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 市电车公司无轨电车制
配厂的青年工人在老师傅的协助下 ，
利用业余时间装配成了一辆青年号无
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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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猫不吃不喝， 进了宠物医院，
又是验血又是B超 ， 花了 1000多元 ，
最后连张病历 、 收据都没有给 ！” 近
日 ， 广州市民郭女士讲述了自家宠
物 猫 就 诊 记 。 数据显示 ， 至2013年
年底， 国内仅宠物狗就有1.5亿只， 全
国约有12%的城市家庭饲养宠物 。 但
有关宠物医疗事故的统计不多， 而且
缺乏医疗事故监控与跟进机制， 事故
追责则更是少之又少。

新津春子原名郭春艳， 出生于中
国东北， 父亲是被收养在沈阳的日本
残留孤儿， 母亲是中国人。 她如今是
日本第一 “清洁匠人”。 她曾靠清扫赖
以生计， 如今将清扫做成一份极致的
事业 。 在2013年 、 2014年 、 2016年 、
2017年四年里被评为 “全世界最清洁
机场” 的羽田机场， 是她带领700多名
清扫工精心“扫” 出来的成就。

１.北海大桥为通车展宽25米

解放前， 偌大的北京城， 交通运
营线路只有6条， 接起来只能从过去的
通县到石景山。 人们出行大多靠 “洋
车” 和两万多辆脚踏三轮车。 比较先
进一些的交通工具就是1921年开始有
的 “铛铛车” （有轨电车） 和1934年
才有的公共汽车。

新中国成立后， 研制无轨电车提
上议事日程。 1956年， 上海友福汽车
车身制造厂的99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举
家北上， 在右安门桥头一块荒地上成
立了北京市无轨电车制配厂 （即后来
的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四厂）。 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激励下， 他们制造出了
全国第一辆 “京一型” 无轨电车， 填
补了我国无轨电车生产的空白。

无轨电车的外形和公共汽车差不
多， 只是在车顶上多出两根长长的杆
子， 俗称 “大辫子”。 我国第一辆 “大
辫子 ” 采用的是解放牌卡车的底盘 ，
车长9.2米， 额定载客83人。

通行无轨电车的路面需要保持平
整才能避免车身颠簸， 而且， 无轨电
车左右摆动的范围宽达6米， 这意味着
今后沿线路面不能随时补修或翻修 ，
不然就会影响无轨电车通行， 所以沿
线原有道路需要进行展宽和加固。 比
如改建后的北海大桥， 宽度就从原来
的9米增加到34米。

2.“大辫子”还开设过“母子车”

1957年8月， 北京首条无轨电车线
路全线通车。 这条线路也是本市东西
城第一条直达的交通干线。

随着城市的发展， 陈旧的有轨电
车弊端日益明显，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 在1959年
10月以前， 将内城的有轨电车轨道和
外城蒜市口至菜市口一段的轨道全部
拆除， 改行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

五年后， 无轨电车已成为北京公
共交通的一种重要工具。 无轨电车还
开设了 “母子车”， 每天早晨由沙滩向
十里堡开三部 “母子车”， 专门运送带
小孩的乘客。 实际上， 在国产公共汽
车问世之前， 相关部门还考虑过用公
共无轨电车取代公共汽车， 因为这样
就不必花宝贵的外汇去买外国的公共
汽车了。 但是， 没有线路的地方， 无

轨电车就不能走， 而像长安街这样的
地方又不许搭建电车线路 ， 怎么办 ？
电车制配厂的技术人员为此没少费脑
筋。 他们曾经尝试着在无轨电车上安
装过一个巨大的偏心轮， 想借助偏心
轮旋转时产生的惯性 ， 把电车 “甩 ”
过天安门。 结果反复实验了多次， 证
明行不通。

3.郊区开通首条无轨电车线

1994年， 本市开始建设郊区首条
无轨电车线路———410路。 据本报1995
年6月20日1版 《京郊首条无轨电车线
开通》 一文记载， 这条线是由当时的
大兴县政府和市公交总公司共同投资
兴建的， 从黄村到玉泉营， 全长15.5
公里， 途经黄村西大街、 康庄路口等，
共12站。

当年， 在郊区开通无轨电车线路，
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 “独一份”。 大兴
办西瓜节时， 410路最多一天收票款就
达2600元。 半个月下来， 日均票款收
入也达一千二三百元。

4.去留之争引发“第二春”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大
辫子” 的去留问题引发社会讨论。

认为应该取消的， 理由主要在于
两方面： 一是道路一旦堵塞， 电车就
排起长龙， 易导致更大面积拥堵； 二
是密如蛛网的电车线网影响市容。 支
持保留 “大辫子” 的则认为， 电车用
电作动力， 几乎不产生污染， 而用汽
油作动力的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严重
污染城市环境， 危害市民健康。

据本报2001年11月18日3版 《国际
劲吹 “电车复兴” 风 我国无轨电车骤
减》 一文所说， 当时， 全国尚有无轨
电车运营的城市已由10年前的26个减
少到18个， 车辆减少了30％， 客运量
减少了46％， 占公交车的比重由7.1％
减至1.5％。

2000年6月 ， “绿色交通行动计
划 ” 在我国正式启动 。 北京 、 上海 、
广州等城市开始重新评价和认识无轨
电车， 带头加大无轨电车的投资和建
设力度 ， “大辫子 ” 似乎正在焕发
“第二春”。

有专家称 ， 无轨电车将成为以
“环保世纪” 著称的21世纪常规城市绿
色公交的主力。 著名物理学家何祚庥
认为， 噪声小、 污染小并且节能的无
轨电车 ， 应是发展公共交通的首选 ；
而且， 利用蓄电池作为双能源， 无轨
电车完全可以在必要地段实现 “摘辫”
行驶。

来自北京市公交集团的消息， 为
适应首都治理大气污染的新形势， 进
一步推进公交绿色发展， 公交集团启
动了 《2013-2017年电车发展规划 》。
2014年至2016年， 公交集团已实施了
10条 “油改电” 线路。 截至今年5月，
公交集团的双源无轨电车线路已达24
条， 线路总长度为342公里， 比2013年
末的204公里净增了138公里； 运营的
双源无轨电车达到985部， 比2013年末
的588部双源无轨电车净增了397部 。
据悉， 目前仍有10条 “油改电” 线路
正在规划中。

摘自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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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穷爸爸”帮女儿圆梦
把迪士尼“搬”回家

宠物看病比人贵
花费千元没病历

日本第一“清洁匠人”

“大辫子”电车一跑 年

英国一位 “穷爸爸” 用颇具创意
的方式一分钱没花就圆了孩子的迪士
尼梦。 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 这
名父亲说： “女儿想去迪士尼， 但实
在太贵了。” 于是， 他找出一段迪士尼
过山车的视频， 在家中大屏幕上播放；
然后让年幼的女儿坐入一个蓝色大塑
料盆， 让女儿靠近并面朝屏幕， 随着
屏幕中过山车轨道画面变换， 把女儿
托高放低、 左倾右斜； 嘴里不时模拟
过山车音效以增加真实感。

到今年为止， “大辫子” 无轨电车在北京街头整整跑了一个甲子。
对京城百姓来说， 电车司机下车抖搂 “大辫子” 的景象早已司空见惯。
这如同一种城市符号， 记录着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变迁。

荨1960年， 6路无轨电车售票员崔
文娴搀扶一位老人下车。 她热情周到
的服务受到其他乘客赞扬。

上世纪90年代， 行驶在崇文门大街上的无轨电车。 张风 摄

▲1958年4月， 工人在架线， 王府
井就快通无轨电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