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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有几个宝贝，可以是一件衣服、一个笔记本、一个小物件，甚至还可以是一个
房子，一个院子……家有一“宝”栏目，展示您家里的宝贝，这个宝贝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只要是有
故事或者有意义的宝贝，都可以联系我们与读者一起分享。 如果您家里有一
“
宝”，请联系记者。

他家有20多辆经典摩托车

爱上“贴地飞行”的感觉
“
四轮承载肉体，两轮承载灵魂”。大千世界无
奇不有，美国得克萨斯州有一个“摩托车痴”名叫
拉尔夫，他不仅喜欢驾驶摩托，还酷爱收藏各种摩
托车。 而在淮安，也有一个酷爱收藏摩托车的人，
他的名字叫徐震海。
■淮海晚报记者

干石泉

●因为越野
他从此对摩托车一往情深
徐震海是一名80后， 地地
道道的淮安人，从2002年开始，
他就爱上了收藏摩托车。彼时，
他是宗申越野车队的赛车手，
经常参加各种摩托车越野赛。
他从小就是个摩托车迷， 想将
那些“经典款”收集起来。 十多
年前， 他通过创业积累了一定
资金，开始圆梦，如今已经收集
了近三十辆各种款式的经典摩
托车。
昨天， 当徐震海打开位于
翔宇北道的一间陈列室， 出现
在记者眼前的如同一个摩托车
卖场，“幸福125”、“大 黑 鲨 ”、
“本田GL500”、“铃木王”、“金

城100”、手工定制的“哈雷至尊
滑翔”、“长江750” 以及一台全
球限量1000台的浅绿色“铃木
SW-1”等20多辆各种型号的经
典摩托车，让人大开眼界。
“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宗申
越野车队，是一名越野车手，也
就是从那时起， 喜欢上了摩托
车。 ”徐震海笑着说，那时候趁
着空闲时间， 偷偷骑着摩托车
出去溜达一圈是最开心的事情
了。 再后来，徐震海进入市文化
馆工作， 不过对于摩托车的喜
爱，并没有放下。 用他的话说，
“命 里 始 终 与 摩 托 车 有 所 牵
绊”。

●因为热爱
他还学得了一手修车技术
网络发达后， 他经常会加
入了一些摩托车爱好者群，大
伙在群里 交 流 收 藏 心 得 和 信
息。 前不久，看见东北的群友们
晒出的一张摩托车图片， 徐震
海又心动了， 向群友发去了信
息， 希望能收购他手中的摩托
车。“就是电影《乘风破浪》中出
现的那款警用长江750，成色非
常新， 和卖家谈好后我来回驱
车三千多 公 里 把 车 给 拖 了 回
来，简直爱不释手。 ”
据了解， 这款车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警用车，源
自苏联的制造技术， 后来苏联
把所有生产线都撤回， 导致长
江750目前在国内的整车寥寥
无几。
“收藏摩托车时间久了，我
也学会了保养、修理。 ”比如这
辆刚拖回的摩托车长江750，一

到淮安后， 徐震海就娴熟地对
车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 而平
时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
题，或者零件损坏，他会从各种
渠道配来所需的零件， 小到螺
丝，大到油箱，有些配件可以通
过淘宝， 有一些就需要多费一
些工夫寻找了，修理好后，徐震
海还会给车辆重新喷漆， 旧车
焕然一新。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徐震
海收藏的摩托车一辆辆都擦得
干干净净。 徐震海说，他平时工
作很忙， 但是打理起这些旧摩
托车毫不懈怠。 平日里，得了空
闲， 徐震海就会给摩托车做保
养、保洁，换换机油，发动一下，
“摩托车不能长时间闲置，必须
得按时保养，并且要经常发动，
否则缸体、 电瓶等零部件容易
坏掉。 ”

●因为懂得
他从车里感悟时代变化
“收 藏 摩 托 车 要 看 多 方
面！ ”徐震海说，对于摩托车的
收藏来说， 简单概括起来也就
三个字：真、精、少。 真，要求摩
托车是原装正品。 首先摩托车
必须是原车未改装过， 包括车
架、发动机、油箱护板、灯光电
气等；精，顾名思义就是精品，
精品就是做工细腻，材质讲究。
比如，几十年前的嘉陵70、铃木
王等牌子， 这些车型和发动机
的技术到现在还在使用。 有些
车型已经停产， 市场的保有量
越来越少，这是最值得收藏的。

采访中， 徐震海还告诉记
者，在别人看来，这些旧摩托车
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在他看来，
摩托车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在以前，汽
车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 谁家
有一辆摩托车可是一件奢侈
品， 不亚于现在家有一辆奔驰
车。 但是谁也想不到，时代发展
会这么快，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摩托车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而被私家车取代。 如果再过
几年， 把这些摩托车的故事写
出来，还能让人产生不少感悟。

亲子共

读

读懂自己的身体，
保护好
“私密地带”
说到性教育，不少家长可能会觉得难以
启齿，其实结婚、生命的诞生、保护自己不受
到性侵害等， 这些问题都属于性教育的范
畴，性教育更是宜早不宜迟。 如何回答孩子
提出的性问题？ 如何帮助孩子树立保护“私
密地带”的意识，让孩子成为自己身体的主
人，如何教会孩子防范性侵害？ 本周推荐这
些适合孩子看的书，开启孩子健康成长的大
门。

《东方少儿性教育绘本》
作者：郑智泳 郑惠泳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该系列绘本一共有3册，分别为《我的弟
弟出生了》《我是女孩我弟弟是男孩》《我宝
贵的身体》，作者通过漫画的形式，让孩子轻
松了解自己从哪里来，男孩与女孩的不同之
处等性启蒙教育， 让孩子从小了解爱的意
义，从心底开始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小鸡鸡的故事》
作者：山本直英 文/佐藤真纪子 图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该书通过漫画的形式，来展现男女生理
结构的不同、生命的诞生、生殖器的清洁、保
护自己不要受到性侵害等内容，让孩子在了
解男女生理结构的区别同时，表达出“每个
孩子都是宝贵的生命！ ”的美好情感。

《海的故事》
作者：和歌山静子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
界的？ 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你能很好的回答
吗？ 这本《海的故事》将以绘本的形式告诉小
朋友答案。

《爱的故事》
作者：和歌山静子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每个家庭和学校都在为保护孩子而努
力， 那么大家觉得更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便是让孩子自己来保护自己，在教育孩子
的过程中， 一定要反复向孩子传达这个信
息。 这本书告诉孩子，“私密地带”应该好好
保护，让孩子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

自从《朗读者》开播后，越来越多的
人体会到读书的重要性。作为母亲则更
希望自己的孩子爱上读书， 爱上学习。
其实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么家长
怎样去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呢？亲子阅
读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从今天起，本报
爱家周刊推出亲子共读，如果你有喜欢
的书要分享给读者，你有亲子共读的感
悟想要分享，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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