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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也可以洗车？没错！位于北京市昌平关西三角
地的顺达利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就将实现这一想法。据
悉，该公司的雨水洗车行今年 !月动工，预计 "#月底建
成，明年雨季开始正式运营。$月 "!日，笔者赶到昌平
区这家雨水洗车行的施工现场，来探究这雨水到底是如
何华丽变身，成为百姓爱车的“洗澡水”。

变废为宝 洗车浇花啥都行

自南往北穿过顺达利公司的修理车间，笔者来到一
块空地，四周是平房。“这儿将被改成一个能收集 %##吨
雨水的地下集雨池。”公司副总经理应鹏云对笔者说。

车间、厂房的屋顶上安了雨水收集系统，使雨水能
通过管线流到集雨池，“雨水里最好的就是屋面水，水质
比落到地上的好很多”。在修理车间西北侧，将配上一套
污水处理设备。“先沉淀去泥沙，再滤掉杂质，然后经污
水处理机深度处理，最后由水泵抽送到清水池里，这雨
水就干净了。”昌平区节水办主任邵继辉说。

该设备的生产方———北京凯德门电脑洗车有限公
司销售经理付德刚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设备每小时
能处理约 ! 吨雨水，将其变为可利用的中水，“除了
不能喝，洗车、浇花，干啥都行。”“洗完车的水通过
地槽，经处理后流回集雨池再用。”付德刚说，用来洗

车的雨水 $#&以上能循环利用，%##吨雨水在重复利用
的条件下能洗约 "'(万辆车，节约用水量超过 %###吨。

双赢之事 企业个人都受益

其实，昌平将建成的雨水洗车行并非京城“首
家”，丰台区、海淀区试水在先。实践中，厂方发现顾
客大多对雨水洗车仍觉得“别扭”，洗车后残留车身的
异味也屡受诟病。

因此，顺达利公司计划雨水洗车最后用自来水冲一
遍。这样，“不仅顾客心里舒坦，也很环保。”应鹏云说，“自
来水只占洗车用水量的 "#&，就像洗完最后抹把脸。”

雨水洗车需设备采购、改造厂房，前期投入很高，
但从长远看不失为省钱妙招，“用自来水洗车每吨 )#

元，而处理一吨雨水只要几元，还是循环用，能省不
少水钱。”

另据介绍，雨水洗车采用电脑技术，从喷水、打
沫到冲洗、风干，都是自动感应，大大节约人力。“雨水洗
车，是充分利用老天爷给咱的资源。”邵继辉感慨道，“企
业有经济效益，政府有社会效益，是双赢的好事儿！”他
还透露，目前区里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政策，以点
带面，积极推广雨水利用的项目，鼓励企业去尝试，政府
来验收，节约有奖，浪费处罚。

天上之水 滴水不漏全利用

实际上，雨水洗车只是北京雨水收
集系统的一个缩影。当前，北京各区通过
建蓄水池、透水路面和下凹绿地，每逢降
雨，不仅减少马路积水，缓解排水压力，还
能把雨水用来浇灌、水景，甚至农业养殖。
“雨水是非常宝贵的水资源。”国际

水科学院终身院士王宝贞说。对缺水的
北京而言，更是如此。据统计，仅北京
的城区，每年可利用雨水量就达 %*(亿
立方米。

近年来，相关的政策办法纷纷落地，如雨水利用
奖励政策，让善用雨水的企业单位尝到“甜头”，有网
友形容“现在北京的雨水比自来水还‘抢手’”。

就在采访的前一天，笔者从 "+日召开的北京市水
务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市雨洪利用工程
共 "!$! 处，蓄水能力达 ,(## 万立方米。%#"( 年至
%#"-年，北京将建雨水利用工程 +## 余项，新增年利
用雨水量 %-+#万立方米。

未来，如何能让京城多“喝”雨水“解渴”？北京节水
管理中心主任李会安表示：“雨水利用工程建设应当纳
入城市建设规划，并建设示范工程，来推进全社会的雨
水利用工作，争取让‘天上之水，滴水不漏’。”

最
爱
天
坛
圜
丘
台

秋风秋雨，扫去了酷暑和忧烦，

我忽地想去近在咫尺的天坛去，去

看看圜丘台。这是我最爱的北京的

名胜之一。年轻时节，我的住所离

这里颇远，北海和中山公园是常去

的，但心仪的地方却是天坛圜丘台。

如今住的离它近了，开会、办事通常

都经过天坛，却很少入园去拜谒我

的心爱，一定是老而又麻木了的缘

故。

圜丘台又称祭天台、拜天台，是

圜丘坛的主体建筑，天坛即因圜丘

得名。圜丘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冬至

祭天的神坛，建于明嘉靖九年（"-(#

年），为三层蓝色琉璃圆坛。清乾隆

十四年（"+,$ 年）扩建，并改蓝色琉璃为艾叶青石台面，汉白玉

柱栏。圜丘为圆形汉白玉须弥座石坛，(层，通高 -*"+米。上层坛

高 "*!+米，坛面直径 %(*)-米，中心有天心石，环天心石有石板

$重，每重石板用 $或 $的倍数，合计有石板 ,#-块。中层坛高

"*)(米，坛面径 ($*("米，亦墁以 $重石板，计 ""(,块。下层坛

高 "*)+米，坛面径 -,*$"米，同为 $重石板铺墁，石板数为 "!)(

块。圜丘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皆有出陛，各层出陛台阶皆为 $级。

圜丘雕饰多为龙饰，望柱柱头雕以盘龙，出水饰螭首，而各层须

弥座间则雕以雷纹、缠枝莲纹。$是奇数的最大数，象征“天”数，

所谓九重天。这是中国古代将数学用于建筑的典范。我所欣赏的

主要不在乎此，而是圜丘台更加神奇和诗意的地方。这便是那块

顶层中心的天心石。

哦，那是怎样奇妙的石头啊！当四下无声，庄严肃穆的时刻，

你站在这圆心石的中央，仰天自语，便会有从天而降的回声萦绕

在你的耳边，仿佛天上有与你心灵相通的神祗与你沟通，那分庄

严，那分神秘，让你不禁感动，甚至不由激动得潸然泪出。多少年

以前，央视第一次开播《九州岛方圆》，我是撰稿和主持人。我异

想天开，想请一对老夫妻四手相握、四目相望，然后向天，述说他

们历久弥新的情爱和度过坎坷重又复苏的青春。我们请了两位

同姓的大艺术家扮演这对苦尽甘来的伴侣。那天游客们自觉地

站在坛下，肃静无声，遥望着他们。他们的表演认真又质朴。他们

含泪的微笑是那样动人。拍摄一次而过，摄制组同仁连同游客一

起热烈鼓掌。我们激动的情绪一直延续到午饭结束。这场景至今

想起来兀自让我心动。如今谢添大兄已经去往天国，今夜我在故

土遥祝他在白云深处幸福地度过永年，也深深地鞠躬祝福谢大

姐健康长寿。

圜丘台上的这份神奇和庄严，只有在安详肃穆的状态中才

能领略。请您黎明时来吧，在轻纱般的晨雾中，抒发你的心愿；请

您在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挽着您心上人的手，走上天心石把对

未来的希望向天空向大地诉说；当星月璀璨，您来这里倾诉您的

理想您的梦。您将得到一份自我心灵的誓言，祖国的高天听见并

且见证了您的承诺，您将无悔而前行。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游戏。假

如帝王能在这仪式中获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信心，一个充盈

着诗意和梦想的现代人，怎么会失去这向天庄重自许的机会呢？

圜丘台，给了帝王一个祈求国泰民安，与天对话的场所；今

天也为一切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倾诉自我高贵的心语的场所。

所以，圜丘台值得您常来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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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图书展

现在，越来越多

的新婚夫妇把房车当

婚车，开启蜜月之

旅，与幸福一路同

行。作为“ %#"( 中

国国际露营旅游休闲

装备与房车博览会”

的主题活动之一，

“幸福在路上·大型房

车主题婚礼”活动在

北京蟹岛精彩上演，

在这场颇具创意的房

车婚礼仪式上，汇集

了顶级品牌房车，让

婚礼留下最温馨的感

情记忆。

戚连民摄

藏文书区

国际展区一角

房车婚礼开启蜜月之旅

浏 览 西
藏唐卡、翻阅法国

美食图书、围观巴西世
界杯吉祥物，还不够的话，再

淘上几本好书，转战名家讲座之处，
听王立群近距离与读者探讨“历史书写

与文学传播”……是的，这是文化爱好者们
齐聚的盛会，更是北京爱书一族一年一度的节日。

这，就是从地坛搬到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 %#"(年北
京国际图书节。鲜花深处，书香弥漫，笑语欢声。

%#"(北京国际图书节自 $月 "-日开
幕以来，%#余场图书签售活动人潮涌
动，"-场主题活动场场爆棚，$场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

场名家大讲堂深受欢迎，形
式多样的阅读延伸活动
让亲临现场的市民朋
友获得视觉、听觉
和味觉的全方
位享受。中
国出版集
团 、
中

国出版产业园区、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发行集团等出版发行单位带来的精品图书

更是让人流连忘返、满载而归。
相比以往，本届图书节融入了更多的国际元素，设计独

特、充满异国情调的国际文化交流展区也吸引了众多读者
驻足，每个国家的“小摊位”上，都包含着“大气象”，用丰富
的元素展现出本国特点：希腊展区用蓝色的大海与波浪展
示自己与海洋的不解之缘，法国展区用美食和红酒的浪漫
图片展览吸引着众人驻足流连，德国则延续着一贯的严谨
作风，在展区内为读者打造出一个有着暖色灯光的阅读空
间……除了带来本国著名的文学作品外，参展国都将与中
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展示部分。金发讲解员、意
大利翻译家贝拉蒂在意大利展区，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介绍
着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她说，“我用意大利文翻译推
荐了多本中国著作，包括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
篇小说和韩寒的《三重门》。明年我们还将推出刘震云的著
作，下一步将翻译更多的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

本届图书节开幕式上，"# 个参展国的大使或官员共
同上台领取参展奖杯，成为记者们竞相拍摄的精彩画面。
各国大使馆官员们在开幕式结束后，纷纷来到各自的展馆
当起了“免费讲解员”，用英语甚至是流利的中文介绍着展
区的特色和本国的文化，回答参观者的提问。$月 "!日这
天是“共筑书香地球村”国际文化交流日，巴西、法国、意大
利等 +国驻华大使或官员专门来到展会现场，向中国读者
推荐了本国的著名图书。

希腊驻华使馆文化处官员
海伦·穆査奇说：“我选择
推荐的书是荷马史
诗《奥德赛》。
《奥德赛》
是对

古希腊世界
的最好介绍。《奥德赛》
是宏伟广阔的叙事诗，是关于大
海与土地的诗；是涉及已知世界最边缘角
落的诗；是抵达寓言领域的诗；是一首几乎无所不
知的诗。”

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史芬娜教授则认为，薄伽
丘的《十日谈》可以最好地彰显意大利人的性格，希望
通过这套书来深化意中之间已存在的友谊。

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提升，读者对进口原版书的要
求也不断增加。本届图书节上，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
公司、北京市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组织了社科、文学、少
儿等类进口原版图书%###余种，《./0 12034 134567伟大的
盖茨比》、《"$!,》等进口原版畅销书成为销售亮点。

在图书节开幕式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阎晓宏启动了“一人一本爱心图书”大型公益活动，鼓
励市民朋友捐赠图书给拉萨的青少年读者。该活动由北
京国际图书节组委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联合
开展，得到了北京各界的积极响应。捐书的队伍中，既
有机关干部、中小学生、社区居民，也有白岩松、敬一丹
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截至 %"日中午，共收到捐赠图书
- 万余册，这批“爱心图书”随后由一辆专车所载，从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庆典广场正式启程，运往西藏拉萨。

图书节期间，王蒙、阎崇年、于丹、纪连海、
朱向前、吕立新等专家学者也悉数登场，

为读者奉上精彩的“名家讲堂”，
与读者分享自己的读书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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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展馆免费讲解 推荐本国作家图书

本报记者 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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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 ! ”图书

名 家 话 北 京

参展国家没有“小摊位”

进口原版畅销书成亮点

市民捐赠图书送拉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