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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楼影院，其实名是历城影剧
院。山东大学的好多学生都习惯称
这里为“洪家楼电影院”，有时更简
地称为“洪楼影院”，甚至只称“洪
楼”。有时，同学之间直接喊一句，
“走，去洪楼吧！”一般就是指去看电
影。因为，当时的洪家楼除了教堂，
也只有历城影剧院对学生有吸引
力。我们大多不会去教堂，所以，一
说去洪家楼，一般就特指去看电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到济南上学，
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在洪楼影院。

当时，斑驳的历城影剧院几个
字早已分不清颜色，条件自然也很
简陋，总共只有两层，平时，实际只
用一层，很少能坐到第二层。如果
历城区(那时叫郊区)开会或者庆祝
“三八”“五一”之类的活动，就会占
用洪楼影院，电影也就不放了。

之前，在农村，从没有进过电
影院，只是看过露天电影。在空场
上拉起一片幕布，坐在幕前观看。

到济南上学，报到后，第一件感兴
趣的事就是，有电影看，而且白天
也可以看。于是，第二天早饭后，我
们同宿舍刚认识的同学就相约步
行去洪楼影院看电影。

洪楼影院在山东大学老校和
新校之间，更靠近老校，从新校走去
有三华里左右的路。那时，高年级学
生中，有人骑自行车去洪楼看电影，
显得很牛，听说，一般都是班里父母
是双职工的学生才有条件拥有一
辆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后面再驮上
一个长发飘逸的女生，那就牛大了。

到了洪楼才发现，电影要到10
点半才演。我们先在西侧靠近马路
的窗口购买电影票。记得，当时的
票价三角钱一张，有时到了周末，
连放两场，是五角。离放映还有2个
多小时，我们便在周边逛起来。

当时的洪家楼是济南的边缘，

东边就是郊区了，是大片大片的农
田。走不了一会儿，就碰到一条半干
涸的河流，偶尔有一段有一点水，水
不多，却十分纯净。稀落的杨树和柳
树，虽然不太精神，但在都市的阳光
里摇曳着的叶子却透着莫名的生
机，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当时我们还
感慨不已，省城济南还有这样的地
方，和家乡沂蒙山差不多嘛。

那时，大学的生活并不是多么
丰富，比如说大学生不允许谈恋
爱，不允许听邓丽君的歌，不允许
喝酒抽烟，我们那一级入学时还不
允许跳舞，到了三年级，跳舞才不
严厉禁止。所以，好多活动就聚集
在洪楼影院。发了奖学金，被评上
了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什么的，暗
地里请要好同学的客，就是去洪楼
影院看一场电影。影剧院给我们单
调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和幸福的时光。

好多故事都与洪楼影院联系
在一起。记得一次系里评助学金，
申请困难补助，一个安徽籍的同学
写了申请，在辅导员召集班委开会
研究时，有人提出，他曾经请人去
洪楼影院看过电影，还申请什么补
助？另一个补充说：“还买了两包瓜
子，花了三角钱。”后来，辅导员专
门为此事做了调研，那安徽籍同学
辩解说：“瓜子是被请的那位同学
买的，自己没有出钱。”这像是AA制
了，一个买电影票，一个买瓜子。不
过，这位安徽籍同学的困难补助没
有申请成功。后来知道，这位安徽
籍同学还是星迷，他和当时许多男
生一样，十分执著地崇拜影星龚
雪。安徽籍男生将刊登在《大众电
影》杂志上的龚雪剧照剪下来贴在
自己的宿舍墙上，检查卫生的老师
让他揭下来，他硬是不肯，当老师
命人强行去揭时，他竟然拿起凳子

示威，大家只好作罢，后来，他便与
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无缘了。临毕
业时，他没有忘记将龚雪的剧照轻
轻地取下带走，还在张贴处吻了好
久。

还有一位同学，入党申请书交
上了，却没有被列为发展对象，理
由是在学校里谈恋爱，证据就是有
人发现他曾经同其他系的一名女
生一起去洪楼影院看过电影。那
时，只要一男一女一起去洪楼看了
电影，一旦被人发现，也就等于是
确定恋爱关系了。所以，学校里有
的男生给女生写信求爱，不好意思
说“爱”之类的话，表达方式就是，
“我想请你去洪楼看电影，不知你
是否有时间？”如果对方同意去，说
明有点眉目，如果对方不愿意去，
那大约也就没戏了。大学毕业后，
一些结婚的同学，说起自己的恋爱
经历，有好多都对洪楼影院情有独
钟，“那是爱的伊甸园。”从这里飞
起了无数对的鸳鸯。

那时，看一场电影虽说只花3角
钱，可在学生眼里却是比较奢侈的，
就这3角钱将好多人残酷地挡在了
电影院门外。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都
想看电影，却没有谁愿意“请客”，于
是，有人提议去“碰运气”，“找机会”

看“免费电影”。七八个同学一起晃
荡着到了电影院，转悠了几圈，认真
观察了电影院入口的情景。那天，检
票的员工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姑
娘，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有同学就
说，“一看她就好糊弄，走吧。”入口
也正是人多的时候，大家人挨人急
火火地向里走，我们也排到了队伍
里。最前面那个同学挨到检票员面
前时，并没有拿出票，而是故作“迷
茫”地向后一看，然后用手指向后
边，检票员一挥手，他就进去了。随
后，我们几个走到检票员面前，也用
手向后指一下，然后进去。很快，检
票员就发现了不对，又没法进去将
人抓出来，只好制止了后面的，这
样，我们好几个人“有幸”进了电影
院。幸亏，影剧院里没有坐满人，我
们看了一场“免费电影”。现在想来
觉得好笑，为了一场电影竟动了这
般心思。

可惜的是，洪楼影院已经于
1999年拆除了。当时，我在洪楼
附近一个单位上班，听说影剧院
要拆除，特意赶过去，坍塌不堪的
影剧院令人伤感。1999年9月，洪
楼广场建成，洪楼影院再也不复
存在了。每次路过，心底总难以平
静，总会荡起层层波澜，眼前隐约
浮现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
活的星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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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着一本50多年前的不寻
常的笔记本，说它不寻常，是因为商
店里买不到，它是在学习雷锋活动
中得到的奖品。

深蓝色的精装封面上，印着毛
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字
体是烫金钢印字，落款是“济南市报
刊发行站(员)评比委员会 1964年1
月”。

1963年的春天，我正上中专，毛主
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传遍祖国
大地。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学们
不但集体学习雷锋事迹，还参加了
学校安排的劳动，无论是下乡支农
还是整顿校园卫生，大家都争先恐
后抢着干，用实际行动学雷锋。学生
会要求每个年级推荐两名报刊发行
员，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以往谁
都不愿干，我就主动担起来。刚开始
投递，走到别的教室门口就憷头，不仅
要到各班征订报刊，还要填收据、管
现金，口袋里总有叮叮当当的钢镚
子。课间，我一溜小跑去传达室接收
报刊，顺便把同学们的来信捎上，按
照班级和楼层去投送。为了做好这
份工作，我把各班订阅名单抄在小
本子上，很快就入门了。我认准了这
个理，向雷锋学习就要真打实干，自己
辛苦点不要紧，只要大家满意就是我
最大的快乐。干发行员让我开阔了眼
界，性格不再那么内向，为走向社会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雷锋生前处处做好事，我也学
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一次路过一
处盥洗室，看到两个水龙头哗哗地
淌水，拧几下不管用，就找来工具把
水龙头卸开，加上皮圈解决了。班长
听说了，还把这件小事登记在班级

《学习雷锋簿》上。有一回上街，我捡
到一个书包，里面有粮本、粮票及现
金，我按粮本上的地址找到失主，转
身要走，那家叔叔一眼看到我胸前
的校徽，说起他亲戚的女儿和我同
校，问我认识吗，我说她还是我班的
干部呢。虽然没暴露我的名字，可这
事还是在同学间传开了。闹得我不
好意思，心里想，人家雷锋做好事不
留名，我不合格。看，那时的学生就
这样淳朴。

到了年底，在全市学雷锋优秀报
刊发行员颁奖大会上，我得到这个雷
锋日记本。那个年代同学之间，一个日
记本就是最好的礼物，这个奖品更弥
足珍贵。我在第一页郑重写下了这样
的话：“钢，要在烈火中锤炼；人，要在
困难中成长；雷锋精神，将永远指引我
前进！”这些豪言壮语是来自灵魂深
处，和当今励志鸡汤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

课外活动，我喜欢去学校图书
室，《中国青年报》和《萌芽》杂志等
报刊上的“思想的火花”、中国古代
格言和世界名人语录都要抄入笔
记。我还和几位同学创办班级壁报，
取名《学习生活》，每月一期，张贴同
学们写的诗歌散文。毕业前的最后
一期，同学们的感情闸门一下子打
开了，收到的稿子比平常多出一倍。
大家一起动手，隗洪林画报头，栾继
平写刊名，女同学田世珍、范淑华、
丁源萍帮着剪贴花边，壁报两端写
着：“坚决服从分配，鸿雁志在四
方”，一派慷慨激昂、为祖国建功立
业的壮志情怀。

当年的同学，风华正茂，现在都
是70多岁的老人了。时光磨平了不
少记忆，但是，每当春风吹遍大地的
时节，我一定会想起那个全民踊跃
学习雷锋的情景。

那年，我的奖品是

雷锋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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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文化东路是一条东西
向的路，南北向的山大路把它分成
了东西两段。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工作的单
位在文化东路的东段路南面，门牌
号是4号，是当时文化东路最东端
的单位了，而且孤零零的和哪个单
位都不靠，除了门前的文化东路
外，周边都是庄稼地。翻出南边院
墙就到了燕子山的山脚下，春天挖
野菜，秋天摘酸枣。

一眨眼的时间，我已经在文化
东路工作生活了40多年了，亲眼目
睹了文化东路东段的变迁。

那时文化东路东端单位很少，
我们单位的东面只有济南灯泡厂
和部队的单位，再向东是窑头村。
周边只有灯泡厂子弟小学和窑头
村的农村小学，教学条件很差，孩
子上学很困难。

当时文化东路自历山路起向东
路面尚可，但一过山大路向东就只
有很窄的沥青路面了，各种车辆路
人混行在一起，两辆汽车错开都很
困难，路面坑坑洼洼。路面没有排
水管道，下了雨雨水就到处溢流。
晴天时路面上尘土飞扬。没有路
灯，夜晚路上很黑，一个人是不大
敢出门的。我们那时候都有个手电
筒，以便有事晚上出门时用。周边

没有相邻的单位，晚上除了能听
到庄稼地里的虫鸣声以外非常寂
静。

没有集中供暖，冬天取暖靠烧
煤，烧水做饭靠蜂窝，谁家要有个
液化气罐那就很奢侈了。没有大商
店，买点油盐酱醋只能到灯泡厂开
设的小服务社，买蔬菜有个地摊的
小集市，买个计划供应的肉蛋最近
要到文化西路上省中医对面的副
食品商店，要买其他东西就要去市
里了(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住在郊
区)。没有公交车，出门只能步行或
骑自行车，要想坐车好像要走到文
化东路西端的山东师范学院(现在
的山东师范大学)才能有公交车
站，印象里好像直到上世纪80年代
末才有一趟18路公交车开到济南
灯泡厂。

现在想来那时的文化东路东
段还不如今天一条农村的街道。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发展的春
风吹到了文化东路，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初到现在这20多年，文化东路
东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

单位多了，我们单位东邻中建
文化城，西邻省地震局，南邻省直
党校，出大门是文化东路，路北面
是济南最大的社区之一甸柳社区。
文化东路还向东延长了很多，增加

了近20家单位，我们单位的门牌号
从4号变成了18号。

从单位向南看，建筑物已经延
伸到了燕子山的半山腰，完全看不
到20年前的山野景象。

周边有了好几所高标准的幼儿
园、小学和初中。壮观的燕山立交桥
南北向飞跨文化东路。文化东路东
段几经整修路变宽了，双向四车道
路面平整标线清晰，划分了快车道，
慢车道，人行道。路两边绿色植被，
繁茂的悬铃木呈现出勃勃生机。铺
设了排水管道、暖气管道、天然气管
道。路灯亮了，各种供电通讯线路都
埋到了地下。路面干净了，有了洒水
车清扫车，环卫工人从早到晚辛苦
工作在街道上保持着清洁。

街道两旁商店、商铺、银行、饭
店、超市、药店、农贸市场比比皆
是，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购物
生活非常方便。街道上车水马龙人
来人往热闹非凡，晚上华灯初上灯
火辉煌更甚白天的繁荣景象。文化
东路东端周边有十几路公交车，空
调的双层的电车BRT，市区的市郊
的甚至长途的，四通八达，出门就
有车到哪里都很方便。

有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这还是20多年前的文化东路
吗？变化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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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洪楼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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