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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爷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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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国产品牌燃起你的红色激情

如果你既是汽车发烧友又怀揣爱
国心， 那么北京老爷车博物馆一定不
可错过。 它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家
珍藏中国自主品牌古董车的博物馆 ，
那些红色激情年代的经典藏车， 以及
可以见证中国历史及汽车发展的车型，
足以反映新中国由弱变强发展壮大的
历程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提到老爷车博物馆， 很多人容易
和北京汽车博物馆混淆。 其实， 这两
家博物馆虽说都是展车， 但老爷车博
物馆是由私人独资开办。 馆长雒文有
是河北承德人。 最初老雒收藏老爷车
是出于爱好， 1998年参加过路易威登
国际老爷车拉力赛后， 让他萌生了建
博物馆的想法。 当时， 雒文有作为中
国唯一的车手， 他驾驶的红旗车是当
年聂荣臻元帅的座驾， 刚一亮相就赢
得数千观众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驶过
天安门时， 东西长安街上来往的汽车
纷纷摁响喇叭向红旗车致意。 这让老
雒产生了一种民族自豪感， 他想建一
个博物馆让更多的人分享。

初到北京老爷车博物馆， 你一定
会被它三维立体感十足的前卫造型吸
引住， 要不是左上角 “老爷车博物馆”
字样和停放在门后的北汽勇士， 你或
许认为这是一家科技或运动场馆。

当你把目光转移到博物馆大门口
的时候， 那扇对开的大门被漆成了中
国国旗的图案。 你可以想象， 当大门
紧闭的时候， 你眼前就是一面超大的
国旗， 威严肃穆， 快把国旗放进心中
走进这家博物馆吧。

进入博物馆的第一秒， 将再次燃
起你强烈的爱国情怀， 红色展板上叙
述着博物馆建立至今的发展历程， 更
奠定了整座展馆的主题与基调。 在博
物馆内收藏的160辆经典车型中， 有86
辆为老式汽车， 包括几乎所有型号的
早期国产汽车。

馆内长长的历史墙讲述着古今中
外与汽车相关的大事件， 有关中国品
牌汽车发展部分尤为详细 ， “解放 ”
车的来由 ， 为什么叫 “东风 ”， 老上
海、 老红旗的故事为你一一道来。

来到国内汽车展区， 新中国成立
初期汽车工业代表车型依次排列， 霸
气十足 。 你可以看到 ： 北汽生产的
“东方红” 牌轿车、 第一代210军用越
野车； 上汽生产的 “上海” 牌检阅车、
第一代上海 “凤凰 ” 牌轿车 、 上海
58—I等上海汽车系列 ； 一汽生产的
“红旗” 牌检阅车、 第一代 “红旗” 牌
轿车、 红旗轿车系列等， 每个品牌的
轿车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

这辆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解
放CA10， 它的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制
造汽车的历史， 而由解放创造的辉煌，
至今依然被人所称道， 当时奔驰在道
路上的汽车， 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
牌。 从1956年下线至1986年停产， 解
放创造了1281502辆产量的历史。

提起最早的国产小轿车我们都会
想到红旗， 来到老爷车博物馆才知道，
其实第一台国产小汽车叫 “东风”， 这
辆东风牌轿车是中国的第一辆轿车 ，
完全依靠手工打造而成。 车身是喜气
洋洋的中国红， 引擎盖上的车标是一
条金光闪闪的龙， 尾灯则是古典的宫
灯， 极富中国特色。 据说， 当时为了
向 “八一” 献礼， 仅仅用了33天就打
造完成。

如果你在这里感受到了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 那就对了。 事实上， 这里
拥有着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数量最多
的红旗展车群。

红旗轿车作为展品中的 “主角”，
其中一辆1972年生产的敞篷红旗检阅
车， 曾经接待过多位外国元首， 记载
了中国外交史上的很多重要时刻。 它
的后排为翻转座椅 ， 可以半靠半坐 ，
高度不减， 能缓解检阅时长久站立的
疲劳， 这样的设计理念在今天看来也
不过时。 “镇馆之宝” 是一辆加长红
旗轿车， 车身长10.8米， 三开门 ， 车
内冰柜、 空调、 真皮沙发、 电视、 电
话一应俱全， 能容纳10人在里面开会。
上世纪70年代能生产出这样的车， 绝
对算得上超水平发挥， 堪称 “孤本”。

除了自主品牌外， 在这里， 你还
能看到各国各时代的珍贵车型， 这里
部分馆藏品甚至是国际稀缺品牌、 绝
版品牌， 美国道奇、 德国奔驰、 法国
雪铁龙、 英国莫利斯、 前苏联吉斯等
经典车型， 这里都能看到， 它们记录
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史， 其价值无
法用金钱衡量。

一面巨大墙面上设置了一幅长达
24米的弧形屏幕， 放映着大型地表水
水厂制水工艺的真实场景； 其下方的
巨型电子显示屏上借助卡通小水人
“源源” 的可爱形象， 演示出通过10道
水处理工艺， 最终生产出符合国家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的全过程，
直观地展现了地表水处理工艺流程 ，
以及从源头到龙头全过程的水质监控
过程， 使得专业知识变得更加生动形
象、 通俗易懂。

这里是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是北
京市自来水集团出资兴建的企业博物
馆， 建成于2000年10月， 当时展馆位
于北京第一座水厂 （东直门水厂） 蒸
汽机房旧址 ， 2001年10月对外开放 ，
是社会各界了解北京自来水发展历史
的重要窗口， 被授予了 “北京市科普
教育基地” “北京市青少年科普教育
基地” “北京市青少年节水教育宣传
基地” 等称号。

去年3月22日，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的新馆开馆了 。 博物 馆 新 馆 分 科 普
馆和通史馆两个展厅 ， 面积约2400
平方米。

来到自来水博物馆， 可以看到清

末自来水厂旧址、 新馆两个展区， 占
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 清末自来水厂旧
址包括建于1908年的来水亭、 蒸汽机
房、 更楼等8座建筑， 被列入北京市近
现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录， 列为文物保
护单位 （清末自来水厂旧址展区由于
周边开发建设目前暂缓开放）。

在新馆序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生命之源》 石刻壁画， 设计者是中央
美院老院长、 中国壁画协会会长、 中
国著名美术艺术家侯一民先生。 壁画
由水、 万物和人组成， 壁画中的双手
寓意着人类对水的珍视， 从双手流淌
出的水， 滴入五色土的大地中， 润泽
万物。 手的上方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
凰 ， 象征首都的繁荣和生命的无限 ；
画面的创意源自于篆书 “泰” 字手和
水的组合， 寓意着首都供水事业安泰
和睦、 稳固发展。

一层科普馆 ， 用巨幅弧形屏幕 、
立体沙盘等展现方式打造出一个动感
的科普 “水世界”， 通过声、 光、 电等
多种手段展示了我国水资源的现状 、
北京自来水的生产过程以及节约用水
的相关知识。

“自来水不是自来的， 在展馆参

观能让人更加懂得珍惜水资源、 合理
利用水资源。” 展馆通过全方位介绍自
然界水知识、 当前我国和北京的水资
源状况、 北京自来水制水工艺、 水质
监测、 科学用水等内容， 让观众了解
到北京自来水集团生产的自来水安全
可靠。

二层的通史馆和老馆相比， 则展
示了更多从未面世的珍贵历史资料 。
通史馆以时间为主线， 通过大量珍贵
的实物 、 图片 、 场景雕像群 、 立体
沙盘、 多屏同步投影、 幻影成像等手
段 ， 讲述了北京自来水业由小到大 、
由弱到强的百余年发展历程 ， 反映
了水厂建设、 管网发展 、 水质检测 、
供水服务等城市供水重要环节取得
的突出成绩 ， 展示了北京市自来水集
团 “确保首都供水安全” “水质是生

命” “亲情服务” 等百余年优秀企业
文化理念。

展馆中还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 、
趣味横生的小故事， 如 “1908年京城
自来水因火而生” “创办之初以招商
集股的方式筹集资金” “首座水厂选
取孙河地表水作为水源” “建国以前
北京城区日供水能力仅有5万立方米”
“1949年公司为开国大典制作国旗旗
杆” “老电影 《龙须沟》 中反映了京
城发展公用水站改善百姓生活的情景”
“2000年集团实施查表到户结束了50余
年用户轮流收水费的历史” “北京最
大水厂 （第九水厂） 供水量占据城区
供水的半壁江山”、 “习总书记到集团
第九水厂和水质监测中心视察” ……
这些生动形象的小故事讲述了京城供
水百余年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