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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位基层放映

员，他在四川宜宾的山路

上奔波半生，七十高龄，仍

然战斗在基层放映和维修

第一线。从上世纪60年

代的“天之骄子”师范生到

一名电影放映员，51 年

来，他维修过 8.75MM、

16MM、35MM等不同制

式、不同型号的流动放映

设备，见证了中国农村电

影放映设备运输方式从肩

挑背扛到自行车、三轮车、

摩托车、汽车的发展历程，

更经历了电影放映从胶片

时代到数字时代的每一点

变化。他是四川宜宾映三

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的一名放映员、维修

员，他叫辛正林。在四川

省电影人的抗疫宣传中、

在宜宾电影行业复工的检

修工作中，处处都有辛正

林忙碌的身影。

辛正林说：“我们这一

代人有一个工作就想一辈

子把这个工作搞好，从来

没有想过要转到其他行业

上去。”他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一辈子做好

一件事”，这不就是我们这

个行业最需要的工匠精神

吗？

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者在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攻坚克难，转变思路，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推动工作有序开展。

公共卫生题材影片成为订购热门

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已成立数字院线

333 条，本周约 20 条院线订购了 300 余部影

片，共计30000多场。截至2020年4月3日，数

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显示共有可订购影片约

4000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150 余

部。受疫情影响，公共卫生、健康饮食等题材

影片近期获得多地院线的关注，本周《传染病

为什么成了现代热点》、《流感是怎样“杀人”

的？》、《滥食野生动物危害大》、《可可小爱之疾

病预防》等科教片订成为订购热门。

目前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院线可订

购一些健康防疫类科教片，进一步提升农村群

众的健康防护意识，助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此外，各地还可根据实际需求订购紧密联系群

众日常生活的影片，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观众学

习科学知识、提高生活质量。

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国家电影局协调财

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部门，研究推出免征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其他财税优惠政

策。同时，加大对重点影片的创作和宣发支持

力度，指导各地出台帮扶电影企业纾困发展的

政策措施。

日前，山东省电影局印发《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 推进农村电影工作开展的通

知》，对 2020年度农村电影工作提出新要求。

一是要求山东全省明确任务目标，提前编制

2020年农村电影购买服务计划。二是要求强

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放映服务水

平。三是要求重视教学培训和影片选订。其

中在农村电影购买服务计划方面，推荐了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健康饮食生活等影片共计60余部。

四川公益放映员变身文明祭扫宣讲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员是抗疫宣传员，春季火灾防控时期，放映

员们又变身为防火宣讲员。

因3月30日四川西昌突发森林大火，防范

火灾再次成为近期宣传重点。本周适逢清明

节，四川省广元市有关部门对祭祀方式和祭祀

地点进行了规定，提倡献花、植树、朗诵、折纸

船、"天堂信箱"、网上祭奠等文明祭祀方式。

广元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往年清明节

前半个月就会组织森林防火防灾科普影片公

益放映活动。今年受疫情影响放映活动无法

开展，院线就积极转变角色成为义务宣讲员，

宣传文明祭祀。

广元惠民院线第一时间召开“科学防疫，

文明祭祀”宣传活动视频会议，组织辖属所有

放映员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利用流动放映

车和喇叭加强文明祭祀、森林防火知识的宣

讲，印制文明祭祀森林防火宣传单让大家分

发，进一步加强乡村老百姓对新式祭祀方式

的了解，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焚香烧纸带来的

火灾隐患。

此外，本周多地继续开展公益电影网络视

频培训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电影局组织公

益电影业务技能培训，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为

各街道、乡镇、行政村公益放映点的放映员传

授电影放映等技能。据悉，培训将在全市近

6000 名公益电影管理干部、基层放映员中逐

步展开。同时陕西铜川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

公司针对放映机的日常保养、维护与故障排除

等专业知识进行了网络视频培训，并将放映培

训资料电子版下发至各区县放映员，要求各放

映员在培训后写 1000字学习心得，巩固此次

培训的相关知识。

除了网络视频培训，建议各地院线还可

组织开展影片订购、放映设备维护等复工复

产复映准备工作，待公益放映重启之时，向广

大农村观众提供好服务，确保农村电影放映

顺利进行，将更多优秀的电影节目送到农民

群众家门口。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
文/

本
报
记
者
郑
中
砥

四
川
宜
宾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员
辛
正
林
：

用5 1

年
电
影
生
涯
诠
释
电
影
工
匠
精
神

今年 4 月，辛老将迎来他七十岁

的生日。这位在电影战线上奋战了

51 年的老战士仍然步履不停地走在

他的电影路上，“我对电影技术、电

影事业真的是非常喜欢，只要单位

有需要我就会接着干”，辛正林心中

对电影事业赤诚的爱让人动容。

五十多年的从业经验，辛正林心

中深怀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也看到

了公益电影放映中设备老化、缺乏

专业技术人员评级体系等亟待解决

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辛正林提

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要缩短公

益电影放映设备的更换周期，“我们

目前用的绝大多数设备还是 2008 年

的设备，虽然当前能够维修使用，但

是十多年用下来，设备老化程度极

为严重，缩短设备更换周期势在必

行。”第二点，辛正林提议建立完整

的流动电影放映员评级制度，“我们

八十年代的放映员要考等级证，从

四等放映员到一等放映员，从技师

到高级技师，国家都有一套完整的

评定标准。但是目前流动电影放映

员缺乏专业化、标准化的评判体系，

自然也难以全面提升技术水准。”

古稀之年，辛正林的愿望是尽快

带好接班人，自己能够回家颐养天

年，“家人也都希望我早点回家休息

了”。话虽如此，但辛正林始终放心

不下他挚爱一生的电影事业，他将

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徒弟身上，“说老

实话，人的年龄是有限的，我今年满

七十了，我的工作重点除了在技术

上提供保障以外，要重点培养我的

徒弟，希望他能很好地接我的班，等

他成长起来、独挡一面后，我也可以

放心回家休息了。”

嘴里说着“放下工作”、“想休

息”，但辛正林的心中仍深深眷恋着

这份事业，“我放电影、修机器，跟电

影打了 51 年交道，一辈子就干了这

么一件事。我爱农村，我也爱农民，

只要老百姓喜欢看电影，在当前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我愿意在我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为公益电影放映持续

提供技术保障，为我们宜宾映三江

这支中国竹都红色文艺轻骑兵公益

电影宣传队争光添彩。”

在辛正林 51 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做过影片放映、影院管理、设备维

修等多个岗位，而其中，放映设备的

维护与检修更是辛老的“绝活”，宜

宾映三江数字院线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健赞叹：“没有辛老师修不好的放

映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辛

正林负责当时整个宜宾地区 18 个县

市电影院设备的维护检修以及年度

审验工作。无论是机器老化还是零

部件损坏，这些故障设备在辛正林

手中总是能够重新恢复运转。“老化

报废的设备，我会一一拆卸收集下

可用零部件，这样就能解决一部分

国外放映机零部件难以调配的困

难。”辛正林说。而事实上，这种庖

丁解牛般拆分重组机器设备的能力

从辛正林儿时就已经初现端倪了，

“我小时候就对机械电子元件很感

兴趣，家里的无线电、录音机、电视

机都被我拆开重装过，机电类的东

西我一直非常喜欢”。恰是这种自

小的兴趣与锻炼，无形中助推了辛

正林的放映设备维修工作，“很多设

备没有配备维修手册和电路图、没

人会用，那我就一点点试、一点点摸

索，我学会了再教给其他人。”辛正

林对不同设备都有着丰富而深入的

了解，他是宜宾地区电影设备维修

的专家。“因为有辛老师在，我们的

设备就算出了问题一般也不用返厂

维修，一般在辛老师这里就能快速

有效地解决”，曾健告诉记者，“也正

是因为这样，辛老师刚一退休就立

刻被返聘回来。”

自 2008 年实施农村公益电影工

程以来，宜宾全市 160 余套流动数字

电影放映设备的技术培训、维护修

理工作全部由辛正林负责。十余

年来，经辛正林维修的设备几乎全

部得以恢复，宜宾映三江公司只有

两台设备因损耗严重而宣布报废，

而正常流动放映设备的使用年限是

5 年。

在当前为电影行业复工复产而

进行的放映设备检修与维护中，辛

正林再次披挂上阵，带着徒弟一起

对全公司设备进行检修，确保疫情

之后所有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1969 年，19 岁的辛正林从四川

宜宾师范学校毕业。从小就喜欢跟

着大人去看露天电影的辛正林，在

看到宜宾屏山县电影管理站招收流

动电影放映员的消息后，立刻填报

志愿，成为了一名放映员，自此开始

了他与电影的一生情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放映设

备非常笨重，“当时我们使用的流动

放映设备是长江型的 16MM 放映机，

一套设备有几百公斤”，辛正林回忆

道，“三个人合力也还是抬不动”。

由于设备笨重、通讯不畅，当时的一

支流动放映小分队至少由一名放映

员、一名发电员和一名组织联络人

三位成员组成，每次从一个公社转

到下一个公社，总需要找老乡帮忙，

大家合力肩挑背扛地把数百公斤的

放映设备转送到下一个放映点。“当

时交通不发达，基本全靠步行，每一

次下乡放映，起码要半个月甚至一

个月”，辛苦并不能减少辛正林对电

影事业的热爱，他担心的是放映设

备老化、胶片老旧、灯泡亮度不够等

诸多技术因素造成的放映品质低

下。但辛正林担心的这些问题对于

四五十年前的电影观众来说显得

“微不足道”，电影放映队进入公社

的每个晚上，天还没黑村民们就搬

着小板凳、带着凉席，坐在平日的打

谷场上等待夜幕降临、电影开场。

“虽然放映条件艰苦，但是农民们真

的爱看电影，每到晚上都有很多邻

近村落的村民打着火把、赶山路来

看一场电影”，回忆着当年男女老少

扶老携幼看电影的场景，辛正林心

中充满感慨，“那时候条件苦，放一

场电影是十里八乡难得的娱乐活

动，现在条件好了，农村电影放映却

没有当年的盛况了”。

迈入八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辛正林见证了“影剧院的爆发

期”。一批优秀国产影片得以复映、

新片涌现，电影《女篮五号》、《阿诗

玛》、《刘三姐》等一票难求的景象让

辛正林至今难忘，“农村放电影平均

能有三四百个观众，但电影院一千多

个座位，基本每场都能全部坐满。”放

映条件的改善、观众的增多都让辛正

林备受鼓舞，“电影机光源从白炽灯、

气体灯、氙气灯到激光，电影画面亮

度和色彩还原度越来越好。”

◎放映员，辛正林与电影的情缘

◎维修员，把维修工作做到极致

◎ 50余年电影梦，致力培养后来人

辛正林（中）在给放映员进行影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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