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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急遽的變化。雖然在很多人的心

目中，革命依然充滿道德理想與浪漫魅力，偏執於革命的「殘酷的美麗」；但不

可否認的是，中國社會已進入了一個重建時期。在革命的浩大洪流中，農民發

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樣，在社會重建的過程中，也離不開農民的參與。新政權

建立後，底層農民對新政權具有樸素的、由衷的政治認同；然而對於新政權來

說，僅有「服從」還是不夠的。為把農民納入到宏大的國家建設之中，需要重塑

農民的思想意識，以實現「再造」農民。

電影作為現代傳媒工具，為新政權「重塑」農民的思想意識提供了某種契

機，新政權很重視電影的政治教化功能1：

為使電影適應我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需要，更大地發揮其對廣大人民的教

育作用，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要求，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電影

放映事業，以逐漸達到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電影放映網。四年來電影放映工

作已有迅速發展，放映單位樹立激增，觀眾人數逐年上漲，日益證明了電影

在群眾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就全國範圍說，放映單位數量尚少，且分布

不平衡，很多地方人民終年看不到電影，勞動群眾對電影的要求非常迫切。

新政權建立伊始，江蘇就陸續建立了農村電影放映隊，在廣大農村進行巡迴放

映，對農民進行宣傳教育。

一　放映員的角色認同

農村電影的放映離不開放映員，而他們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電影放

映員；另一方面是政治宣傳員。作為前者，是一種本色的表現；作為後者，更

多的是一種對自身境遇的由衷感激和特殊歷史情境下政治激情高揚的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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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放映員的選拔具有嚴格的標準2：

為了保證今後放映工作質量，學員入學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歷史清楚，思想進步，願為人民電影放映事業服務；

（二）年齡在十七歲至二十五歲左右，身體健康，適宜於做放映工作（有公立

醫院體格檢查證明）；

（三）具有初中畢業以上的文化程度或確有相當於初中畢業文化程度（即數

學、理化程度），並經考試及格（考試科目為：政治常識、數學、理

化、中國語文、口試）；

（四）民族地區學員條件，可根據當地具體情況，適當掌握。

中共要求，學員的來源，「應大量吸收當地的工農知識青年，盡量吸收放映

單位所在地的人員，以便其熟悉當地情況，使用地方語言，更好地進行宣傳工

作，並注意在學校暑寒假時吸收學生。」3由此可知，農村電影放映員大多來自

農村。對於他們來講，擺脫農民身份，躋身於國家公職人員行列，已屬不易。

作為農村電影放映員，雖然工作的流動性很大，工作之艱苦與城鎮放映隊和城

市電影院的放映員不可同日而語，但能夠離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勞作生

活，其激動與喜悅自不待言，何況國家除了給他們工資之外，他們還享受到一

定的福利：

（一）放映人員的家屬補助費、醫療費、拷火費等按影院工作人員標準開

支。每隊可購置急救包一個（包括紅汞、碘酒、紫藥水、消炎粉、仁

丹、十滴水、紗布、繃帶、膠布等），價格在5元以內，可根據經常需

要，少量購買，用完再行添配，此項經費在業務支出（附加工資）科目

內報銷。

（二）差旅費按影院標準同。

（三）凡工作時間超過夜間11點鐘時，每人發給夜餐費2角。

（四）放映人員在流動工作中，每人每日發給伙食補貼1角5分（回縣集中時不

予發給）。

（五）放映人員每人每2年發給工作服一套，每套價格在10元以內，油布一

塊，每塊價格在6元以內，由市縣文化部門統一製發。水路小隊每人每

年發給力士鞋1雙，陸路小隊每人每年發給力士鞋2雙，山路小隊每人

每年發給力士鞋3雙。每雙折合代金4元，發給放映人員自行處理（新放

映員參加實際工作滿4個月以上者按半年計算，滿9個月以上者按全年

計算）。此項費用在業務支出「附加工資」科目內報銷。

（六）為照顧放映人員的工作流動性大和法定假日與一般例假不能休假的情

況，規定每人每年休假20天，原則上採取輪休的辦法解決。如無機動

幹部替換輪休者，可於農忙季節以小隊為單位，進行停工替換輪休。

由各市、縣文化部門自行掌握，除20天休假外，一般例假不再予以

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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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懷孕的女放映員，除享受當地國家機關幹部的法定產假外，為了保護

婦幼健康和特別照顧她們在流動工作中的困難，一般凡懷孕滿5個月者

（如孕婦身體較差者，可以提前，身體健康者，可適當推遲，文化部門

可按實際情況靈活掌握），由當地文化部門調回分配做較固定的工作

（電影院的女放映員可參照此項規定執行）4。

從農民身份一躍成為國家工作人員，階層流動不可謂不大，因此農村放映

員對新政權的感激之情也在情理之中了。本來他們對新政權就具有樸素的政治

認同，再加上「既得利益者」之身份，對新政權樸素的政治認同與對現實的熱愛

也就融為一體了。作為政治宣傳員的放映員，其作用主要表現在電影放映過程

中的映間插話，在插話中，其「雙重身份」達到了極致。一方面，在插話中，放

映員喋喋不休地傳達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成為新政權的「代言人」，電影放映

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新政權規訓農民的場所；另一方面，放映員對電影的闡釋也

彰顯了城市文化的日益擴張和對鄉村文化的擠壓。無疑，放映員亦擔當了城市

文化的傳播者。

放映員只有把「雙重身份」有機地融合，才能脫穎而出。1955年江蘇省第一

次農村放映員代表會議的正式代表條件中就有一條：「工作積極負責，能注意配

合中心工作及政治宣傳效果，並在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上有顯著成績者。」5

二　電影的宣傳解釋

雖然農民看到了電影，但由於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農民很難看懂電影，

於是宣傳解釋工作成為必需並凸現其重要的意義6：

做好電影宣傳工作必須從思想上對電影宣傳解釋工作重視，並明確認識電

影宣傳解釋工作的目的主要是幫助與指導群眾，特別是工農兵群眾看懂電

影，明確了解影片的主題思想，領會他〔它〕的精神實質，並使他們從中吸

收養料，受到教育，電影宣傳解釋工作是現階段文化事業工作中頭等重要

的任務之一，必須從思想上重視這一工作，進而從行動上來搞好這一工

作。

電影的宣傳解釋主要有三種方法：映前宣傳、映間插話和映後討論。

映前宣傳是指在農村電影放映前「充分運用多樣化的宣傳工具，統一集中進

行宣傳。如海報、說明書、幻燈片、無線電廣播等。蘇南印發黑板報宣傳材

料，事先下達各地，使得家喻戶曉」7。此外，還可以「運用幻燈，將影片中幾個

主要過程，製成連環畫式的幻燈片（不宜過多以廿張左右為宜）在映前看圖解

釋，因為形象化，所以群眾感到興趣並易理解」8。

映間插話也即映間解釋，「映間解釋是由於工農兵群眾有許多還不習慣電影

這一新的藝術形式，更由於部分影片的鏡頭變動較快，畫面停留時間很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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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因夢境和回憶等表演手法的關係，工農兵群眾因而對事件發展線索常有摸索不

清，甚至誤解的現象發生，特別是蘇聯影片，因此這工作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

廣大工農兵群眾所歡迎的。」9「映間解釋對幫助觀眾看懂電影有�重要的意義，

一切預先宣傳觀眾僅有一個思想概念，而當接觸每一個人物及某一個鏡頭就會

混淆不清，故在銀幕上出現某個人物甚麼堅〔間〕隙中加以適當解釋，這是十分

必要的。」bk為了做好插話工作，放映人員還必須認真學習、領會影片內容，並

結合當前中心工作，編寫插話提綱。

映後討論是指映後電影放映人員召集群眾，進行座談，聽取群眾對電影放

映的看法，以期搞好放映工作。「蘇南創造了按各系統開小會方式，即青年、婦

女、民兵等系統分成小組，結合自己的工作任務，進行座談，效果是比較好

的。」bl或者採取以下的方法bm：

（一）放映員深入互助組，先與互助組長個別聯繫，每次當他們算完賬後，

即隨便聊聊，談談看了電影怎樣，像談家常一樣，問題容易深入，而

且都能結合互助組情況，教育作用較大。

（二）採取：「打前站、留尾巴」的聯絡員制度，即放映隊未去的先一日，聯

絡員先到目的地，布置動員，並了解群眾思想情況。映後再多留一

天，專門負責重點深入互助組吸收反映，並督促當地幹部進行群眾性

討論。

在進行電影宣傳解釋工作（特別是影片內容）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原則：

積極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電影有娛樂功能和教化功能；但在1950年代的農

村電影放映中，無疑後者佔據了主導地位。電影放映更多的是體現了新政權利

用電影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為國家的改造和重建提供某種支持。

1952年，江蘇「各隊自建隊以來，即緊密的配合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

婚姻法、城鄉物資交流、豐產運動、中蘇友好月和愛國Â生運動等運動進行宣

傳，提高了勞動人民的階級覺悟，並推動了中心工作，成為黨的宣傳工作上的

有力助手」bn。

1954年，江蘇省文化系統放映小隊對配合中心工作宣傳進行了反思與總結bo：

我省各縣電影放映隊在配合農村各項中心工作進行宣傳方面，總的來

說是有成績的。但在具體進行中，曾產生過兩種情況，一種是只抓住了影

片宣傳而忽視了今天通過電影放映配合農村各項中心工作的重大作用，

結果個別小隊是變成不問天下大事、孤立地進行放映；另一種情況是丟開

影片內容，忘記了必須在做好影片宣傳介〔解〕釋工作的基礎上來配合中心

工作進行宣傳，而是生硬的牽強附會的將不可能結合的影片粗暴的硬搬

硬套，嚴重的損壞了影片主題和電影藝術的特點。甚至有個別隊在徵購銷

運動中，竟把放映場地變成了公審反動富農的場合，引起了群眾思想的極

度緊張，當我們發現以上情況後，曾及時的進行了扭轉，目前已逐步進入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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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合中心工作宣傳的具體步驟上，一般隊是先在縣向黨委宣傳部門

請示，根據黨委統一編發的宣傳要點，擬定宣傳計劃，並由黨委供給宣傳

講話材料，到達放映點後，主要是通過區鄉政府，重點的深入農業生產合

作社瞭介〔了解〕中心工作的進展和群眾的思想情況。這樣做基本上是改變

了過去配合中心工作宣傳的一種突擊和忙亂的現象，做到了「有的放矢」和

有計劃的進行。各隊經常採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 有意圖的選擇重點影片結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並充分發揮新聞短片的

作用。在一般的情況下，新聞短片是比較及時有力的。這一方法已開始

引起各隊的重視，初步扭轉了過去對生產片和新聞紀錄片的錯誤認識。

2. 利用幻燈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在幻燈片來源上，一種是向國營幻燈

片公司直接訂購或者是採用文化館站的幻燈片，雙方建立固定聯繫，在

縣內輪迴使用。另一種是電影放映隊根據當地真人真事自製幻燈片，製

成後經當地黨委審查批准。

3. 在放映前邀請當地幹部做有關中心工作的報告，但事先要做好聯繫，報

告要簡單扼要，中心突出，時間不能拖長。在這一方面，目前海門等縣

電影放映隊已將各個放映點的報告員，在徵得本人同意和區委批准後，

逐步加以固定，避免了過去由於報告員事先缺乏準備，抓不住中心東拉

西扯等等缺點。

4. 與農葉〔業〕生產合作社建立聯繫制度，分別聘請合作社勞動模範、生產

能手和駐社幹部等在放映前介紹生產情況和建社等經驗。

5. 通過文化館站組織當地的農村劇團和說唱小組等在放映前進行有關配合

中心工作的宣傳。

江蘇省文化系統放映小隊對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的存在問題、步驟和方

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為1956年江蘇各地農村電影放映隊配合中心工作宣

傳奠定了基礎。

1956年，句容縣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在春季宣傳月中，放映有關農業

合作化的影片，配合春耕生產正社等進行了宣傳。在機關肅反學習時，一方面

參加學習，一方面租有關影片『黨證』『天羅地網』等配合放映。在全年工作中，

都配合了中心任務，根據各地特點，採用不同的形式和內容進行了宣傳，有簡

短的報告，有幻燈片子，有說唱等，在肅反學習時抽空自製『她為甚麼被殺』五

彩幻燈片一套27張。如到災區，就宣傳生產自救，在秋收時就宣傳顆粒還家。

此外也宣傳了生產技術、科學知識、掃盲、除四害等。」bp

同年，徐州專區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如干于〔贛榆〕小隊在打井工作中

放映了『豐收』，給全縣打井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動，放映『不能走那條路』、『農葉

〔業〕社會主義的包工制』，就結合公社宣傳了合作社的好處，從而增強農民對

合作化的信心，鼓午〔舞〕了生產熱情。放映了『決不是小事情』、『虎穴追蹤』就

有力地配合了『肅反』，增強人民對敵人的仇恨心，從而提高了警惕。除此以

外，我們尚應用了幻燈、快板、說唱、打油詩等多樣的宣傳形式和工具。根

江蘇各地農村電影放

映隊配合中心工作進

行宣傳，都取得比較

好的效果，加強了對

農民的「教育」，統一

了思想認識，推動了

新政權在農村的各項

運動。但也存在一些

問題，例如牽強附會

地配合中心工作宣傳。



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據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進行了宣傳，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也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bq

江蘇各地農村電影放映隊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都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加強了對農民的「教育」，統一了思想認識，推動了新政權在農村的各項運動。

當然，在宣傳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對此，1957年江蘇省文化局進行了總結br：

電影是宣傳黨和國家政策法令的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我們不僅是通過具有

社會主義思想的影片去向人民宣傳，教育人民，我們有不少隊放映「春天來

了」，就集中力量宣傳影片中的正面人物魯淮生，他為了把社辦好，不怕任

何困難和阻撓，堅決地向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以及壞蛋會計作鬥爭。放映

「歷史的一頁」就抓緊宣傳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國的明天，蘇聯人民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靠了他們幾十年來的奮鬥得來的，他們經過了很多的艱苦歷

程。但是也有些同志不根據影片內容，牽強附會地配合中心工作宣傳是不

好的，例如：放映「天仙配」，配合宣傳解放台灣、工資改革、婚姻法等，

這種配合就很顯得不協調，也不會起到甚麼好效果的。

如何才能把這項工作做好？江蘇省文化局指出bs：

我們怎樣能把中心工作配合宣傳得好、宣傳得深呢？也並無別的竅門，最

重要的要加強時政學習，避免宣傳中犯錯誤，有的電影隊放映「怒海輕騎」

配合宣傳解放台灣是合適的，可是我們有些放映員同志只知道用武裝去解

放台灣，卻不知道爭取和平解放台灣，這就需要很好的學習。另外還要向

群眾學習生產上的知識和經驗，才能更好的配合當地的中心工作宣傳。

農村電影放映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國家意志開始擴張到偏僻的鄉村，

主流意識形態整齊劃一了農民的思想意識，為「再造」農民創造了便利條件。

三　「再造」農民的實現

由於在農村電影放映隊巡迴放映中，強調電影放映配合中心工作進行宣

傳，因此，在新政權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反覆灌輸下，以及農民對未來新

生活的無限憧憬中，「再造」農民逐步得以實現。

1952年，由於農村電影放映隊「是把電影教育普及到全省各區的廣大農村中

去，使人民群眾更感到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普遍反映：『共產黨來了，我們

翻了身，政府對我們關心，把電影送上門來。』」bt。同時，電影的宣傳教育，不

但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鼓舞了他們的勞動熱情，而且普及了科學知識ck：

（一）在鹽河開堤工地上，民工因天氣太冷，土凍實了難挖，但看了蘇聯農

民的積極緊張勞動和熱情之後，第二天就克服了困難，開工了。小洋

在農村電影放映隊巡

迴放映中，在新政權

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

彩的反覆灌輸下，以

及農民對未來新生活

的無限憧憬中，「再

造」農民逐步得以實

現。電影的宣傳教育，

提高了群眾的「階級

覺悟」、鼓舞了他們

的勞動熱情，普及了

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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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婦女大隊看了「她在保�祖國」後，學習了蘇聯婦女精神，克服了天

冷、鬧情緒、想回家的思想，大家紛紛向領導保證完成任務的決心。

修河工人掀起了挖河競賽的熱潮。

（二）由於電影的映出，豐富了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的內容，擴大了物資交流

的影響，推動了城鄉物資交流。如南匯六灶區四萬餘人的交流大會上

有二萬七千人是看電影的，佔到會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五，說明了

電影是有力的宣傳武器。

（三）宣傳政策法令，介紹勞動英雄人物和普及科學知識，鼓舞勞動熱情，

推動了生產。溧水縣在農村豐收評優期間，群眾存在¯怕冒尖，怕負擔

重的顧慮。當放映了「農業十大政策」的幻燈片後，打消了顧慮，提高了

生產熱情。嘉定縣的棉農對紅蜘蛛的捕捉沒有信心，當放映了「怎樣防

治紅蜘蛛」後，克服了靠天吃飯錯誤思想，樹立了人定勝天觀念，塘東

鄉農民說：「要行動起來，多買藥水，搞好治蟲工作。」東台縣在夏天連

續陰雨，田Ð有部分麥子都淹了，農民看了「鋼鐵戰士」後，一致表示要

學習張排長的精神，當看完電影後就下田搶收，及時完成了收割工作。

（四）中蘇友好月中蘇片展覽在農村中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的前途教育，增強了對蘇聯的認識，普遍反映要很好學習蘇聯先進經

驗，建設祖國，今天的蘇聯就是明天的中國。如常熟縣三興加工廠工

人楊玉新在過去認識模糊，中蘇友好月中，看了蘇聯科學新聞影片

後，說：「斯大林領導真好，我們要向蘇聯學習。」當天他報名參加了

中蘇友好協會，並發動了該廠七十多名工人集體參加了中蘇友好協

會。由於進行了生動的前途教育，所以農民懂得了繳公糧的意義。南

匯下沙區古鶴鄉方õ村在十一月廿五日下午六十五分鐘內把十八擔公

糧繳清，並做到按步入倉。

1954年，淮陰專區通過電影的宣傳教育，一方面激發了農民對「舊社會」的

怨恨和對「新社會」的認同；另一方面動員農民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造和國家的宏

大建設cl：

淮陰一隊在吳集區放映，九十五歲的朱老太去看電影，她說：「我活到

九十五歲了，才第一次看到電影，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我們窮人怎能

看到電影呢！？」這證明人民對黨和毛主席的衷心感謝，人民民主政權的優

越性，只有黨，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才能真正為人民謀福利。

沭陽一隊放「白毛女」影片，徐文山母親說：「我從小跟白毛女差不多，

現在日子過好了，多虧毛主席領導。想起受地主葉五的罪，與地主千刨子

也不合縫！」通過電影，是可以提高群眾階級覺悟，激起農民對地主階級的

仇恨。

宿遷大隊在□□□〔原文缺字，下同〕，陳天祥互助組，看過「豐收」電

影，堅定了打井信心，發動了十七個勞動力，在十二天內打成一眼口徑二

尺五寸，深達兩丈一尺的磚井，並影響了其他鄉村解決了吃水水源。泗陽

是否「入社」問題，個

人在集體話語力量

的裹挾下，已無選擇

的餘地，是否「入社」

已成為道德判斷的

標尺；革命戰爭影片

不僅能激發農民的心

理認同，更能把革命

的激情與現實生產的

積極性緊密聯繫起

來——生產就是另一

種革命。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臨河農葉〔業〕生產合作社長看過「豐收」，解決了怕困難的思想顧慮，他

說：「凡是陳家莊能克服的困難，我們也能辦到！」通過電影的實際教育，

是可以提高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認識，可以加強對農葉〔業〕社會主義改

造的信心，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戰勝自然災害，爭取豐收。

漣水一隊放映「結婚」影片，鄭錫元，朱風英，汪玉生，曹英，兩對青

年男女，為了祖國建設，把自己的婚姻暫時停□下來，雙雙參加治淮工

程，因此電影是加強人民愛國主義教育的優良宣傳工具。

在泗陽放映「李秀華農葉〔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李繼成說：「我們今

後更要辦好合作社，努力增產來支持國家社會主義工葉〔業〕化。」淮安放映

「農葉〔業〕生產合作社」，胡正發的母親說：「我們的合作社將來也會像人家

這樣，大□頭長得多大呀！」灌雲縣放映「東辛農場的實際生產情況」後，群

眾對社會主義建設更有勁頭，很多農民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大有鄉民兵隊

長利用發電機發電時教育觀眾說：「這就是到社會主義社會用的燈，這種燈

不用油不又亮又好。」因此，這證明我們的宣傳工作，只要能與農民利益相

結合，指出國家社會主義工葉〔業〕化對農民的好處，農民是樂意接受的。

1956年，南通專區通過電影的宣傳教育，也取得了理想效果：「如東惕庵鄉

葛口村曹駿連老爹看了『人往高處走』以後，大受感動，悔恨自己過去因聽了他

的哥哥的話，沒有入社，生產上遭受到很多困難，產量又比社的少得多，他說：

『我就是電影[的老孫頭，走錯了路，吃了虧。後來想入社，又怕社[不答應，也

怕人家笑，看了這個電影以後，我一定要參加社。』當晚他就向指導員要求批准入

社了，該鄉興揚社社員陳道生反映說：『我過去也有過老孫頭的思想，怕吃虧，想

退社，今天電影上老孫頭的事情告訴了我，這種想活不對頭。』又如：如東縣雙甸

區福利農葉〔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看了『智取華山』以後，生產的積極性大

大提高了，把因為因天旱不能蒔秧的十多畝田也想盡辦法全部蒔了秧。」cm

是否「入社」問題，個人在集體話語力量的裹挾下，已無選擇的餘地，是否

「入社」已成為道德判斷的標尺；同時，革命戰爭影片不僅能激發農民的心理認

同，更能把革命的激情與現實生產的積極性緊密聯繫起來——生產就是另一種

革命。

1957年，丹陽縣的農村電影放映對農民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第三小

隊在曹甲村放映『南島風雲』影片後，聽到一個幹部反映說，該鄉Â星農業生產

合作社農民曹鶴林在看電影前一天，社[要他送公糧，推卻說腳痛不能推車而

不去，當晚看了電影之後，第二天主動找到社幹要求給他去送公糧，幹部問他

昨天不去今天怎麼肯去，他說昨晚看的電影游擊隊打敵人這麼苦，我們腳上擦

破的皮算甚麼。電影故事教育了他的落後思想。」cn「延陵區大阪鄉固城村農民

看過『人往高處走』影片以後，電影[的兩個有落後思想的『老孫頭』與有資本主

義思想的『刁六』的典型人物成了群眾在批評落後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人的口

頭語。誰思想落後就叫他『老孫頭』，誰有資本主義思想就叫他『刁六』。」co

農民看電影的過程，也是影片中農民形象「教育」農民的過程，在其中，農

民由於看到自身在影片中被塑造的「光榮」形象而得到欣慰與滿足，更以影像中

農民由於看到自身在

影片中被塑造的「光

榮」形象而得到欣慰

與滿足，更以影像中

的農民形象來審視現

實生活，影片中的

「新生」的農民形象成

為在主流意識形態話

語籠罩之下道德評判

的唯一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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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民形象來審視現實生活，影片中的「新生」的農民形象成為在主流意識形態

話語籠罩之下道德評判的唯一憑藉。

四　結語

透過對1950年代江蘇農村電影放映隊的考察，筆者認為，農村電影放映員

為「再造」農民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而電影的宣傳解釋——特別是配合中心

工作進行宣傳——則為「再造」農民提供了路徑選擇。在1950年代中後期，通過

農村電影放映人員的電影宣傳，規訓與重塑了農民的思想意識，使「再造」農民

得以實現。「再造」農民不僅把農民的散亂的思想意識納入到國家的統一的意識

形態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農村社會，為國家的宏大建設創造了必要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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