周活动，上映《地道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故事片。

1988 年 5 月，为纪念“南京惨案五十周年”，我市总工会，妇联、团委、教

育局、文化局等联合发出通知，组织观看故事片《屠城血证》。



历年较卖座的影片

历年较卖座的影片，因资料收集不全，难以系统综述。仅将收集的部分年

度较卖座影片情况罗列于下：

1952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上饶集中营》、《明星梦》，《血海记》、《白毛女》、

《无脚飞将军》、《打击侵略者》、《远方未婚妻》、《米丘林》、《卫城记》、《抗战

的越南》等。

1953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保家卫国》(12，556 人次)、《南征北战》(5，

699 人次)、《重返前线》(14，496 人次)、《中华女儿》(10，982 人次)、《苏联

大马戏》(14，000 人次)、《冷酷的心》(7，470 人次)、《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4，507 人次)、《六号门》(7，678 人次)，还有《被得大帝》(上下集)、《华沙

一条街》、《钢铁的城》、《列宁在 1918》等。

1954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梁山伯与祝英台》(39 场、26，928 人次)、《抗

美援朝》(14 场、13，394 人次)、《鸡毛信》(13 场、9，096 人次)、《侦察兵》

(17 场、8，692 人次)、《大战海南岛》(10 场、7，876 人次)、《不屈的城》(10

场、7，405 人次)。其次还有《警钟》、《在人间》、《小二黑结婚》、《丹娘》、《我

的大学》、《斩断魔爪》、《西北大捷》、《攻克柏林》(上下集)、《阴谋》、《小司令》、

《对空射击组》、《翠岗红旗》等。

1955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渡江侦察记》、《山间铃响马帮来》、《锄奸记》、

《山中防哨》、《宇宙锋》、《盖叫天舞台艺术》、《孽海花》、《杂技艺术表演》、《游

击队员之子》、《钢铁运输线》、《哈森与加米拉》等。

1956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董存端》(28 场、19，010 人次)、《扑不灭的火

焰》(25 场、17，491 人次)、《山中魔鬼变石头》(15 场、10，130 人次)、《天

仙配》(21 场、14，336 人次)、《南岛风云》(14 场、6，358 人次)、《花木兰》

(13 场、10，879 人次)、《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3 场、8，766 人次)，还有《仙

笛》、《勇士奇遇》、《王朝末日》、《游侠记》、《流浪者》(上下集)、《天罗地网》、

《平原游击队》、《驯虎女郎》、《神秘的旅伴》、《马兰花开》、《牛虻》、《打金枝》、

《虎穴追踪》、《深山虎影》、《怒海轻骑》等。

1957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春》(21 场、14，189 人次)、《秋》(21 场、14，

698 人次)、《铁道游击队》(23 场、13，732 人次)、《家冢户户》(16 场、11，



127 人次)、《庵堂相会》(14 场、7，576 人次)，其次还有《激战前夜》、《战斗

里成长》、《祝福》、《火》、《雪地追踪》、《寂静的山林》、《拜月记》、《母亲》、《45

号地区》、《仇恨的旋风》等。

1958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搜书院》(35 场、24，934 人次)、《共产主义影

片汇映》(140 场、138，620 人次)、《羊城暗哨》(16 场、7，422 人次)，其次

还有《十字街头》、《女蓝 5 号》、《红颜劫》、《警察与小偷》、《水》、《章西女皇》、

《海魂》、《选女婿》、《护士日记》、《柳堡的故事》、《凤凰之歌》、《领袖和我们

同劳动》、《牧童投军》、《芦笙恋歌》、《五更寒》、《林冲》、《静静的世界》、《边

寨烽火》、《黑山狙击线》、《英雄虎胆》、《铁窗烈火》、《徐秋影案件》、《十五贯》、

《地下尖兵》、《海底擒谍》等。

1959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平息西藏叛乱》(25 场、18，870 人次)、《古刹

钟声》(19 场、14，246 人次)、《回民支队》(30 场、21，900 人次)、《狼牙山

五壮士》(23 场、12，366 人次)、《欢乐广州十年》(18 场、10，681 人次)、还

有《永不消逝的电波》、《珍珠记》、《两个巡逻兵》、《陈三五娘》、《三剑客》、《火

焰驹》、《钱》、《烽火里程》、《长虹号起义》、《林则徐》、《画中人》等。

1960 年较卖座的影片有：《青春之歌》(45 场，26，546 人次)、《海鹰》(26

场、15，120 人次)，还有《沙漠追匪记》、《万水千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

弟》、《五朵金花》、《借亲记》、《战火中的青春》、《云雾山中》、《天伦情泪》、《百

岁挂帅》、《粮食》、《海上神鹰》、《三勘蝴蝶爱》、《山支路》等。

1961 年放映粤剧片《南国红豆发新枝》，观众 19，000 多人次，有人提前一

晚排队购票。

1964 年连续放映《夺印》30 场，观众达 25，911 人次，收入 3，643 元。

同年映《农奴》，观众有 27，000 人次。

1965 年 2 月上映《英雄儿女》，观众 27，000 人次。3 月上映《雷锋》，6 天

放映 30 场，观众达 31，720 人次，上座率 99％。

1965 年 10 月上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8天内放映 43场，观众 35，398

人次，集体票占 80％。

1966 年第四季度，北海免费上映《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毛

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毛泽东思



想的伟大胜利——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等影片。这些影片在发行、宣传、

组织方面都是空前的，每部片上映场次不少于 60多场、观众 7 万多人次，较高

的达到 80 多场，9 万多人次。每部片上映，全市各主要街道都挂上跨街红布，

全市各单位都出版映出黑板报。并举行二三千人接片游行仪式，宣传队伍轮番

出动街头宣传。各单位组织的观众敲锣打鼓、扛着红旗，唱着语录歌集队进场

看电影，其规模之大、情绪之热烈是空前的。

60年代初期，较卖座的影片还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紫钗记》、《战上海》、

《奇袭》、《追鱼》、《柳毅传书》、《冰山上的来客》、《可怜天下父母心》、《战火

中的青春》等片。

六十年代，北海人民电影院属甲级影院。由于拷贝节目有限，对放映场次

有限制、甲级影院，每部影片有时限制放映不得超过 10场。

七十年代，较卖座的影片有：《龙江颂》、《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智取

威虎山》、《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卖花姑娘》、《海霞》、

《画皮》、《南海潮》、《铁窗烈火》、《侦察兵》、《黑三角》、《斗鲨》、《至爱亲朋》、

《鲜花盛开的村庄》、《地下游击队》、《生死搏斗》、《摘苹果的时候》、《故乡》、

《左罗》、《红楼梦》、《于无声处》(1979 年上映，4 天放映 26 场，观众 37，051

人次)。等等。

1981 年 10 月，上映《喜盈门》，6 天共放映 80场，96，250 人次，占市区

人口 91％。

1982 年 7 月 6 日至 18 日，上映《少林寺》13天，共放映 144 场，观众 191，

240 人次，收入(连同短片)38，587 元。每场平均观众 1，328 人，收入 267 元。

1983 年 6 月 30 日至 7月 10 日，上映《少林寺弟子》，11天内放映 126 场，

观众 144，828 人次，收入 28，505 元。每场平均 1，149 人，收入 226 元。

电影宣传

电影宣传工作，是整个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任务之一。

它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来看电影，帮助群众看懂电影。

北海的电影宣传工作，主要有预告宣传，映前及映问宣传、发展电影业余

服务员和业余影评员，建立群众性的电影宣传网等工作。



预告宣传

预告宣传有如下几种形式：

1、扛牌游街及街招广告。解放前至 1958 年，每当电影放映前，北海的电

影院都雇请临工扛牌游街宣传。游街时，临工扛着一条竹杆，竹杆上贴上电影

广告，临工便敲锣打鼓游街进行影片宣传。解放后，人民戏院曾请观生及担水

三哥扛牌游过街，以此发动观众看电影。1958 年 7 月，人民电影院新院建成后，

扛牌游街的宣传方式逐渐被街招广告所代替。1964 年，市内有电影街招宣传广

告牌 28个，1987 年，市内约有电影街招广告牌 30多个。

2、报纸广告及电台广播。解放前，北海曾有《钦廉日报》、《世界日报》、《北

海日报》、《青年日报》、《南天日报》等报刊出版，有些明智的电影院经纪人，

也利用报纸来刊登电影广告。如 1947 年，国光电影院曾在《青年日报》上刊登

《飞马奇侠》、《空中大战》等影片的上映消息。1987 年，北海市电影公司也在

《北海日报》上刊登了半年各电影院的电影广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海市

电影公司每月也通过北海广播电台播发每月的上映消息，由市电影公司宣传股

或宣传科发稿。

3、电影院环境布置宣传。出动宣传车、出版影讯等。

电影院环境布置宣传，包括宣传橱窗、大画、路牌等。文字宣传出版较多

的有《电影介绍》、《电影推荐》、《观众园地》、《时事中心》等。同时，还有《图

片橱窗》、立体橱窗等，一般都定期、及时更换，力求准确、鲜明、生动。

重点的影片上映，有时也出动宣传车，张挂红标语，沿街游行广播宣传。

同时，也曾印发过《每周排期》、《北海电影教育》、《北海影讯》等刊物分

发至各单位。

农村放映队的宣传工作，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 1963 年，北海两个农

村放映队，一年来自制电影广告 600 张，出版大字报 90 张，流动墙报 27 幅，

大型广告画 5 幅，自制幻灯片 950 块，广播宣传文章 20 篇，印发农村影讯 12

期共 600 份。

映前宣传

映前宣传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心工作宣传，或国内外时事宣传。电影院以放映幻灯配合广播为主，



农村队多以快报、小演唱等形式进行宣传。

2、本场影片介绍。映前以幻灯介绍影片内容，以此帮助观众弄清影片的故

事梗概、主题思想、人物相互关系等。

3、下期影片预告。即下期将上映什么电影节目，大概内容是什么，以此引

起观众的注意。

4、商业广告。解放前，明珠电影院、明圆电影院等电影院曾利用映前或映

间为各行各业做商业广告，如理发店的开张，药店的药品销售等都有幻灯广告。

解放后，很长时间也做商业广告，如 1953 年 7 月，人民戏院曾为油脂公司、新

华书店、防疫站、大众油印社、人民银行等单位做幻灯宣传广告。

映间宣传

电影院的映间宣传主要是幻灯字幕，用以帮助观众看懂电影。建国前的电

影院是很少有幻灯字幕的，只雇请解说员旁白解说。建国后，电影院放映在 1986

年前，一般都有幻灯公司或人民电影院也自行编写幻灯字幕或解说本。如 1979

年，北字幕，字幕本大多由上级编印下发，有时上级不及时编印发下，市电影

海电影管理站曾自编幻灯字幕 27部，编解说本 10部。

农村电影队的映间宣传主要是映间解说，电影队的宣传员一般都能用本地

话筒明扼要、通俗易懂地进行影片解说，解说的方法一般是：

1、抓紧适当的时间(一般在影片的开头)，介绍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2、介绍影片的主要人物(在人物出场时)，使观众知道其身份，分清敌我，

分清贤奸。

3、解说影片的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的思想活动(插话解说时，应尽量避免

影响影片人物的对话)；

4、解释一些特殊表现手法(如倒叙、梦幻、回忆等)，以及一些观众不易理

解的镜头和场面。

1990 年后，映前宣传和映间宣传在城乡放映基本上已消失。

电影业余服务员

电影业余服务员，是电影与观众的桥梁。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北海人民

戏院就发展了一部分电影业余服务员，初期称为“电影之友”，简称“影友”，

中期改称为“电影服务员”。1962 年又改称“业余电影宣传组织员”。这些同志，



大多是单位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单位的领导，如市第五小学的校长林普恩就

当了十余年的电影业余服务员。他们勤勤恳恳地，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登记购票，

组织集体看电影，还组织影评，布置本单位的电影宣传阵地等。他们虽然只享

受五折购票的一点权利，但大多数人还是任劳任怨工作的。

多年来，这支队伍经过多次整顿提高，逐渐发展壮大。1963 年，北海市电

影业余服务员有 30多人，1965 年发展到 80 多人，1982 年发展到 150 多人。

为使这支队伍巩固和发展，人民电影院曾采取如下办法：1、经常联系，发

给宣传资料，并把服务员工作情况向该单位领导反映，使服务员工作时常得到

本单位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不定期地适当召开会议，交流情况，一般在每月

下旬第一周末的晚上；3、在电影票供应紧张时，优先让有电影服务员的单位购

票；4、总结评比奖励时，请市委的领导讲话，提高电影业余服务员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5、电影业余服务员每卖一百张票，则酬劳三张电影票，在新片上映时，

还给优先观看，订了票因特殊情况卖不出时，还准予退还等等。因此，这一支

电影业余服务员一般能超越几个思想障碍(如有些人起初说工作琐碎，麻烦，吃

力不讨好，甚至短款要赔钱等)，逐步发展到自愿自觉地把电影业余服务工作搞

好。

1965 年 5 月 9 日，人民电影院曾对电影业余服务员的工作进行总结评比和

颁奖。有 44名业余服务员获奖。市委宣传部及市文化局的领导同志也都出席颁

奖会。

北海影评

发展业余影评员，组织观众写影评稿，是依靠社会力量，建立群众性的电

影宣传网的重要方式。这工作，人民电影院于 1954 年便开始搞了。以前，由于

人力配备不足，搞了一阵又停一阵，到 1962 年才走上正轨。

起初，电影院的电影评论曾以“观众之友”的专栏用黑板报形式出版。1961

年电影院整顿院门宣传阵地时，才开辟一个固定的专门橱窗，定名《观众园地》。

影评园地整顿后，来稿源源不绝，满足了电影院的每月定期出版两期的需要。

后来发现，影评来稿中群众性不广，工人稿件少，渔、农民的稿件几乎没

有。同时，要求通过稿件配合政治中心或某些影片的争论，步调不一致。因此，

1962 年召开一次影评笔者座谈会，研究今后的影评工作。会后，制订了“业余



电影评论员组织管理章程”，报请市委宣传部批准，由市委宣传部聘请。当时，

建立业余电影评论员小组，成员有工人、农民、渔民、干部、学生、教师、社

会知识青年等 20余人。对影评员的要求主要是参加电影观后座谈和积极写影评

稿。对他们的优待，一般是保证他们看电影的便利(在预映场招待他们)。《观众

园地》发表的稿件，稿酬是 1 至 5 张电影票。1979 年后，每采用一篇稿定为发

给 4 张电影票。

影评稿件的组织方法有几种：1、自由来稿。在电影院门口设个投稿箱；2、

特约稿。配合某个政治中心或影片上映，邀请某些水平较高的同志写影评；3、

组织电影观后座谈会，整理座谈会纪要出版；4、通过学校发动学生写电影周记

出版。这种影评稿件往往一间学校就有几十篇之多。

在影评工作中，电影院注意到面要广、文要短、出版要定期的“三要”原

则。以及不要老是登三几个人的文章，不要冗长的稿件，不要时断时续地开展

影评工作等“三不要”的工作方法，以激励影评员的写作情绪。

早年，影评活动多在中小学校中开展，将它视作语文练习和政治教育的有

效途径。后来，一些企业、工厂也逐步开展影评活动了。如 1965 年，市机修厂

看完《农奴》后，在党支部书记的带动下，全厂共写了电影观后感 54篇在该厂

的《电影园地》中发表。

1987 年 10 月至 1988 年 1 月，为了活跃电影文化，北海日报社，北海广播

电台以及北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合举办了首届“北部湾影评有奖征文”。四

个月共收到影评稿件 257 篇，在《北海日报》、《北海影讯》和北海广播电台上

发表了 94 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有 17 名影评作者获得奖励，发给奖金

和荣誉证书。其中获一等奖的有：开源的《在美与丑的交融点上》，奖金 70元；

获二等奖的有：王戈的《令人深思与反省》、唐立鹏的《让社会都理解军人》，

每人奖金 40 元；获三等奖的有：方谷的《观影笔记》、梁绍标的《谁该上被告

席》、韦若水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黄益才的《不仅仅是娱乐》，

每人奖金 20 元。还有鼓励奖 10 名：顾文、肖蒙、宾祖人、封保华、李泽华、

张青石、陈纬业、覃勇、刘文凤、陈建海等。

1988 年 2 月 12 日，首届北部湾影评颁奖会在华侨宾馆举行。与会者几十人，

影评顾问曾伟强副市长和宣传部宁铿部长，以及市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的局长



都参加颁奖会。市电视台、北海日报社、广播电台均为此发布消息。

1988 年 4 月至 12 月，北海市电影公司又与北海市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第二届

“北部湾影评有奖征文”。颁奖会于 1989 年 1 月 14 日在福利大厦(今阳光大厦)

举行，有曾副市长、宁部长等 50多人参加。获一、二、三等奖的有杨衍家、梁

思奇、韩江初、王戈、韦奇才、陈建海、曾邑保等 7 位影评员。

1989 年，在广西区首届群众影评征文大赛中，王戈，陈建海分别获二等奖，

刘华获三等奖。王戈的影评《悬念迭设、险象环生》还获首届中国电影节全国

群众影评征文大赛二等奖。

1992 年，在广西区第二届群众影评征文大赛中，王戈的影评获二等奖。王

戈的影评《气势磅礴，意蕴深邃》在庆祝建党 70周年献礼影片全国群众影评征

文大赛中还荣获二等奖。

由于王戈在电影评论中成绩显著，故被吸收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其

个人传略还被收进《中国文艺家传集》影视卷。

部分年度影评稿件及影评员人数如下：

1962 年至 1963 年度，共收到影评来稿 1，200 篇，采用 340 篇。

1964 年，共收到影评来稿 8，361 篇，其中学生来稿 7，241 篇。该年召开

座谈会 8次，参加人数 216 人。各学校召开座谈会 125 次，参加人数 2，325 人，

写观后感及电影周记共 10，651 篇在学校园地刊出。

1965 年，人民电影院的《观众园地》平均 20天出版一期影评文章，共刊出

稿件 113 篇。

1979 年共收到影评稿件 120 篇，用稿 87 篇。

1980 年收到影评稿件 125 篇，用稿 50 篇。

1981 年收到影评稿件 147 篇，1982 年收到影评稿件 130 篇，1983 年收到影

评稿件 91篇，1984 年收到影评稿件 21篇，1987 年收到影评稿件 257 篇，1988

年收到影评稿件 300 篇 o

1982 年，全市业余影评员约 30人，1987 年新组建的影评组织共 34人，其

中影评员 28人，顾问 6人，曾发放过“北海业余电影评论员证”及“业务看片

兑换票”，以此为影评员提供了写作及观影方便。



北海影讯

北海影讯创刊于 1954 年，开初用油印印刷，1955 年改用铅印。初叫“每日

影讯”。“每日影讯”之前，电影院除从上级发行部门购买部分宣传资料外，建

国初还委托大众油印社、浦益印务局、钦州农民报的钦廉印刷厂、国光印刷厂、

北海印刷厂等单位印刷影片故事简述。一般是用 32开纸单面印刷。

“每日影讯”后来改为“北海影讯”。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北海影

讯》由人民电影院及红星影剧院联合编印，篇幅是四开单面。1979 年至 1980 年，

其篇幅及刊头都更换几次，有长 8开、双面印刷的，有 32开订成本子的，有 4

开单面印刷的等不同篇幅。刊头《北海影讯》四字，由空心的改为美术字，再

改为行书字等。《北海影讯》刊头字写得刚劲有力的，算是北海书法家苏善卿的

行书字。

从 1986 年底起，北海影讯改为 4 开双面印刷，也从铅印改为胶印，影讯的

内容及编排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87 年至 1988 年在广西区影讯评比中，

《北海影讯》均荣获广西区影讯评比一等奖(王戈编)。

1971 年前每月印发影讯 1，000 份，全部赠送单位，成本费 70多元。从 1971

年起改印 3，000 份，其中 2，000 份零售。1985 年以后改印 1，500，有部分零

售。

1963 年 5 月，北海农村放映二队曾创办《北海农村影讯》，开初用 8开纸编

印，后用 4 开纸印。影讯的内容有影片介绍、影评推荐，有电板扦图等。每期

印发 80至 100 份发至公社、大队、学校、农场等单位。从 1964 年起，《北海农

村影讯》改为《农村影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农村影讯》便停止编印了。

组织观众及放映普及

组织观众

所谓组织观众，就是电影院的干部职工，走出影院，深入到各单位去发动

群众购票看电影，或依靠电影业余服务员去组织本单位群众看电影。

1952 年，人民戏院成立时，组织观众工作便开始了。如 1952 年 4 月上映《白

毛女》时，一些职工便到单位去组织观众。1953 年，电影院开始组建电影之友(电

影业余服务员的前身)后，又依靠社会力量去组织观众。1955 年，电影之友得享

受八折购票看电影的优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电影院为映好革命现代题材影片，较频繁地开展

组织观众工作，并从工作中总结出几条经验：1、抓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

积极性，这是做好组织观众工作的保证；2、组织观众看现代题材影片，必须密

切配合政治中心，这样才能更好取得党政领导的支持；3、依靠当地党政领导的

支持，但不要有依赖思想；4、组织观众工作要做到三勤(勤跑腿、勤宣传、勤

学习)、二不怕(不怕碰钉子、不怕麻烦)、两善于(善于了解掌握情况及各战线

的各个时期的中心、善于依靠各单位领导解决组织观众中的困难)；5、组织观

众工作不宜过密，一般每月 1 至 2 次为宜。过密会使职工过度紧张疲劳，影响

效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电影院职工把组织一部影片观众的工作称作打一

次战役或打一次歼灭战。每一战役至少要经历选定对象、接受任务、开会讨论、

包干任务、宣传组织、送票上门、催收票款、收集效果、总结提高等一系列过

程。

打歼灭战组织观众的具体做法是：

一、根据三个原则选择影片组织观众：①、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②、根

据影片的政治质量及艺术质量；③、根据政治中心需要。确定影片后，就着手

制订组织观众计划，并请示党委宣传部审查定案。

二、组织职工学习，熟悉影片。采取事前指定专人准备向职工讲解影片内

容，充实职工的宣传本钱。

三、战斗动员。下达组织观众任务到组到人，包干负责送票上门。

四、建立汇报制度。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每日都

把每人组织观众的战绩用图表标示出处，以鞭策士气。

五、召开组织观众座谈会，收集反映，扩大效果。

六、总结战役成果，表扬先进，以利再战。

在组织观众中，电影院也注意依靠学校的电影业余服务员组织学生观看电

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学生场的人数约占全年组织观众人数的 30％，每

月约看 1 至 2 次。观影后，学校结合教学，组织学生漫谈，写电影周记。电影

院也开辟《少年儿童电影园地》，以利登载学生的影评稿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组织观众工作也较活跃，那时电影院



改变等客上门的“官商”作风，走出电影院去，送票上门到工厂、农村、渔船、

医院病房等。这样既搞活了电影经济、又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农村放映普及

北海市的农村放映普及工作，是从 1958 年 10 月开始的。当时，人民电影

院购买一台 54型 35MM 皮包机，到郊区建立六七个放映点，曾到过驿马、军屯、

地角、开江、高德、白屋、大官沙等地开展普及放映活动，由于电影队少，大

机放映成本高，因而电影放映普及率较低。

1962 年 9 月，1964 年 1 月，以及 1966 年 1 月，在这三个年度中北海市曾

成立了三个农村 16MM 国办放映队。

由于影片拷贝供应不足，湛江专区对放映场次采取限制和定场下指标的办

法，以此控制拷贝的使用寿命。1962 年下半年，湛江专区下达北海大机队 40场，

小机队 60场的放映任务。为有计划的安排放映，经请示北海镇委书记同意，北

海电影管理站曾将九月至十二月的放映场次直接下达到各公社。当时高德、西

塘、地角、咸田、外沙、涠洲等公社，每个公社每月控制在放映 10场电影之内，

有些只得映三、四场。

1963 年，全市约有 11万人，有 8 个公社，85 个大队，共设 20个放映点。

一年来，两个电影队(一个小机队、一个大机队)走遍了渔农村主要村落的 80％，

采用售票放映及包场的经营形式。售票点有 20个。

1964 年，根据中央及广东省电影工作会议精神，在农村要大力开展城乡电

影普及放映工作，使 95％的渔、农民能方便看好电影。广东省在东莞县搞放映

普及规划试点，并在全省推广其经验。9月，湛江专区电影管理站站长会议后，

陈维韬将省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向市委汇报。后来，市委宣传部，农村政治

部，水产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渔农村电影的放映，实行全面规划普及放映和群

众集资包场看电影的意见》，随后，由陈维韬、陈志才等五人组成北海市渔农村

电影普及调查规划工作组，到涠洲公社搞试点工作，历时一个月时间(其中学习

有关文件一个星期，普查九天，规划落实两天，签订合同四天)。

这次普及调查规划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1、训练工作组，武装思想，统一认识；

2、自上而下，层层贯彻、坚持思想发动；



3、深入生产队摸清情况，找出集资包场的适当办法；

4、制订全公社的普及放映规划；

5、落实规划，电影队与生产队签订放映规划合同。

在普及调查中，工作组做到紧密依靠各级党委及大队党支部开展工作；做

到放手发动群众，有事多与群众商量；做到既讲政策、又广泛深入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还编印“普及放映和集资包场”的传单、以及“普及放映好处多”等

顺口溜进行宣传发动，做到规划和收费相对合理。

涠洲公社试点搞好后，即在全市农村铺开普及放映规划工作，至 1965 年初，

全市农村基本落实放映“三定”(定映点、定场次、定收费)。

普及放映的收费办法主要有三种：

1、按每户人口多少和大小计算负担，预分时扣除；

2、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义务劳动，或搞副业收入；

3、根据农村工作条例规定，每个社员一年扣除一至两天的义务劳动工分。

放映点的类别及收费标准是：

一类点(1，500 人以上)每场收费 40元；

二类点(1，000 人左右)每场收费 35元；

三类点(500 人以上 1，000 人以下)每场收费 30元；

四类点(500 人以下或经济较困难的)每场收费 25元。

以上的收费标准，若按总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场负担 4 分钱。若按收费人

数计，平均每人每场负担 6至 8 分钱。

全市放映规划后，共建放映点 89个(包括售票放映点)，放映点的距离约 3

至 5 公里。1965 年，全市农村规划放映 530 场，观众 344，500 人次，放映收入

17，740 元。

1965 年，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普及规划放映。

1966 年，全市农村各公社、各大队的电影普及规划安排如下：

高德公社(全年放映 160 场)

开江16场 军屯18场 垌尾10场 赤东10场 赤西12场 包家16场 孙

东 12 场 东星 12 场平阳 18 场 横路山 18 场 马栏 18 场

西塘公社(全年放映 150 场)



西塘 12 场 西边垌 12 场 驿马 12 场 和兴 12 场 和平 12 场 共和 12

场 关井 12 场

龙潭20场 下村16场 曲湾16场 群和14场 咸田公社(全年放映50

场)

白虎头 14 场 咸田 14 场 电建 12 场 北背岭 10 场。

地角公社(全年放映 40场)

农丰 15场 大墩海 13 场 南沥 12 场

外沙公社(全年放映 30场)

独树根 10场 沙脚 8 场 岭底 12 场

涠洲公社(全年放映 90场)

盛塘12场 公山 12场 荔枝山12场 城仔12场 西角10场 竹蔗寮12

场西进 4场

后背塘 4场 百代寮 12场

各大队放映场次可根据群众方便设 1 至 3 个点放映，每个放映点全年要求

放映 4次以上。高德、地角、涠洲公社所在地售票放映场次另作安排。

1979 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前，农村普及放映的收费都是由生产大队及生产

队支付的，放映“三定”工作较易实行。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变

化，收费问题是电影队感到头痛的事。在 1980 年，农村映点普及每年约 10 次

左右，1982 年约 12 次。后来，农村民办队相继成立，农村放映场次相对增加，

但由于出现收费难的问题，农村队放映多以售票放映或婚喜事包场放映为主，

有些偏远的农村映点放电影也较少。

片租及票价

影片租价

1952 年至 1960 年，35MM 影片片款分帐，随影片质量不同而分帐不一样，

片方有占放映收入 30％、35％、40％、45％的不等。

从 1965 年 10 月 1 日起，广西区文化局将区内电影院划为三个等级。北海

人民电影院属一级电影院，放映故事片发行部门及放映部门的片款分帐各占

50％。合浦人民电影院属二级影院，电影院方占 55％，片方占 45％。放映科教、

新闻纪录片专场，片方占 30％，院方占 70％。



1963年 7月 9日，广东省文化局关于减少16MM放映队影片租金的通知规定：

为了减轻农村放映队的放映成本，促进电影放映活动的深入普及，决定自 1963

年 8 月 1 日起，减少电影放映队 16MM 影片租金。计原为有电地区每场收 16 元

减为 12 元，无电地区每场 12元减为 10 元，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映不分有电无电，

一律收 8元(如东兴、钦州等地)。

1966 年起，广西区五市的 16MM 放映单位，在有 35MM 电影院或对外营业俱

乐部的地区放映时，其片租为长艺术片 40 元，长纪录片 30 元，短片集 5 元。

若是农村放映队，片租：6元、5元、3 元三种。

1985 年下半年起，北海 16MM 片试行按影片的优劣等级固。定片租的办法。

一般分为三个等级：一类片收 50元、二类片收 25元、三类片收 16元(以场计)。

电影票价

我国的电影市场长期实行低票价政策。“文革”时期又大幅度地压低票价。

价格的扭曲既与价值相背离，也有碍于电影生产与电影事业的改造与发展。

1952 年，人民戏院的票价是：前座 0.1 元，中座 0.12 元，后座 0.15 元，

楼座 0.17 元，包场收 5折，集体收 8折，军人收 6折。

1953 年票价与 1952 年相同，但取消了中座的票价。

1953 年 12 月 12 日，中央文化部指示，鉴于目前电影票价较低，从 1954 年

起各地电影院票价可适当提高，并认为过去若干城市电影院的优待办法过于广

泛，今后除对军人优待外，其他优待逐步取销。

1954 年至 1955 年，人民电影院的票价为：前座 0.15 元，后座 O.19 元，楼

座 0.23 元，对包场及集体票价依然执行优待办法，电影之友 8 折优待。

1956 至 1957 年，人民电影院的票价为：前座 0.13 元，后座 O.17 元，楼座

O.20 元。

1958 年的票价是：前座 0.15 元，后座 0.20 元，楼座 0.25 元。学生场半折

收费，短片收 O.05 元。

1962 年，电影实行压缩场次，也取销集体票 8 折优待。广东省文化局规定，

16MM 片每张票 0.1 元至 0.15 元，35MM 片每张票 0.15 元至 0.2 元。编组发行的

新闻、科教、纪录片映出半小时(3至 4 本)的宽银幕一律收 0.1 元，普通银幕一

律收 0.05 元；映出在 1小时左右的(4至 6本)普通银幕收 0.1 元，宽银幕收 0.15



元。

1963 年，根据广东省文化局对票价优待办法，按北海情况作了如下规定：

①、凡集体包场，按满场或 1，000 人以上者，予七折优待；②、凡集体观众在

30人以上者，凭单位证明可获八折优待；③、“三八”、“六一”、“八一”等节日，

可给妇女、儿童、军人八折优待；④、儿童专场一律收八分，短片专场一律收

五分；⑤、荣誉军人、残废军人可给八折优待；⑥、学生包场(八成以上)，可

获六折优待，寒暑假或假日日场，凭学生证可获七折优待；⑦、电影院的业余

电影宣传员可获五折优待；

农村放映队的票价优待办法是：①、1.1 米以下儿童免票，1.1 米至 1.4 米

购买儿童票，16MM 为 0.05 元，35MM 为 0.08 元至 0.1 元；②、协助放映队工作

的民兵等电影业余服务员可免费入场；③、学生集体购票(30 人以上)给予七折

优待；④、农村五保户可以免费入场。

1964 年，人民电影院的票价为：前座 0.15 元，后座 0.20 元，楼座 0.25 元。

1965 年 10 月 1 日起，北海电影业务由广东省移交广西省管辖，从 11 月开

始实行新票价，并取销集体购票 8折优待，新票价比原票价略高。

1966 年，北海对渔、农民在星期三、星期五凭证明购票，可获优惠，每票

0.1 元，相当于优惠一半。7 月 1 日接广西区电影公司通知，凡观众购买 30 张

以上集体电影票，实行八折优待，但学生、渔、农民因已有优待规定，故不在

此列。

1966 年 9 月 11 日，中央财政部向国务院打了个关于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的

请示报告，说在文化革命中，红卫兵及革命群众纷纷提出取销文化娱乐税，以

利于电影、戏剧的生存和发展。以利于调整电影及戏剧的票价及文化艺术的深

入普及，财政部认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国务院经研究，于 1966 年 9 月 19 日

批复，同意财政部“关于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的请示报告”。北海市人委从 1966

年 10 月 10 日下文，通知市税务、财政及文教等单位，从 1966 年 10 月 1 日起

执行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

由于取销了文化娱乐税，从 1969 年起电影票价也相应降低，县级影院调为

单一票价 0.12 元。

1968 年，北海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通知，根据上级指示，在



农村放映《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和

《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等“革命宝

片”，每场收款 3至 5 元，在城市上映，有时不收费，但不准地、富、反、坏、

右分子观看。

1980 年，根据广西区物价委员会桂价字[1980］017 号文和自治区文化局文

电字[1980］5 号文件，对 35MM 电影票价作适当调整，在平均票价不变的原则下

按质论价，2月 27 日，北海文化局和物价科对我市 35MM 票价作了新规定。

这次票价变动从 1980 年 3月开始。

1984 年，中央文化部下发了 1278 号文件《改革电影票价的几点意见》，主

要是试行浮动票价，即实行影片质量的差价。规定每年可上浮十部左右娱乐性

强的好节目，上座率低的复映片也可向下浮动。这项政策，广西区从 198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行，上浮影片由 1985 年的 10 部增至 1987 年 48 部。

1988 年起，贯彻桂价字[1987］181 号文件，恢复执行文化革命前的电影票

价，使电影企业状况有所好转。

1988 年 7 月 5 日，自治区桂价字[1988]152 号文件对现行电影票价又暂作

适当调整，主要是在拨正文化大革命期间低基价的基础上，故事片向上调整 0.15

元，根据电影市场行情，电影票价基价首次试行时间差差价，还规定部分市、

县对部分影片节目试行最高限价。北海市的最高限价为 1 元(不包括短片专场及

空调费在内)。1990 年后，电影票价上升的幅度较大。

1952 年至 i958 年，单位定购电影票还可以赊销，规定在一定限期内将票款

付清。

技 术 与 设 备

技术力量及技术培训

建国前，放映员都是由电影院老板雇请的，放映操作较简单，一般没有经

过正规的放映业务培训。

1952 年初，北海人民戏院从广州雇请黄曦、梁伟、陈文三名放映师傅来放

映。1953 年 6 月，广西省派葛文洁、龙喜云、陈冠雄等三名有一定实践经验的

放映员接替广州师傅的工作。1954 年及 1957 年，陈冠雄、龙起云分别调走。在

此期间，王锡源，罗俊英跟班学习放映。1957 年，王锡源参加广东省文艺干校



第一期电影放映员轮训班训练。六十年代初，卢国秀、顾能英、杨慕琛三名女

同志也跟班学习放映。

1962 年初，广东省在东莞县召开电影管理站站长会议，布置在全省范围内

举行放映单位登记及放映人员四等八级技术考核工作。

北海参加考核的放映单位有：人民电影院(经考核合格)、北海 35MM 大机一

队(考核合格)、涠洲 35MM 社办队(考核不合格》。电影放映员参加考核的有 5人：

葛文洁(免试合格)、王锡源(合格)、蔡起源(合格)、卢国秀(不合格)、罗俊英(不

合格)、顾能英(不合格)、杨慕琛(因病不参加)。1963 年，因病不参加及不合格

的放映人员，经专区统一补考后全部获得合格证书。流动放映单位参加考核的

有王宗道、黄华秀、蔡仕文、龚起内等 5 人，其中映机及动机均合格的有 3 人、

放映机单项合格的 1人，动机单项合格的 1人。

通过技术考核登记，使放映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健全、也提高了放映人

员的工作责任感。放映设备条件也得到改进。如人民电影院原来用交流电放映，

由于电流不稳定，光亮度较差，还音质量又不好，通过考核后，放管制度促使

电影院要迅速安装直流整流装置等，从而大大提高了放映质量。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湛江专区对 18个县市的 183 个放映单位进行了技

术考核复审，北海两个小机队及人民电影院均被评为放映质量优良单位。

1965 年底，广西区文艺干校举办第四期电影技术检修班，培训 16MM 机的修

理人员。开初，北海派王锡源去，区文艺干校不同意，后派王宗道去学习一季

度。经学习考试，区文艺干校认为王宗道能修理中修范围内的故障，学习成绩

达到中等水平 o

1976 年底，温茂贵被派往南宁参加广西区电影公司举办的 35MM 放映训练班

学习半年。

1953 年至 1963 年，北海的放映技术骨干是葛文洁。1963 年至 1985 年，北

海的放映技术中坚是王宗道。1959 年，王宗遁曾在广州电影技术学校学习 2年。

1962 年 2月，他参加北海的电影工作，20多年来，他曾多次在市、地、自治区

举办的电影学习班担任老师，多次对放映设备进行技术革新，多次得到地区电

影分公司、广西区电影公司的好评，1982 年曾出席全区农村文化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1980 年至 1982 年，为了培训放映人员他先后在北海主办了三



期 35MM、16MM 放映员训练班，采取边学习、边工作的办法，每期时间约 4至 5

个月，培训了放映人员 70 多人(包括外系统)。1985 年 10 月，王宗道不幸因车

祸丧生。

1973 年至 1974 年初，王怀雄，王德钦分别参加钦州地区电影分公司举办的

放映员初训班学习一季度。1976 年，王怀雄又参加钦州地区电影分公司举办的

修理员训练班 10个月。

1979 年，派张裕贵到广西电影技校参加 35MM 机放映学习班一期，约一季度。

1980 年，谭秀珠参加广西区电影公司举办的检片学习班一期。1979 年，陈

洁琴参加钦州地区电影检片学习班学习一个多月，1987 年，陈洁琴又参加西南

五省在四川举办的电影发行学习班一季度并取得结业证书。

1986 年至 1987 年间，郭庚镇、温茂贵、祝泉寿、陈敏秀、王怀雄曾分别到

广西电影技校进修放映技师 1至 2个月，并分别得了技师证。

1988 年，北海共有放映人员 42人，其中技师 5人，一级放映员 4人，二级

放映员 5人，三级放映员 3人，捡片员 3人。

技术革新及设备更新

1963 年，北海人民电影院增设了一对硒整流，改善了放映质量，同年还改

装了一台炭精幻灯机。

1965 年，人民电影院机务组做了一台自动拉幕机。

1978 年 7 月，地角电影院的放映机改装了水冷片门。

1979 年，修理员王宗道学习外地先进经验，试制了一台自动倒片机和五自

动放映装置，这两项革新成果，曾被刊登在钦州地区电影分公司办的《情况交

流》上。五自动放映装置是：自动发出过机讯号；自动启动对机马达；自动点

燃放映光源；自动倒换声光；自动停机。

安装“五自动”放映装置后，大大提高了双机交替放映准确性，减轻了放

映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放映质量。

1979 年下半年，王宗道又进行电子程序自动放映试验，实现一条龙放映。

就是说，放映员只要合上总电源开关，便能自动进行映前宣传，自动关闭宣传

设备电源，自动启开扩音机电源，自动拉开银幕前布幕，自动关闭场灯，放映

结束后，自动进行散场后的宣传和关闭电影扩音机电源。这是向放映现代化迈



出可喜的第一步。

1980 年，王宗道成功地改革了提包机的放映光源，把原来的溴钨灯改为铟

灯，提高了放映光亮度，成为钦州地区第一个使用这种新光源的放映单位。同

年，还将人民电影院的扩大机光前级，由原来的光电管改为硅光电池，稳定了

还音质量，降低了放映成本。

1982 年，人民电影院的座机由炭精机改为氙灯机，随后几年，露天、滨城、

地角等影院的放映机也相继改为氙灯光源。

1984 年，人民电影院的 3，000W 氙灯改为 4，ooow(瓦)，改装了三用(宽、

遮、普通银幕)标准化银幕框架，可放宽银幕立体申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