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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是第二次在拉斯维加斯

CinemaCon展会上见到苏露，她是安徽影

星银幕有限责任公司的海外市场销售经

理。今年是这家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保守

估计超过了 80%的银幕公司第四次参加

CinemaCon，第二次参展。苏露是展会上

不多的，见到媒体不往后躲，还可以落落

大方侃侃而谈的中国厂商代表。 她标准

的普通话中带着少许安徽口音，要用美国

人的说法“更 Sexy了”。去年展会上第一

次见她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同时也拍下了

无数其他的照片。 渐渐地，其它的照片

渐渐地从记忆中淡出，从 IPad中删除，而

唯独这张村姑般纯美，略带拘束的灿烂笑

脸留下来了。一直想到要为这张照片写

一篇文章，写什么呢，渐渐地明白了，这是

一张与中国银幕一起成长的脸孔。

■新的突破

6月的一天，顺着苏露给的地址，我以

为会来到一座办公楼，或者一个带仓库的

办公室。 然而，谷歌地图的导航把我带

到了洛杉矶郊外的 V 市的一栋普通的两

层别墅。苏露告诉我，这是她的住所，影

星银幕的分公司还没注册，所以说还是一

个办事处。因为他们的产品由中国直接

发货，无需仓库，没有需要上门的客户，她

可以在家里办公，还兼顾她本人到附近的

Mt. SAC 学院进修英文。苏露毕业于南京

师范大学影视文化艺术系。驻美才几个

月，觉得自己英文还有差距。“我的想法

是，要打开国际市场第一件事就是要能够

和他们交流。想要打开美国市场，首先就

要融入美国，说一口中文来推销你的东

西，本身态度就不对，是你要来卖东西给

他们，就要尊重人家。”

家里干净，家具简单。坐下来，几句

寒暄，很快进入正题。苏露兴奋地向我介

绍了他们公司今年的技术突破——新一

代光学指标可控的折叠金属银幕。“金属

银幕过去有一个问题，不能折叠，只能卷

着装。银幕的运输方式一直是限制我们

出口的一个瓶颈。同样也是始终困扰国

内外银幕商同行的一个难题。 因为包装

太长了，第一是运到海关时，有特殊要求；

第二，船运统一要求要集装箱装。我们大

尺寸的银幕连集装箱都塞不进去。今年

三月我们为万达做了一块应该是全世界

最大的银幕。高 18 米，宽 72 米，一般集

装箱宽度 15 米，加上两头的卷轴大约 20
米。在国内运输都要用超长的卡车，国际

运输就是不大可能了 。现在我们已经攻

克了，如果尺寸不特别大，我们可以把它

折叠放到箱子里面。”

苏露补充说，“其实银幕折叠很容易

做到，但是如何让银幕在能够折叠的同

时，又不降低它的光学性能，比如色彩的

还原，3D的效果和图像的清晰度是否高，

这才是最难的。”她骄傲地说，“我们的银

幕不但可以折叠，而且表面涂层附着力特

别强，光学性能还特别好。金属幕的研发

指标上甚至超出了一些比我们更资格老

的企业。 ”

“折叠的好处还体现在，不需要派我

们的安装人员来安装。原来大银幕我们

都要派安装工人出去安装。安装工人特

别忙，几乎全年无休，电话不停地打进来

催。今天在北京，明天在天津，后天到济

南。安装部门人数很多，2-3 人一组，东

线、西线、南线，北线，平均一天有20多个

人，十几个小组在外边跑。折叠银幕将减

少 70%的运费以及节约至少一半的工程

车旅费成本。

“以前，大银幕在安装的过程中，如果

手一松，或发生意外，比如把银幕从那管

子里抽出来，不小心滑了一下，那块银幕

就会报废。所以，一定是要我们的人去安

装，我们安装无锡一块巨大的银幕，十几

个人像接力一样慢慢地把装银幕的管子

送到剧院，然后再用吊机把它吊起来，因

为它特别长，而剧院通常不是一个很直的

管道，七拐八拐，根本过不去，所以有的剧

院为了进银幕还得把墙打个洞，从墙外面

塞进去。在国外，不大可能说‘你把这墙

打个洞吧。’现在，第一个，方便运输了，

第二，银幕打开，直接安装就行了。

然而，苏露也强调对于高度超过 15
米的金属幕，不建议折叠。因为银幕自身

的重量会产生压痕。

■见证28年

今年 38 岁的苏露说，她正式在影星

银幕工作的时间不长，才三四年。然而，

因为她妈妈是厂里的股东，28年来，她耳

濡目染，听着中国银幕的故事长大。“中国

电影能发展到今天，真不错。因为我见证

过他们最困难的时期。”

苏露说，最困难的时候是90年代，在

中国引进美国大片之前。她很清楚地记

得那年引进的是《真实的谎言》，加州州长

施瓦辛格主演。“在这之前，中国电影院几

乎倒了一大片，没人看电影。”

问：你多小啊？你怎么记得？”

苏露：我妈妈当时亲自做销售，我就

感觉她特别难，到哪儿去，哪儿的电影公

司特别不景气。第一票房少，没什么资

源。第二，当时感觉政策并没有对电影进

行扶持。所以，做银幕就特别难。中国原

来有三家主要的银幕厂。一家是西安金

属银幕厂；一家在秦皇岛，还有一家就是

影星银幕。那两家是国营性质的，影星银

幕是这个行业里比较早的私有企业。一

开始的时候，进这个圈子特别难。因为，

大家都是国营单位。

问：“影星银幕一开始就叫影星银

幕？”

苏露：不是（她转身到厨房关了炉火，

回来接着说），原来我们的名字叫强力金

属银幕厂，一开始在芜湖，所以许多人到

现在，尤其是圈子里老一代的人，仍然叫

我们芜湖银幕。

1986年，在国营的芜湖强力帆布厂下

面一个闲置的小车间内，“芜湖强力金属

银幕厂”悄然成立，也就是现在安徽影星

银幕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当时芜湖强力帆布厂的电气工程师，

后来的董事长高松柏向帆布厂承包了这

个小厂。就是说，国营的帆布厂不给钱，

银幕厂自负盈亏。高松柏要负责发职工

工资。他带着包括苏露的妈妈在内的几

个志同道合的人，以及十几个工人，总共

不超过 20 人，开始研究金属银幕。做出

小样品，做出了银幕，开始用最原始的方

法，挨家挨户到各个电影公司去推销。当

时我们的方式是让人家代销，我们把银幕

交给你，你卖掉以后我们再结账。对他们

来说，完全没有风险，没有成本。

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大大小小的银幕

厂共有 30 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国营企

业。经历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

的人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

初，国营企业仍然是经济结构中的主力，

其次是三资企业，而作为生存在市场夹缝

中的民营企业，想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抢滩

市场是尤为艰难的。影星银幕的创始人

高松柏从技术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领先优势；生产部门严格执行流程

化作业，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检测才能出

厂；公司的销售团队辛勤奔波于全国各

地，一家影院一家影院地推广“影星”银

幕。有了技术上的领先，质量上的保证，

还有诚信的销售策略，“影星”银幕逐渐在

市场上推广开来。

问：收钱很难吧？

苏露：对啊。一开始想推到电影公司

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

候人们都相信国营企业，觉得国有企业跑

不掉，而感觉私营企业个体户像骗子一

样。就这样，挨家挨户，一个电影公司一

个电影公司地去。记得 19 岁的时候，和

我妈去参加过会议。那时候，电影圈里的

人感觉完全不像现在。现在一讲电影圈，

就有财大气粗的感觉，那时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特别小特别穷的行业。

问：刚才说的那两家国营的银幕厂

倒了？

苏露：倒了。好多年了。就在中国电

影市场特别低迷期间，那两家国营银幕

厂倒了。应该是1990或者1991年 。其实

不仅那两年，进口大片刺激了电影业一阵

子，到1996年-1998年又低迷了。我记得

特别深刻就是《真实的谎言》，那部电影稍

微振奋了一下市场。从那开始，我们中影

开始从国外进口大片，开始一年只有十

部。

在那低迷的年代，西安和秦皇岛两家

国营银幕厂都先后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

国营强力帆布厂也倒闭了。

也在那低迷的年代，1992年，高松柏

和苏露的母亲夏晓燕等七个股东共出资

30 万元，将芜湖强力金属银幕厂重组为

股份制的“芜湖影星银幕有限公司”，成为

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电影器材民企，并率

先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块无拼缝的 HQ

漫反射银幕（High Quality 高质量），影星

银幕作为一个品牌诞生了。

然而，在这颗业界明星冉冉升起之前

的低迷困惑的日子里，原来的七个股东中

有三人觉得希望不大，将股份转让卖掉退

了出来。现在留在影星银幕董事会的有

四个股东。

问：后来你们逐渐发展起来，是什么

原因，是市场好了你们就好了，还是别的

什么原因？

苏露：我认为还是一个经营理念的问

题。为什么一个国营企业，一个私营企业，

一个能好，一个不能好。因为国营企业中，

很少有人把这个企业当自己的，人人都想咬

一口就走。但私营企业，你会觉得这就是你

的，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事业，不会把它

当成一个工作。就我的感觉来说，我妈妈，高

董事长，他们都是一心扑在厂里面。我们高

董事长一年365天不休息，72岁的他没有一

天不去厂里边。他不是什么事情都事必躬

亲，他只是说，在厂里面是一种享受。他自己

去见证他所创造的。你看，厂里的领导是如

此尽心尽力。

这里，苏露插了一段，影星和玉宇都

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器材分会

的理事单位。她说协会也很重视我们。

前会长杨步亭说，幸亏有你们两家，给我

们中国电影挣了点面子，否则，我们电影

院里什么东西都是进口的。从放映机到

放映灯泡，到银幕全是进口。否则我们就

会被国外的企业打得没有还手的余地，今

年 5月，杨会长在卸任的告别辞中语重心

长地说，“珍惜时间，珍惜工作，拥抱每一

天。”马上卸任的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没

做完，已经没有时间了。当场让大家都感

动得哭了。

影星银幕的崛起，也改变市场的格

局。 在影星银幕没有打出名气之前，占

市场霸主地位的银幕进口商原来在中国

的价格是非常贵的。后来主动放低了一

大截身价。苏露说，“市场不能一家独大，

打破垄断对大家都好。一是对消费者好，

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二对厂家也

好，因为你有竞争，不会沉溺于自己一点

点成绩停滞不前。”

苏露还介绍说，我们工厂不是“大锅

饭”，是奖勤罚懒，多劳多得，所以工人工

作也特别有积极性。我们厂的工人收入

是工资加奖金，一直比劳工市场高出

20% 。我们对职工的福利也做得很正规，

五险全买齐。同时我们还注意安全生产，

高空作业，不可单独出去作业。 每周开

安全会议。

从技术方面，我们不会停留在某个

程度，就自满了，我们总是都在不停地超

越，不停研发，不停地去发现我们有什么

不足，把它做得更好。技术上，跟着市场

走，市场上流行 3D，我们就支持 3D，我们

就要做到 3D，未来有什么趋势，我们还

要跟着走。比如 3D 银幕对亮度要求很

高，3D 本身是一种视觉的小把戏——左

眼和右眼的切换。亮度不够，3D 效果就

大打折扣。所以亮度要求比一般银幕高

很多。这些亮度的控制，主要是靠涂层

和角度。

为了迎接激光放映光源的到来，影星

银幕也做好了准备。去年，RealD 推出3D
白幕。 我们也有了 3D 白幕。 亮度不是

很高，但是结合现在的激光放映，就可以

达到金属银幕的效果 。“这个技术是我们

自己研发的，RealD 也不会卖他们的技

术。”

我们厂有一个科研楼，研发团队 20
人。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光学测试

室、声学测试室。从原料开始，化学方面，

试验各种各样的涂材。物理实验室试验各

种银幕的幕基、强度，拉力，光学方面就是

测试反射、吸光性等，声学就是它的透声

性。参加CineAsia的展会，我们的技术总

监都会去，跟上产业趋势和各家的更新。

影星银幕从没有满足于在中国市场

占有率第一的成绩，他们深知市场竞争是

残酷的，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必须要在战

略上紧跟市场的步伐，在技术上始终保持

领先。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影星银幕公

司从来不吝惜于研发项目上的投入，影星

银幕公司的员工不算多，但研发团队人数

就占了全公司的五分之一；办公场地不算

大，但研发部门占了一整幢楼。现在，影

星银幕已经在可折叠的金属银幕研发上

有了重大突破，这将给银幕行业带来新的

转变。

■结束语：奇迹中的奇迹

苏露说，影星银幕去年产值近一亿元，总

销售额为50万平方米，大约合8000张银幕。

其中，6000张是新影院客户，2000张为老影

院的更新。今年估计也是这个数字，就是说，

在中国每天增长14块银幕的奇迹里，还有一

个奇迹：其中至少10块是影星银幕。

影星银幕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影星”

牌银幕早已是业内耳熟能详。苏露简单勾画

了影星银幕的现状。董事长还是高柏松，销

售总监还是苏露的妈妈夏晓燕。“国内销售由

苏露的姐姐苏演负责，国外我负责。”还是四

个股东，拥有着两个银幕厂：芜湖影星巨幕有

限公司和安徽影星银幕有限责任公司。芜湖

专门做巨幕，专门做超大尺寸的。宽度超过

15米为巨幕，15米以内的普通银幕在马鞍山

做。芜湖厂差不多80亩，是亚洲甚至是世界

最大的银幕生产车间。为做大银幕，车间高

度就有30多米。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银幕必

须一次喷涂。所以必须要有这么大的空间。

这也是小工厂无法做的原因。马鞍山占地近

100亩，生产车间10000平米，苏露说，所以这

些都是自己做的。马鞍山100 多人，芜湖厂

区几十人，总共不到两百人。

你以为影星银幕满足他们国内市场

80%以上占有率吗？苏露说，“不是这么

说。中国 13 亿人口，但中国银幕数目只

是美国的一半，美国才是电影的大市场。

在解决了可折叠金属银幕的出口瓶颈之

后，他们期望今后的出口额可以从过去的

一年几百万元大幅提升。在今年的展会

上，已经有泰国、美国中部、印度尼西亚的

公司向他们进行咨询。明年他们会重返

拉斯维加斯，凯旋CinemaCon。
（邱可平发表过的文章可在其网站

www.chinema.com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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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银幕一起成长的姑娘-苏露
——记在市场夹缝中崛起并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器材民营企业安徽影星银幕

■文/图 本报洛杉矶特约专家邱可平 Keping Qiu ( kepingqiu@gmail.com)

左起：毛大平、苏露、叶宁、杨步亭、苏演在2013年美国产业大会上 2013年无锡保利剧院，银幕尺寸33M*17.5M

过去：不可折叠的管式包装 同是影星金属银幕14M*9M 现在：可折叠箱式包装

今芜湖影星巨幕有限公司2014年昔芜湖强力金属银幕厂1986年

苏露

拉斯维加斯的中国人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