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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竞程

今年疫情期间，我和所有影迷一样，翘
首等待电影院开门的那一天。

直至7月，电影院终于开门了。我戴着
口罩、帽子，兜里揣着消毒水，将自己“武装”
了一番才奔向电影院。按照要求，观众需要
间隔着坐，就这样也挡不住我每周想看电影
的心。

这个月底，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即
将在郑州举行。这对于河南的影迷来说，是
件值得欢庆的事情。往年的电影节，都是通
过电视来看，想到此次的电影节在家门口举
办，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犹如自家办喜事
一样。

昨天下班途中，我在等公交车的时候，
看到站台的广告牌上有“观影惠民季”活
动。原来，为了烘托气氛，丰富和活跃大众
的周末生活，政府和平台、院线一起给喜爱

电影的人们发放的福利。于是我毫不犹豫
掏出手机，分别在“郑好办”APP、淘票票平
台、猫眼平台领取了6张优惠券。想想，这个
月不仅能看到免费的优秀电影，还能以更优
惠的价格看到正在上映的影片，心中一阵欢
喜。

匈牙利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
说，电影艺术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各地
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思想方式，它使
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向着一体化、向
着世界大同的方向迈进。

生活中，很多人和我一样平静无波地过
着寻常日子，于是我们就在观影中向往“别
处”，在那些节奏紧凑、惊险的动作、悬疑影
片体会刺激，在欢乐的喜剧片中追求身心的
愉悦和放松，在文艺片中体味温暖与感动。

国内优秀影片的制作者们，也在不断努
力拍摄更多影片，使得我们的平淡生活增添
了丰富的情趣和快乐。

昨天，老友小莫打电话说，他已经用优惠
券在家附近的奥斯卡影城看了最新上映的

《花木兰》，周末再陪着父亲一起去看公益电
影《永远的焦裕禄》。最后还不忘套用流行
语：“这个月简直是我们的观影福利月啊，‘真
香’。”

电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补充和调剂。
小莫的父亲及祖父都曾参与过红旗渠的

建设工作，小莫也陪父亲多次去参观红旗渠
纪念馆。一听说周末有公益电影《永远的焦
裕禄》，小莫觉得无论如何也要陪着父亲一起
看。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原的电影行业日
渐蓬勃。除了遍地开花的影城、影院，本土优
秀影片也逐渐多了起来。作为“国际郑”的一
员，也在深刻地感受着电影行业的发展。

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与电影行业水乳交
融，赋予其开放、创新的气质。每一部本土
电影，每一个影迷，每一个博物馆里的电影
物件，都讲述着中原电影的故事。

不管是精彩纷呈的新电影，还是带着温
情记忆的老电影，我们都可以从那一帧一帧
闪过的画面里，找到属于我们的记忆与生
活，属于这座城市的奋斗之路。6

□李阳

早上吃完早饭，先在小区里散步，回来刚好八
点半。我打开电视，浏览此刻的电视节目。恰巧
电影频道准备播放《枪访要塞》，这是上世纪90年
代的一部老片子。

看着熟悉的电影画面，我记忆的闸门打开了，
又回到了年少时光。

我出生在豫西南一个偏远的村落。儿时，村
里的文化生活特别单调。很多时候，都是和小伙
伴到处跑着玩，或者去村东头的李木匠家蹭收音
机听。要是赶上十里八村因红白喜事放电影，我
基本上是场场必到。

一旦得到“影讯”，晚饭吃得格外迅速，然后催
促着大人一起，三五成群地朝着目的地进发。乡
村的夜晚，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有时候道路泥
泞，有时候天空飘着雪花……但不管天气怎样，都
阻挡不了我看电影的步伐。

聚光灯投射在方方的银幕上，我们坐在露天
的麦场上，古今中外悲欢离合的故事轮番上演：
《卷席筒》《朝阳沟》《卖花姑娘》等影片将我的目光
紧紧地吸引住了。忘记了看不清道路摔疼的双
腿，忘记了刚下过雨沾满泥巴的双脚，忘记了地上
铺满积雪天寒地冻……跨越时空的电影，打开了
一名乡村少年认知多彩世界的窗口。

邻居们都知道我爱看电影，有时候会故意逗
我。刚吃过午饭没多久，便对我说某某村里晚上
放电影。我一听说有电影便来劲儿，缠着正在做
针线活儿的母亲赶紧做晚饭，好早点去看。大家
一看我这样不禁逗，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看电影离家比较近的时候，我和伙伴们便轻
装前行。到了放映场地，或找块砖头，或拽把麦
秸，垫在屁股底下，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有时
候，距离比较远，步行走到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场
了，正面已经没有位置，只好坐在背面看。这样一
来，字幕刚好相反。即使这样，也不影响我们看电
影的兴致。

记得上初三时，学习非常紧张。一天晚自习
后，好长时间没有看电影的我经受不住同学的蛊
惑，一起跑到邻村过了把瘾。结果第二天上课时，
我打起了瞌睡。睡得东倒西歪，最后没忍住趴到
桌子上睡着了，口水将语文书拓湿了一大片，最后
被老师揪着耳朵叫醒，引得同学哄堂大笑。

看电影多了，年少的我也有了自己的梦想。
看了《地雷战》《地道战》《渡江侦察记》等战斗片，
我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狠狠地打击敌人；看了
《少林寺》《白发魔女传》《武当》等武打片，我想去
少林寺学武术，除暴安良……虽然这些梦想最终
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我知道了是非曲直，真善美的
种子在我的心田牢牢扎下了根。

新世纪之初，我在婚房里装了有线电视，打开
电影频道，坐在家里就可以看电影。2008年，我
买了电脑联了网，电影资源更加丰富。2015年，
我使用了智能手机，打开移动网络，可以随时随地
看电影。

今年春节前夕，我带着全家在电影院里观看
了《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等电影，吹着暖气，吃
着零食，3D 画面有很强的代入感，让人身临其
境。年少的孩子们尽情地享受着文化大餐，他们
根本不会想到，当年自己的父辈要东奔西走去看
露天电影。

不管观影的方式如何变化，我对电影的热爱
一直没有变。通过《战狼Π》《红海行动》《流浪地
球》等票房口碑俱佳的电影，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
电影不仅提升了国际地位，扩大海外电影市场，同
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对年轻一代人起到了
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桥梁作用和弘扬民族精
神的教育作用。6

□本报记者 胡春娜

金秋时节，中原又逢喜事。

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即将在郑

州举行。

百年前，在卢米埃尔兄弟仅

仅 50 秒的影片《火车进站》中，

火车从银幕右上方的最深处远

远驶来，“冲向”银幕前的人们

时，很多人都仓皇躲开。谁也没

有想到，时至今日，人们带着

VR、3D 眼镜，努力用各种高科

技手段，让自己在影院中体验身

临其境的感觉。

回顾电影发展史，至今也不

过百余年，但这亦是人们生活中

光与影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段。

这期间，中国电影产业、中国观

众始终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力量。

原来，那辆冒着蒸汽的火车，

早已“驶入”我们的生活深处。2

下了班，想放松，看电影是最佳
娱乐活动之一；小情侣拿着爆米花、
牵着手走进影院，度过甜蜜时光；周
末，三五友人、一家四口将电影时光
作为休闲主打项目，既满足了孩童的
好奇心，大人也能从电影院回来找到
又一个讨论的话题；就连很多人投简
历，在兴趣一栏中，不知道填什么的
时候，“看电影”总是最佳选项……

电影，贯穿在每一个人的生活
里。

在三门峡市湖滨区天鹅湖湿地
公园附近，李鸿雁将自己的“最爱”安
置在了这里。门口几个有关看电影
的雕塑，屋内的一层装满了电影海
报、胶片机以及有关电影的各种物
件。后来，实在是太多了，就将二楼
的一个房间腾出来，用于存放他从全
国各地淘来的《大众电影》《看电影》
《环球银幕》等杂志、书籍，按照年份
一一排列起来（下图）。

“之前和爱人出去旅游，到一个
城市，一定会去旧书摊，一准儿能找
到好东西。”李鸿雁笑着说，后来他学
会从网上淘旧书，就又多了一个收集
有关电影物件的途径。

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第一份工
作。毕业那年，他被分配到电影院当
放映员，和同事一边工作一边把能看
到的电影都看了个够。“那些黑白影
片、手摇式胶片机以及上山下乡放电
影，都是我记忆里最深处的回忆。”

后来，他离开了电影行业，但是
一直将其作为爱好，除了看电影，就
是收藏与之有关的海报、杂志、零
件。前些年，他开始在家门口免费放
映露天电影。

一到周末，来逛公园的人，可以
在他的门口休息、看电影，并
逐渐成了这座城市里很

多人的周末休闲项目之一。
疫情期间，电影院几乎暂停观影

活动，人们将观影娱乐需求从线下转
为线上。大家都宅在家里追剧、刷综
艺节目、看线上电影。其间，很多人
都在盼望走出家门“去电影院看电
影”。

当下，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娱
乐的一种重要方式。

为了丰富居民的周末时光，很多
社区也会根据情况在小区内放露天
电影。

郑州市金水区的押砦社区，经常
联系管辖小区内的物业，携手为居民
放映红色电影、历史题材电影以及优
秀国产动画，如《邓稼先》《集结号》
《宝莲灯》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一方面建立融洽的邻里关系，推
动居民建立良好文明风尚，另一方面
居民在活动中可以分享这些年国家
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发展的成果。

为了让更多的人回顾经典影片，
感受历届百花奖影片的时光魅力，郑
州市将选取 101个场地于 9月 23日
至25日开启“全城星空放映”模式，为
广大影迷举行公益放映。

资深影迷王刚得到这个消息后
激动地说：“平日里我非常喜欢看电
影，影院的年卡是年年办，碰见社区、
街头放电影，我都会停下来观看。这
次电影盛会的‘福利’太棒了！”以前
他就希望能在家门口享受到电影节
的饕餮盛宴，这次如愿以偿了。

9月 12日，在郑州市金水区中州
大道黄河路金成时代广场 10号楼的
2层，预约前来参加“我家电影快乐
观”观影活动的市民正在排队领票等

待入场，播放的影片是《仁医胡佩
兰》。

家住在金成时代的小区居民姚
洛平早早听到消息就来到现场，看完
后很是感动。她因为女儿小时候体
弱多病，几次去找胡佩兰医生看病，
老人的朴实、医生的仁德，都让姚洛
平非常钦佩，往昔的点滴也浮现心
头。现场还有很多观众对记者说出

“希望多在郑州举办电影节”的心声。
同时，在郑州市二七区的锦绣山

河星润大厦，正在上映《全能囧爸》，
张轶带着孩子一起去观看，并在朋友
圈称赞道：“郑州越来越时髦了，家门
口的电影随便看。”

影片结束，记者电话连线，他高
兴地说：“此次‘我家电影快乐观’周
末观影活动太好了，每个年龄段都能
在周末找到适合或者喜欢的电影。
不仅丰富了大家伙的文化生活，也让
孩子们对本土优秀电影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对此，郑州奥斯卡 CBD 激光影
城负责人黄珊认为，这场活动不仅让
人们在家乡全方位享受电影盛宴，也
能充分发挥各个影院和影片的品牌
效应，加强传播，更能很好地整合社
区活动、影院粉丝群等公益资源，为
河南本土的电影行业发展提供了沃
土。

走在郑州市区，机场、高铁站、市
区主干道、住宅小区，电影节的户外
广告深入“寻常百姓家”。加上郑州
的美丽秋景，让盛会的气氛日渐浓
郁。2 （胡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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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海报里的“金鸡”“百花”

展出地址：郑州市顺河路与城东路交叉口西南角升达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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