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那时我才上四年级。每当放学

的时候，爷爷都会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

着来接我。

有一次，爷爷笑嘻嘻地指着天上的

太阳问我：“今天这太阳又大又圆的，像

什么呢？”我没有在意爷爷的问题，只注

意到马路对面有卖糖炒栗子的，脱口而

出：“糖炒栗子！”爷爷拍拍我的头说：“你

这小馋猫，太阳会像糖炒栗子吗？”我心

虚地摸着脑袋傻笑。爷爷好像看出了我

的心思，便说：“那你在这等着，爷爷去给

你买。马路上车子多，千万不要走动！”

我连忙点头答应。

爷爷拄着拐杖，向马路那边走去，还

回头向我招了招手。没多久，我就隐约

看到爷爷拿着糖炒栗子，迎面向我走

来。我心里可高兴了。

可就在这时，一辆疾行的摩托车撞

到了爷爷。我心头猛地一震，立马跑了

过去……

到了医院，我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

狂跳。病房门外，我来回踱步，就是不敢

进去。

看到爷爷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心里

不知有多着急多害怕。

爸爸从病房出来，安慰我说：爷爷只

是受了些皮肉伤，不算太严重。听了爸

爸的话，我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些。

我终于鼓起勇气，用颤抖的手将病

房门打开。

爷爷见我来了，便示意我坐下。我

不敢坐，我认为这都是我的错，我很自

责。爷爷见我不肯坐下，已扬起的笑容

又慢慢地收了回去。紧接着，爷爷从茶

几里拿出了一袋糖炒栗子，轻轻地对我

说道：“哎，你看这都不热了。爷爷下次

去给你买热的，好不好？”说着，爷爷用还

在打点滴的手拉住我，帮我抹去了眼角

的泪水。我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所

措。可能是看我一直不作声，爷爷又开

口了：“你不会是在怪爷爷没给你买到热

腾腾的炒栗子吧？”“不不不！爷爷，怎么

会呢？”我慌忙否定。“哦，那就好。那就

好。”说完，爷爷脸上又扬起了慈爱的笑

容。我好像被爷爷的笑感染了，也笑了。

就在此刻，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映

在了爷爷饱经风霜的脸上，我的眼圈顿

时就湿润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在，我赶忙拿

起那袋糖炒栗子。栗子虽然凉了，但我

和爷爷的心，彼此都是热的。

指导老师：周明钦 李光南

在我心中，有一样

物品是最为珍爱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

天，暑期生活，除了完成

作业之外，其他时间就

是在看电视、玩电脑。

正当我虚度光阴

时，母亲买了一套电动

螺丝刀，对我说：“没事

的时候就把家里坏的东

西修好吧！”我得令而

行。

第二天，家里坏的

东西又多了几个。母亲

看了看那拆得七零八落

的东西，叹了口气，又看

了看两眼放光、手舞足

蹈“工作”的我，哭笑不得，由我“肆

意破坏”。

很快，我便能十分熟练地使用

螺丝刀。

一天，看到电视上关于拆手机

的视频时，我震惊了，没想到平时用

来打电话的手机竟如此复杂！于

是，我内心蠢蠢欲动，计划着对手机

下手。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十年前的半

智能手机。因缺乏经验，用钳子暴

力拆机后，才发现里面是有隐藏螺

丝的。此次教训让我积累了经验，

也明白了“大力”在盲目的情况下只

会出现“遗迹”，只有细心地清除完

所有的障碍，才会出现“奇迹”！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以后的“战

役”我几乎战无不胜，手机被肢解后

的零件越来越完整，直到现在，拆出

的手机零部件可以一件件摆放整

齐，像艺术品般展演，重新组装之后

手机就像没拆过一样，连我自己都

佩服自己的心灵手巧！

现在这套螺丝刀历练岁月的磨

砺，原本整齐光亮的刀头已经磨

损。我虽然早就有了崭新的拆手机

工具套装，但还是将它珍藏了起

来。因为，它才是我最珍爱的。

文具旅行记
宜章县思源实验学校三年级1909班 姚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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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活

雨，要来了! 我在窗

前观雨。

乌云霸占了天空，

太阳逃走了！黑暗像一

个贪婪的魔鬼，正疯狂

地吞噬着大地。

突然，一道闪电掠

过，把天空和大地都照亮

了。紧接着，一声巨响，

轰隆隆，雷声如同龙王在

怒号。风紧跟着追来了，

敲着鼓点似地翻过眼前

的山头扑向窗前。风在

窗前盘旋，震动得空气像

猛兽在狂叫。

我在房间里，有点

害怕，担心风会把窗子

吹开，雷声会把房子炸开，出了一身

大汗，喘不过气来。鱼缸里的鱼儿

也不时游到水面上吐个泡儿，它肯

定也是吓到了。

一阵电闪雷鸣之后，细雨随风

洒下来了，淅淅沥沥的。渐渐地雨大

起来了！雨点像断了线的珍珠滴落

下来，滴答滴答，滴滴答答，滴滴滴答

答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不一会

儿，地上就全湿了。雨越下越大，瞬

间就成了豆大的雨珠子从天下砸了

下来。有的砸在屋顶上，雨珠四处溅

开；有的砸在地面上，溅起一朵朵小

水花；有的砸在水塘里，那小圆晕便

一圈一圈地逃走了；有的砸在小草

上，把小草都砸弯了腰……

哟，地上都涌动成了一条“小

河”。看，有几个顽皮的小朋友们在

“小河”里快乐地踩着，跳着。在他

们的脚下，雨水一束束地喷出来。

我也想跟着去玩雨，和雨一起狂欢

一次。

在我决定要出门的时候，雨渐

渐停了，太阳出来了。地上每个小

水洼都抱着一个小太阳。

指导老师：陈琳

铅笔、橡皮和尺子在文具盒里待了

许多年，它们已经是小主人的老朋友

了。可是，它们厌倦了这种生活，想去

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

它们齐心协力地打开了文具盒的

拉链，开始了它们的旅行生活。第一个

要去的地方是游乐园。游乐园里有旋

转木马、摩天轮和过山车等等，种类多

样，它们都想玩一玩呢！

思来想去，它们选择了过山车。可

橡皮在玩过山车时太害怕，一直紧紧抓

着车门不放。突然一个大转弯，橡皮就

被甩到车门外面去了。过山车带着橡

皮在轨道上滑行，等过山车回到原位之

后，橡皮发现自己身体有一半不见了，

原来另一半身体被轨道摩擦掉了。

游乐园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玩，于是

它们又跑去了大森林。在森林里，它们

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快活又

自在。就在这时，一只啄木鸟飞了过

来，由于铅笔长得太像树干了，所以啄

木鸟就开始啄铅笔。这一啄，啄得笔杆

都断了，疼得铅笔大声哭了起来。它们

正准备回家。唯一没有受伤的尺子走

在最前面，没想到，尺子刚踏上火车轨

道，一辆火车就从远方疾驰而来。“啪”

地一声，尺子断了，断成了两截，橡皮和

铅笔只好一人抱一半尺子，上了火车。

伤痕累累的三人历尽千辛万苦终

于回到了文具盒里，三人后悔地说：“还

是文具盒里最舒服啦！”

指导老师：李苏萍

城市慷慨地亮了一整夜光，如同少

年不惧岁月长。

小远和小方都是体育生，他们本来

素不相识，在高二报名参加体育生的海

选比赛时，才认识了彼此。那时，正是一

个夕阳满天的傍晚，余晖透过玻璃洒在

窗台，故事夹杂在风里让他们相遇。

红色的云霞映盖了整个校园。风轻

吹着那操场上的翩翩少年，他们看着前

方，怀揣着热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迈出

了这一步，再怎么折腾，一切都回不到起

点。

操场旁围了许多人，检测员让他们都

先热热身，他俩呈现出一张含蓄而有力的

脸，火一样蓬勃的头发，盖在他们头上，好

像有生以来从未梳理过，汗水湿软了发

尖，在脸颊上流淌，深邃的眼神略带灰色，

有一种凝重而不可逼视的光，长而尖挺的

鼻子下一张紧闭的嘴，衬着略带方形的下

颚，展示出无比坚韧的意志。那次选拔，

他俩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被分配到了一

个班，一起吃饭，一起打篮球。

有一次体育训练之后，教练给每个

体育生发了一张项目意向表，这是关乎

他们未来的一张纸，能否成功实现自己

的理想，就全靠这张纸了。

那晚，月色皎洁无痕，风推着月亮向

暗处前行，一束光照在一朵杏花上，星星

点点，含羞地开放，含羞地成长。

“小方，你填的是什么？”

“短跑，你呢？”

“哦，我长跑，那要一起加油，目标是

考天津大学。”

“嗯，目标是考天津大学。”

那晚之后，他俩被分开训练，小远在

训练的时候，有时会往小方那边看，看见

小方奋斗的模样，就有春风拂面一般的

温暖。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会有风，

他深知自己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将

来要一起去更远的地方。他低下头，看

着起跑线，在左眉心上一缕缕热汗淌着，

顺着脸颊往下流。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某一个角落

总是闪耀着灯光，那是少年奋斗的山泉，

涨起来，涨起来，浸润了全身。在黑暗

中，也总是会闪过少年的影子，挥着手，

摆着腿，有时风一吹，野草便连了天。

4 时 30 分，长跑与短跑比赛都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那个时候，两个不一样

的人，不一样的起跑姿势，随着“呼”地一

声，将脚步跨出，追赶着，那一刻的光辉

洒在脸上，不偏不倚，是未来。项目不

同，但梦想相同，哨声一响，嘴角扬起，那

时站在山顶，云霞满天，回首，无愧于心。

小远和小方都考上了天津大学，去

了他们要去的远方。

指导老师：吴辉燕

相约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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