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博物馆， 大家会想到那些高
端大气的地方， 比如庄严的国家博物
馆、 深邃的故宫博物院……其实， 在
京城还藏着很多带有另类色彩， 颇具
趣味的博物馆。 比如安定门京城老物
件陈列室， 一千多件老物件串起了老
北京人的吃穿住行； 比如中华小吃博
物馆， 各种烹饪器具展示了各民族的
饮食文化， 这里不但能过眼瘾， 还能
“饱口福”， 绝对是吃货的首选； 再比
如北京老爷车博物馆， 除了 “晒” 各
国经典藏车， 中国自主品牌古董车绝
对会燃起你的爱国心……这里收藏着
一个 “趣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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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北京美发博物馆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北京大戚收音机
电影机博物馆

展示从古至今的
流行发式

你知道吗？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使
用 “发器” 来梳理头发， 功能与梳子类似； 假发
在宋代使用频繁； 清末北京有整容行公益会， 理
发匠也归 “整容行” 管……北京美发博物馆的展
览让记者了解了不少关于美发的小知识。

北京美发博物馆位于旧鼓楼外大街四联美发
店的二层， 于2015年开馆， 是北京四联美发美容
有限责任公司开办的。 大约200平方米的展厅摆
放着各种与美发有关的展品。 据博物馆讲解员介
绍， 博物馆的展览分为四大部分， 分别是云鬓凤
钗、 行业名师、 梳理文明、 四联发展与成立。

在展厅一角， 记者看到一套木制的 “剃头挑
子”， 在 “挑子” 旁边是各式各样的剃头推子。
“早期的剃头推子是纯手动的， 而且没有弹簧，
拿着挺大， 用起来费劲。 后来发展成了带弹簧的
推子。 到了民国时期， 电推子从国外被引进到国
内。” 讲解员介绍。

博物馆内， 还展示着两块近百年历史的 “鐾
刀布” 和一把美国理发椅， “这把理发椅， 是四
联美发店前身———四家上海理发店进北京时带过
来的， 也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以前剃头匠全靠着走街串巷 ， 使用的一种
“唤头” 的工具来当 “大喇叭”。 唤头， 就是呼唤
需要剃头的人来。 在展厅里， 记者看到了两件
“唤头”， 它是由两根条铁组成的， 一头烧结成一
个把儿， 另一头两根铁微张， 全长一尺二寸， 左
手拿着它， 右手用一根五寸的大钉子， 从两根条

铁的缝隙中间向上挑， 发出响亮的 “当啷” 声招揽
生意， 这就算是剃头的叫卖声。

根据讲解， 在西周时期， 人们就已经使用 “发
器” 来梳理头发， 其功能与当今所用的木梳相同。
隋唐时期， 发型、 发式丰富多彩。 宋代时期， 假发
使用频繁， 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今天的 “头套”。 明
代出现了扁圆形发髻饰以花朵， 之后又演变为金银
丝挽结的发髻。 在清代， 皇室偏好的 “大拉翅” 是
最著名的头发装饰， 还有 “管子”、 “一字头” 等。

据讲解员介绍， 宋元时的理发匠开始有了行
会， 当时叫 “净发社”。 到了清末， 北京出现了整
容行公益会， 这个行会也管理 “理发业”。

在博物馆核心位置摆放着美发行业的祖师———
罗祖之像， 还陈列着两本 “师徒契约”。 现在虽然
四联还保留着师徒传承， 但已经简略了手续。

美发博物馆的面积不大， 但是给不少参观者留
下深刻的印象。 一位参观者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
到， “看过展览， 深感 ‘术业有专攻’， 原来美发
也有这样悠久的历史”， 还有参观者有感而发 “理
发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虽然现在时代变化、 经营模
式也在变化， 但人们对美的追求没有改变， 希望美
发博物馆一直开办下去， 让更多人了解理发。”

近日， 记者走进了北京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
物馆， 里面琳琅满目的收音机电影机让记者大开
眼界。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人， 收
音机和电影机并不陌生， 他们是人们了解外部世
界的两个传统媒介。

北京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是迄今为止中
国最大的私人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 馆长是80后
的小伙子戚建钢。 他2005年开始收藏电影机、 收
音机。 “作为收音机和电影机爱好者， 我们有责
任保存这段历史， 并以实物的形式展现这段历
史。” 戚建钢激动地说， “为筹建北京大戚收音
机电影机博物馆， 我们历时十余年时间， 已收藏
不同类别、 不同年代、 不同国家生产的各种收音
机和电影机及其相关藏品一万余件。”

2011年8月25日， 博物馆在闻名世界的画家
村 “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 破土动工。 2011年12
月7日， 建筑主体顺利封顶， 建筑面积8402平方
米。 2013年5月1日正式开馆。

记者在参观中， 一款老式电影放映机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 。 这款放映机的名字是 EDISON
35mm瓦斯光源手摇电影放映机。 据馆内工作人
员介绍， 这款电影放映机于1895年产自美国， 是
该馆收藏的年代最早的一台电影放映机， 也是全
世界罕见的一台放映机， 堪称这个博物馆的 “镇
馆之宝”。

而前苏联产的 “大红星牌” 电子管收音机也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我馆展出的这台收音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

林在毛泽东主席6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生日礼
物， 当时一共送给我国600台， 这台就是其中之一。
从造型上来讲， 是很典型的苏联设计风格。” 馆内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打破了很多的第
一。 规模第一， 藏品数量第一， 种类第一。 徜徉在
博物馆内， 睁开眼睛能追寻到放映机的发展史； 静
下来， 能感受到历史的脚步声， 唤起心灵深处的那
份纯真记忆， 真是太美好了。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早的电影
机、 收音机。 还可以自己动手用老式电影机放映电
影， 亲自感受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的音质效果， 更能
够自己动手制作收音机。 博物拥有130座位的电影
厅， 可以看到老式电影机放映出的胶片电影， 带您
穿越回七十年代电影院的感觉。 从胶片到数字、 从
电子管到晶体管， 电影机和收音机的历史变迁需要
您自己来探索。” 馆内工作人员用热情洋溢的语言
介绍着。 在藏品中穿梭， 不禁让人感叹科技的发展
和进步。

收音机和电影机
藏品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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