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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起始：月宫电影院

境内电影起源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当时东山基
督教堂外籍牧师带来一部法国“百代”牌9.50毫米手摇
电影放映机及系列无声影片，在东山、胜利路两处基督
教堂映出，放映时间在1分钟左右（该机现存烟台博物
馆），此为烟台电影放映之始。上世纪20年代，以经营为
目的的电影院相继建起。新中国电影院的前身是英国
商人开办的仁德洋行于烟台山东侧领事路（烟台邮政局
北）建造的月宫电影院，1932年开始营业。影院专为外
国侨民服务，放映无声电影。放映的大多是美国好莱坞
公司影片，如《最后一幕》等。特等座位票价大洋四角，
普通座位二角，儿童一角。后因影院房舍狭窄，不利于
经营，又与德国商行道孚洋行联合开办，新址设在历新
路（现烟台山公园大门西侧处），仍然放映无声电影。放
映过的国产无声片有《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千里送
京娘》《关东大侠》《红蝴蝶》《飞将军》《女勇士》《晨曦》
《查瑞龙》等。

烟台先志中学，是二十年代我市唯
一一处国人自办的中学。她于 1922 年
秋创立，1927 年与渤海中学合并为“东
海中学”。

先志中学的创办，始于益文学校的
一次罢课。益文学校是美国基督长老会
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校长是美国
人毕维廉，有外籍教师20余人，教材多
为外文本，年级分为十二级，半年一学期
为一级，读完十二级考试合格方能毕
业。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帝反
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革命思潮影响
下，益文学校进步师生反抗帝国主义奴
役、摆脱教会控制的要求日益炽烈。
1922年秋季开学后的一天，当一个穿着
时髦的外国女教师步入十一级教室时，
学生张作臣突然喊了声“好！”同班学生
洪堂大笑，惹怒了这位老师，她找到学校
教务处，坚决要求严肃处理该生。学校
当局偏袒外籍教师，立即决定开除张作
臣。学生会以张作臣平素忠诚老实，从
未违犯校规，而校方仅据此一端将其开
除，处分过苛，于是派代表向校方要求，
鉴于他一贯遵守校规，照顾他临近毕业，
建议只给予“记大过”处分。校方执意不
允，因之发生争执。学校当局在盛怒之
下不仅置学生意见于不顾，更将学生会
会长及代表约七、八人全部挂牌开除，毕
可顺（即毕克立）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个
别的十二级应届毕业生。这种粗暴的压
制，激起了学生强烈的义愤，进而掀起全
校的大罢课。当时学生情绪激昂，非暴
力所能制止，除十二级个别即将毕业的
同学外，其余住校的同学全部携带行李
与走读生离开学校。校方采取紧急措
施，持枪把守校门，不准出入，住宿的同
学便由校南小路潜行搬出。罢课的学生
200余人商定自办学校，后在三马路寻到
临时校舍，请李凤梧先生出面维持，成立
先志中学，聘请教师上课。后来迁至南
山路恤养院对面的一所房屋，因为那时
住校生很多，又把校南近邻林泗亭先生
的“爱吾庐”租下作为学生宿舍。学生的
组织名为“敬业乐群会”，会长和干部人员每年改选一次。聘
请于范亭任校长，李剑庵为教导主任，设商科和普通科，重加
整顿，颇见发展。后以校舍仍不敷应用，商得本地原十三村
的同意，租到毓璜顶山上的一处范围较大的校舍（现在的警
备区院内）。本来准备在那里办一所中学，校舍建成后，困于
经费不足，未能开学。“先志”迁至新址后，总算安顿下来了。

1925年6月，先志中学学生会——“敬业乐群会”接到上海
学生联合会发来的传单，宣告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残害纱厂中
国工人，杀死工人顾正红，激起学生的公愤。上海全市学生联合
起来，提出强烈抗议，号召全国学生踊跃参加这一反帝爱国运
动，一致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工人的罪行。先志中学学
生会首先响应，邀集烟台中小学学生在市府街潮州会馆（原进德
会，现址无线电六厂）召开誓师大会，主持大会的是先志中学学
生会会长牟崇牺，有“益文”及“先志”等中学学生代表发言，他们
的讲演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大大激发了入会学生的爱国热情。
会后，全体学生列队游行示威，各校俱以鼓号前导，沿路发传单、
呼口号，口号之一记得是“英日残杀同胞，国人性命不保”。那天
下着蒙蒙细雨，游行学生毫无惧色，冒雨前进。当行至烟台山
时，小学队伍停在山下助威，中学队伍整齐严肃地登上烟台山。
经过英、日领事馆门前时，故意放缓步伐，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有的把传单抛进领事馆墙内。领事馆门前虽然都设岗守卫，但
在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面前，也未敢有何行动。学生精神
饱满，情绪激昂，不可遏止。

此后，“先志”学生会在校方支持下，又组织全校学生分组下
街宣传。每组十余人，由小组长率领，深入大街小巷，宣讲“五
卅”惨案经过，唱爱国歌曲，呼抗日口号，激发群众反帝爱国热
情，直忙得连学期考试都未举行，整个暑假也未休息。

1927年，先志中学成立五年后，山东督办张宗昌委其部下
高凤和来烟任东海道道尹。高凤和派人到先志中学搜捕国民党
员，查抄了学校档案和学生宿舍。教务主任崔唯吾时为烟台国
民党领导人之一，来“先志”后在师生中发展了不少党员，如张敏
之、赵鸿功等人。因崔于事前得知缉捕消息，已通知大家于当夜
出走。那伙人在校闹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学校却因此无人主
持，秩序紊乱。高凤和派他的参谋长周竟新出任校长。其时渤
海中学（原商业学校改建的）也无人主持。秋期开学时，便将两
校合并，取名为“东海中学”。1929年省立第八中学由蓬莱迁来
烟台，与东海中学合并，称为山东省立烟台第八中学，故烟台八
中实乃三校合并而成，仍设在毓璜顶原“先志”校址。1934年又
改为山东省立烟台中学。

新中国电影院的前尘往事
□刘烟生

位于芝罘区朝阳街的新中国电影院曾是胶东开业最早、规模

最大、设施最先进、放映影片最前卫时尚的电影院之一。现今50岁

以上的烟台人恐怕都在这儿看过电影。那时，或许是父母带你去

的，或许是学校统一组织去的，再或是你和初恋女友相约牵手而

去，就连农村青年男女处对象，也要揣着家长卖鸡蛋攒的几角钱，

翻山越岭赶几十里山路，到市里新中国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否则那

就枉谈了一场恋爱。到如今，也许你看过的电影名字已记不清了，

故事情节也模糊了，但是我敢说，你初次踏入影院的激动心情，

今生今世都不会忘怀。

1950年年初，烟台市政府尚未予以接管，影院职工
迫于生计，自发组织营业，改名为“新光电影院”，由汪有
义、栾云生负责经营管理，片源来自青岛市电影公司。
此时，福禄寿电影院也难维持经营，经协商并入新光电
影院，年底新光电影院改称为“新中国电影院”，于1951
年开业，首次放映国泰影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裙带
风》。1952年，影院改属国营单位。上世纪50年代，放
映较多的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人新事和反特影片，
如《五朵金花》《两家人》《云雾山中》《铁道卫士》《国庆十
点钟》等。1960年，影院投资改建观众厅内通风设施，
安装双机自动化交接放映程序，片源来自烟台专区电影
公司。上世纪60年代，那是个英雄人物在银幕上栩栩
如生的时代，至1965年，主要上映国产故事片《南征北
战》《小兵张嘎》《英雄儿女》《董存瑞》《上甘岭》《柳堡的
故事》《南征北战》《红日》《打击侵略者》《地雷战》《地道
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黑白战斗故事片等，
另外还放映《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早春二
月》《女篮5号》《舞台姐妹》《年青的一代》等喜剧、爱情
生活片等。

1966年，观众厅内全部换成铁腿木椅，座位为919
个。1973年9月，影院实现35毫米电影放映机供、收、倒
片轴的“三轴统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国产故事片除了
放映《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其他故事片
一律禁演。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主要上映国产新闻纪录
片，苏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故事
片，影片中许多台词成了社会通用语言，如“大家不要挤，
让列宁同志先走。”“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特别
是《列宁在1918》中，有芭蕾舞《天鹅湖》的片段，四个靓
女穿着超短裙扮演小天鹅，在柴可夫斯基的优美旋律中
翩翩起舞，深深征服了烟台观众。这些镜头当时属于“封
资修”性质，却没有被删掉，属于奇迹。尽管这段戏只有
一分钟，可许多人多次看这部电影，都是冲着这个片段去
的。阿尔巴尼亚影片应该说还是有水平的，如《宁死不
屈》《脚印》《战斗的道路》等，情节不落俗套，出人意料，悬
念跌宕，动人心魄。但是因为导演运用欧洲国家蒙太奇
手法切换镜头多，叙事采用多线条方式，令当时的烟台人
不适应，也不能全看明白。如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在电
影里讲了只七个人的故事，作者本意是铜像代表千千万
万没在电影里出现的游击队勇士，可是观众对这种费劲
的琢磨和推演，有莫名其妙之感。相比而言，由于中朝两
国文化和现实差异不大，朝鲜电影备受推崇。如《摘苹果
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永生的战士》《金姬和银姬的
故事》《一个护士的故事》《看不见的战线》等，特别是《卖
花姑娘》在新中国影院公演时，24小时循环放映，歇人不
歇片，跑片员车轮飞转，观众被故事情节感染的哭声在影

院此起彼伏。市民当时还编出电影演出顺口溜：“中国的
新闻简报，越南的机枪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阿尔巴尼
亚的莫名其妙。”“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映《红灯记》《沙家
浜》《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等现代京剧革命样板
戏；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决裂》《春
苗》《艳阳天》《第二个春天》等新摄制故事片。

实施改革开放后，“文化大革命”被禁锢的影片解禁，
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广泛的武打、侦破、情感、生活及港台
影片、外国影片放映量大幅度增长。1986年，电影院投
资7万元对原有舞台进行拓宽改造，由原来的5.6米扩为
14米。实现放映新光源化（高效放映氙灯），放映过程实
行自动化或半自动化，银幕更换为金属幕；配备偏光镜，
具备放映宽银幕、立体影片的条件，将座位改成853个。
影院票价为甲等座位每票2角，乙等座位每票1.6角，儿
童票5分；宽银幕2角，学生、儿童1角。20世纪70年代
末至80年代，新中国影院上映新摄制故事片《庐山恋》
《裂痕》《牧马人》《天云山传奇》；放映日本影片《望乡》《生
死恋》《追捕》等，记得当时放映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着实让烟台街的大人小孩看了热血沸腾。
满大街的青年小孩都在吟诵影片中游击队员的联络暗号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要来了！”
1990年，投资15万元，对观众厅、顶棚、地面、前厅等

进行改造，引进安装英国新技术——“道尔贝”4声道立体
声设备，将硬板座椅更换为高靠背航空软椅，座位由853
个改为813个。之后，上映京剧艺术影片《红娘》《借东
风》《群英会》《穆桂英大战洪洲》，故事片《林则徐》《甲午
风云》《小刀会》《大清炮队》《焦裕禄》《开天辟地》《毛泽
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大决战》等。记得上映德国、
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的影片时，常常观众云集，票价高
涨，如《泰坦尼克号》票价1张20元。后来，随着电视机、
影碟机的普及，影院观众逐渐稀少。

1995年7月，电影院与烟台开发区澳华实业公司合作
开发，投资400余万元，将电影院改造成一座具有综合性
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更名为“新中国的士高广场”。设有
镭射投影灯、立体声音箱、迷你型霓虹灯，可供男女青年卡
拉ok演唱、霹雳舞表演等。之后，因为客源日趋减少，
1998年8月关闭，新中国电影院寿终正寝。

像许多事物一样，鼎盛过后就是衰落。如今，曾经时
尚、浪漫、倜傥的新中国电影院，经历88年岁月沧桑遗址
犹存，与百年老街朝阳街一起转化成特有的孤本，风光不
再。但是，老烟台人每每走过这里，会用恋恋不舍的目光
凝望它，心中涌现出别样的情感，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
又好似在昨天。“新中国”——这座当年烟台人引以自豪
的影院，曾经带给我们的幸福快乐和甜蜜记忆，一幕幕都
清晰的浮现眼前，定格成永恒的温馨……

1938年，日军侵占烟台后，金城电影院更名为“中
华电影院”，由王云生与日本人联合经营，影片由日本人
供应（日本人在广仁路设有华北映画株式会社，垄断控
制影片发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影院也放
映国产影片，如《马路天使》等。同时，改造设施，将沙发
座椅改为普通座椅，座位增至929个，采取循环放映方
式，不分场次座号，购一张票可看一天，此种形式一直延
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烟台第一次解放后，电影
院曾是烟台市文协唯物剧团（五四剧团）排练、演出场

所，排演的第一个戏是歌剧《血泪仇》。之后，曾演出过
话剧《原野》《俄罗斯问题》等。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
烟台，影院由国民党烟台市党部接管，名称仍为中华电
影院。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胶东军区将中
华电影院更名为“新烟台电影院”，并调入军籍人员、聘
用地方人员管理经营，于1949年元旦开业，首映苏联故
事影片《虹》，影院负责人为胶东军区电影队队长于珉。
后因无影片放映，于当年8月停业，军籍人员撤回，地方
人员解聘。

合营：金城电影院

1934年，德顺兴钟厂李东山与其四弟出资，在繁华的
商业区北大街东端、朝阳街南首购得地产，又以四万大洋
建成一座有西方建筑风格的新影院，取名“完美之影院”
（即新中国电影院现址）。该建筑坐东面西，建筑平面呈长
方形，占地面积627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前门及放映
室为三层，放映厅为二层，正面竖向感很强，细长的窗户，
凹式入口，铁皮屋顶。此时，月宫电影院由旧址迁来，与完
美之影院合并为一家。这时主要放映国产无声影片 ，间
或也放映从欧美各国进口的影片。之后，李东山与英国
商人马茂兰双方合营，购置设备，聘请俄国人娄立卡洛夫
担任经理。1935年1月，影院以“金城电影院”命名正式
开业，更新放映有声电影，时为境内最有声望的电影院，其
他无力改建有声影片的影院先后倒闭。

金城电影院的建筑规模、配套设施，均为当时境内
上乘。室内装有暖气、风扇，楼梯铺设地毯。楼上楼下
共设800座位，皆为单木座椅，并备有三排沙发软座椅。
舞台口上沿及两侧饰以木雕，厕所设坐便器。主要放映
美国好莱坞公司影片，每日放映两场，星期天三场，每星
期更换三次影片。间或上映国产有声片《松花江上》
《春风》《兄弟血》《美人魂》《春曲丽影》《红羊豪侠传》等，
影片来源于上海、北京、青岛、大连等地，均由影片供应
商按合同供片。票价昂贵，最高等的票价，每座为一元
大洋，一般普通票也比当时其他影院高出二三倍，除洋
人、买办、海关公务人员、外国水兵、阔佬富贾，当地百姓
极少问津。虽然影院上座寥寥无几，但票价始终不变，
以显示其不同凡俗的高雅。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改名：新中国电影院

更名：中华电影院1

2

3

4

新中国电影院的前
身是英国商人开办的仁
德洋行于烟台山东侧领
事路建造的月宫电影院，
1932年开始营业。

1935 年 1 月，影院以
“金城电影院”命名正式开
业，更新放映有声电影，时
为境内最有声望的电影
院，票价昂贵。

1938年，日军侵占烟
台后，金城电影院更名为

“中华电影院”，由王云生
与日本人联合经营，影片
由日本人供应。

1948 年 10 月，烟台
第二次解放，胶东军区
将 中 华 电 影 院 更 名 为

“ 新 烟 台 电 影 院 ”，于
1949年元旦开业。

“新中国电影院”于
1951 年开业，首次放映
国泰影业公司拍摄的故
事 片《裙 带 风》。 1952
年，影院改属国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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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凝炼城市特色，挖掘文化内涵，打造城

市名片，提升城市竞争力，“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将
成为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形象宣传用
语。围绕这一主题，本报开设“烟台故事”专栏，欢迎
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相关文化故事，要求稿件
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
可循。投稿邮箱：lifeng@yt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