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至今，花园影城已经存在

了16年多。 它只有8个厅，最

大的120座，最小的60座，总共近600

个座位。 但就是靠着这样的硬件，最

辉煌的时候，花园影城的全年票房可

以排在全省第二、第三位，也可以进

入全国前50， 达到几百万票房，近

百万人次。

影城本月歇业

充了卡的影迷 请来退费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花园影城门

口看到了一则敬告。敬告内容显示，因物业到

期，影城定于2014年2月15日正式歇业。

记者询问售票窗口， 工作人员答复称15

日之前均可正常观影， 只是提醒如果是团购

票，要抓紧时间前往兑换。

影城经理王金国随后也证实了歇业消

息，并称敬告早在本月5日就已经贴出。王金

国说，虽然影城还在正常迎客，但一些歇业前

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 比如逐批通知持有现

金充值卡的影迷， 并已经陆续办理了一些退

费。至于影城硬件方面的拆移，王金国表示，

这些都安排在15日之后。

21岁的成都影迷：

它伴我长大 15日前再去一次

这则歇业告示勾起了不少影迷心里的回

忆。21岁的成都姑娘李雨时家住玉林，用她自

己的话说，花园影城一直伴随她长大。她清楚

地记得，第一次去花园影城是在小学三年级，

看的是《哈利波特》。再后来上中学以后，花

园影城三楼的小包间就成了她和同学假期里

的心头爱。买好零食，包下一个包间，一晚上

可以连看两部恐怖片，“又可以玩，又可以吃

东西，而且一晚上几十百把元钱，很适合学生

聚会”。即使后来上大学去了外地，但只要回

到成都，李雨时都还会约上以前的老同学，去

看几场通宵电影。

得知影城即将歇业，李雨时难掩遗憾。趁

着学校还没开学， 她打算组织同学赶在15日

之前再去一次。“以后就没有可以看通宵电

影的地方了，也不会有这样的日子了。”

31岁的山西影迷：

大学恋爱常去

50元就能过个愉快的周末

31岁的郭辉曾在川师上了四年大学，毕

业后，郭辉回到了山西老家。他对花园影城的

回忆，几乎全部跟恋爱有关。虽然川师距离跳

伞塔并不近，但学生时代开销有限，花园影城

小厅15元的票价已经足以构成吸引。 郭辉回

忆，他一般都是和女朋友坐上12路前往影城，

“两张票30块钱，加点吃的，50块钱，就能过

一个愉快的周末。”

在2013年票房收入前10名地区中，

四川以113566万元的票房位居全国第六

名。 成都电影市场成为各家影院争夺的

焦点，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目前成都市

有近20条院线，80多家影院。

而一些老牌电影院已经开始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 当年总府街上的智育电

影院，先是改建为红旗剧场，现已经是王

府井影院；位于蜀都大道的东风电影院，

现已不再是影院。

院线之争

成龙、周星驰都来成都开影院

最近这两年，华夏、百老汇、横店等

院线相继进军成都，今年，还会有新的院

线进驻成都。此外，就连成龙（成都耀莱

成龙国际影城），周星驰（越界电影城）

等大明星也来成都开起了影院。

拿春熙路来说，就有王府井影城、太

平洋影城、星美西南影都、万达影城（财

富店）、橙天嘉禾影城（富力店）、星际

里影院、UA影城等7家影院。

技术之争

继IMAX之后 4D影院都来了

为了打好“票房”战，许多影院不惜

重金购买先进的放映技术。而UME影院

在进入成都市场之初， 便将发展会员作

为重点， 为会员增设手机购票、 电话订

票、会员积分、见面会活动邀约等服务。

两年前， 看一场IMAX电影是一件

非常奢华的事，但如今，成都市已经拥有

了7块IMAX银幕。去年年底，成都首个

4DX影厅亮相CGV国际影城（成都金牛

店），观众还能得到振动、吹风、喷水、气

味等感官体验。

票价之争

网上团购成热门选择

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 很多观众

通过手机互联网购票， 去年占据成都票

房近70%的万达院线、 太平洋院线双双

升级网络购票系统， 让更多年轻人以直

接选位的网络购票方式购票。 因价格亲

民， 通过网络团购购买电影票成为观众

的选择。此外，王府井影城、紫荆金沙影

城还大量引进无人购票机， 颠覆传统购

票方式。

新老之争

除了技术 老牌电影院还要创新

老牌电影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普

遍经营困难，常常成了电子游戏厅、卡拉

OK厅、歌舞厅、录像厅等汇聚的大杂烩

场所。“老字号电影院的生存归根到底

要追溯到其本身的定位———能不能适应

电影产业的变化， 以怎样的方式创新而

又能保障老影院多方面的利益， 这些问

题需要多部门的沟通协调， 并且需要积

极探索。”业内人士表示。

“市场竞争不可避免，院线要想把

蛋糕做大， 就必须将差异化创新经营做

好。老牌电影院除了技术跟上，还要紧跟

时代勇于创新。” 一位成都影城负责人

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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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影城关门了，用一种温情脉脉

的方式。“为答谢你们

21

年来的支持与

厚爱， 于

2014

年

2

月

5

日

～11

日举行感恩

回馈会员活动。”

16

年来，它一直精巧温情。最难得

是和看电影的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充满

人情味的关系———而不是买票卖票的

简单交易。它最早实行会员制，最早开

创包场选片，出了影院，走上大街，经理

和观众还会打招呼寒暄。

“第一部在花园看的是 《浪漫樱

花》”“最早那会儿还有

5

块的票价”“回

想着以前吃完饭和老妈散步过去，看看

电影， 或者过生日的时候去领免费票，

满满的回忆”……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这是从录像厅时代一直存活到现在

的惟一一家电影院， 如今， 它也要消失

了。 很多在花园影城度过少年时代和青

年时光的人表示难过， 比他们更难过的

是花园影城的创始人王启光。 从创业到

鼎盛，再到遭遇瓶颈，最后的拯救努力，

王启光对“花园”始终带有一种“梦”的情

结。 像做梦一样从电影发烧友变成影城

老板，在这个每天都不一样的城市里，苦

苦挽留一座有着

20

年历史的窄小影城。

2011

年， 我采访王启光。 那时的成

都，万达橙天中影

UME

等外来巨头已与

本土的太平洋星美屡次过招，初定天下。

印象最深的是， 他反复说，“我不可能放

弃”。 花园影城早就不是他最赚钱的项

目，到后来，几乎是赔钱在做。他靠

KTV

等产业积累资金， 一直没有放弃重建花

园影城的机会，但每一次都是遗憾。

那时簇拥的人群早已散去，但荣光

和情感还留在王启光心里。他说：“不怪

他们，是我们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飞速前进的时代，我们得到很多，

也失去很多。这不仅仅是王启光和花园影

城的困局。 我们每个人身处这样的时代，

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一些在技术上

相对落后的事物，却往往因为饱含历史与

记忆，在情感上占尽优势。于理，应当放

下；于情，难以割舍。在花园影城这里，温

情与怀旧终于输给了现代化、规模化和

集团化。毕竟，如今看电影更多是有关

视觉听觉的娱乐， 没有先进的硬件设

施，只靠温情和记忆，是留不住人的。

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它轮换着多

情和无情两幅面孔，落后的最终将被进

步的碾碎———现在已经无法适应需求

的花园影城，当年不也是靠先进的硬件

设施和经营理念征服人心的吗？

我们对坚持情怀心存敬意，也为顺

应时势最终放下拍手叫好。既然现实中

留不住，就让留在记忆里，已足够。

一

段

时

光

1999年

最 多 的 时

候，一年接待90

万观影人次；在

成都的大学生中

已是赫赫有名

最辉煌时期

成为太平洋

院线旗下影院

2002年

2004年

资金缺乏，

合作伙伴离开，

影城改造的计划

未能实施

花园影

城宣布将于

2月15日正

式歇业

2014年

与众多影迷心中的不舍相比，对于影城

的歇业，花园影城的老总王启光内心更是五

味杂陈。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下午数次联系采

访，均被婉拒，数次沟通之后，他叹道：“心

里太复杂了，不知道从何说起”。

不过，在2011年，成都商报记者曾经专

访过王启光，并留下了一段尚未公开见报的

文字，详细记载了花园影城的来历，以及这

位掌舵者内心的坚持与无奈。

激情

电影发烧友建起了影城

1989年，王启光在武侯大道开了一家录

像厅。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香港的武侠剧，

《绝代双骄》《神雕侠侣》连续放。王启光每

天下班都要经过川剧团的镭射厅，几乎都要

钻进去看上一部，不看就过不去。后来，这家

叫“花园镭射厅”的地方，放了很多好电影，

生意越来越好。

两年过后，镭射厅面临拆迁。王启光觉

得是时候正式进军电影放映行业了。利用蓄

积到的第一桶金，和结交到的一群有电影情

结的同事，1997年， 他在跳伞塔附近租下场

地，建起了花园影城。

只用了三年， 花园的名气就出来了。

2000年左右，花园影城这个名字在成都的大

学生中已是赫赫有名。 当时南门上的川大、

华西医大（当时尚未合并）、西南民院的学

生，都喜欢去花园影城看电影。一方面它的

硬件条件在当年算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它

在3楼的9个小包间，面积一般十平米左右，能

容下五六个十来个人不等，一圈沙发，一个

茶几，一个投影，一套音响，看起来类似KTV

包间。在包间里，可以包场选片，一晚上几十

到一百元不等，是同学聚会的上佳选择。

辉煌

最早成立影迷俱乐部 达十几万人

花园影城是成都最早成立影迷俱乐部

的影城，1997年时，它的会员有几千个，后来

发展到了十几万之多。

王启光说，1999年左右，影城迎来了最

辉煌的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年接待90万观

影人次，甚至北门、西门的人都会骑着自行

车来花园看电影。影城的程经理回忆说，当

时看到特别好的电影， 影迷们会很激动地

跑到他的办公室， 拍着桌子和他讨论。至

今， 仍有影迷与影城的工作人员保持书信

来往。

无奈

想“曲线”建影城 但没那么多钱

花园影城的辉煌持续到2004年前后。

王启光认为影城改造的时机已到，成都

的观众需要更现代化的硬件设施。他看中了

距离花园影城不远的一块地方，和开发商谈

合作已到了最后阶段，图纸都出了———至今

仍保存在他手里———遗憾的是，他拉来的两

位合作伙伴最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他手

头没有那么多资金，只能遗憾放弃。

王启光和同伴们选择了迂回战术，开始

转战门槛更低的商场：足浴、KTV。但这些

都没有让王启光放弃重建一个花园影城的

梦想， 他甚至把旗下的KTV也定位为电影

主题。 但他的梦想始终没能实现，“都是因

为没有钱”，王启光说起来很无奈。

衰落

影迷流失收益不佳 需填补亏空

在成都， 花园影城是从录像厅年代一

直到现在，还存活下来的惟一一家影城。不

过，王启光坦言，尤其到了发展后期，活得

不算好， 有时候还得依靠公司的其他产业

来填补亏空。

“如果是为了赚钱，可能就放弃它了，

但我不可能放弃。”王启光说，花园影城多

年来培养的影迷群体如今都已经分散到各

处去了，对于十几万影迷的流失，王启光动

情地说：“不怪他们， 是我们没能跟上时代

的步伐。”

伤感

难以言说的痛 重开之期难定

昨日下午，在电话的另一头，他的语调

缓慢深沉。16年来的回忆， 仿佛都在迫不及

待地奔涌，也让这场对话有些松散。他一会

儿提到当年的文化贫瘠，一会儿又聊到他亲

自迎来和送去的一届届学生， 语气颇为伤

感。忽然间，他又想到了当年成都商报曾把

花园影城列为最佳约会地点，很快又提及花

园影城在当年曾是影院行业内全国首家民

营企业，语气明显带着自豪。

穿插在这些回忆片段中的，他还四次直

言“心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痛”。

聊天快结束时，王启光特别提到了多年

来合计上千万的花园影城影迷。他很认真地

委托记者：“真诚地向他们说一声感谢，为

了这段和电影有关、和热爱有关的缘分和情

分。”并且，他也再次明确表示，自己内心绝

对没有放弃让花园影城重开的意愿，只是还

需考察市场，目前时间难定。

至于更多的问题， 电话那头久久地沉

默：“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声叹息了……”

纸

敬

告

段

记

忆

声

叹

息

花园影城创始人王启光：

四次直言“心痛” 向影迷道声：感谢

老牌电影院

如何重生？

花园影城多年来培养的

影迷群体分散到各处， 新兴

的、更为现代化的标准影院散

落在成都各地，人们越来越习

惯在家门口看电影。

与此同时， 近20条院线，

80多家影院逐渐涌入，不惜重

金购买先进的放映技术，例如

引入IMAX等多种屏幕， 只为

在成都电影市场分一杯羹。

市民刘先生昨日从天府广场乘坐地铁去

火车北站送朋友，进站后一次性购买了两张单

程票，目的是为了节省回程购票时间。让他想

不到的是，回程时不仅不能使用先前购买的单

程票，就连购买车票的钱也不能退。对此，地铁

公司提醒称，单程票仅限当日在购票站使用进

站，回程不能使用需要另行购买。根据《票务

须知》规定，单程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市民质疑：

未使用的车票为什么不能退？

“我平时很少坐地铁，今天送朋友去火车

北站，想到回来买票排队购票的人很多，就想

着节省时间，在天府广场一次性购买了两张到

火车北站的票。”刘先生说，返回时却怎么也

用不了，向地铁站工作人员咨询，被告知单程

票仅能在购票站使用进站，不能往返，只能另

行购买返回的票。“但对方告诉我， 这张车票

不能退，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没有使用的车票

不能退呢？”刘先生只能将这张车票投入到了

“单程票回收箱”中。

地铁公司：

单程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对此， 成都地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单

程票仅限当日在购票站使用进站，回程不能使

用需要另行购买。 而关于退换票成都地铁在

《票务须知》中就有详细的规定和说明，每个

车站站厅都有标识和张贴，告知乘客，单程票

仅限在车票发售站当天有效，乘客持车票在闸

机刷卡进站，出站时将车票投入闸机回收口出

站。单程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如果是列车出现了故障，或者遇到了

其他应急情况， 我们会主动给旅客退票，但

旅客自身造成的误购或多购车票，不进行退

换。”该负责人表示，从2010年9月27日地铁

投入运营的3年多以来， 像这种现象仅出现

过几次并不广泛，经过沟通，也得到了乘客

的谅解。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提前买地铁“返程票” 不能用也不能退

地铁公司：单程票仅限当日在购票站使用进站 回程需另购

些

思

考

花园影城 留在记忆里已足够

□

潘媛

开了16年多之后，伴随一纸

敬告，位于一环路南三段跳伞塔

的花园影城，宣布将于本月15日

歇业。曾经，它被成都商报列为最

佳约会地点，而在很多人心中，它

承载着和男（女）朋友坐着公交

车去看电影的那些周末、在三楼

小包间吃着零食看通宵电影等

等有关的青春记忆。

在2011年和昨日， 成都商报

记者两次采访花园影城创始人王

启光， 看到了一段跟热爱有关的

坚持，一种跟现实有关的无奈。

花园影城何时能重开？ 王启

光自己也无法给出答案。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记者 张世豪

蒋超 摄影记者 卢祥龙

2010年

UME、 保

利、 橙天嘉禾进

入成都；

随 后 ， 华

夏、 百老汇、横

店等新的院线

相继进驻成都，

带来更先进的

放映技术和更

好的观影体验

老照片由花园影城提供

王启光和他

的合伙人在跳伞

塔附近建起花园

影城； 是成都最

早成立影迷俱乐

部的影城

1997年

建花园影城

王启光，

2002

年

11

月拍于花园影城

1997

年

11

月，花园影城影迷俱乐部正式成立

花园影城门口贴出的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