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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能算作远足，读书亦能
算成一场远足，梦，也算。

这是一场极富诗意文情的
梦，也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我
游过大江南北，从润之变为宝
钗，从宝钗变为菊仙。

课本里有《沁园春·长沙》，
于是我莫名其妙从湘江边醒来，
以雄壮的姿态，俯瞰壁下湘江远
去，眼神流转略过红枫开遍山，
似艳墨渲染，扫过长空划鹰，飞
鱼嬉戏，百舸争流，最终将目光
流转成江水，汩汩飞逝，明白过
来是以北去的方式。

我再看那湘江，水势忽缓，
依稀几个少年影，一方明镜，几

波水纹，笑意忽远忽近，恍惚之
间，才悟过来此为旧迹。

眼前逐渐朦胧，如白雾袭来，
双眼一闭，闻到一股花香；再一
睁，蝶落花丛翩翩舞。

那书曾叫做《金陵十二钗》
的，我还没有品完。此时我却是
变为其中一钗，宝钗。

手持团扇轻挥，发间珠簪摇
翠，脚踏石板，有绿意渐生，自己
正从一枝枝隔路相错交的桠子底
下穿过，提裙，摇扇，追一只菜粉
蝶。

“快看，湘云醉倒了！”不知哪
位丫鬟尖声一嗓子，几个兄弟姐妹
一下子窜出来了，见宝玉笑得最

欢，黛玉也咯咯笑得甚是可爱。再
看湘云，仍不知周遭的伙伴在笑
她，脸贴一红花睡得正酣。

笑声渐远，忽觉泪落襟衫，
才晓物非人非，人去楼空矣。

犹如惊雷响过头顶，此为梦
境，何为人间？

再醒来，我变成了菊仙。
我读过《霸王别姬》，于是我

化作菊仙醒来。我看着身边白
了头发的小楼的睡颜，想起那叫
程蝶衣的男人。

那段时间，记忆中除了混乱
还是混乱。那是如地狱般的一
天，蝶衣上了妆着了戏服，美艳
的他在揭穿我和小楼时如此狼

狈，每个人都在惊慌，我的心在
猛烈作痛。

我心痛，痛自己的出身，痛
小楼的执拗，痛蝶衣飞蛾扑火般
的卑微。

我又醒了。
脑子十分混乱，却又十分清明。
这是梦，是大梦，我汗涔涔；

这亦是现实，我泪潸潸。
但梦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别说痴儿难悟人心，痴儿哪不懂
世间情谊！

一闭一睁之间，略略明白了
古人的悲凉。

哪天要是再碰见他们，一定
要试着去邀杯酒，“叙叙旧。”

妈 妈 十 分 喜 欢 绣 十 字
绣，家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
十字绣。

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
幅十字绣腊梅图，朵朵清冷
的梅花或傲然绽放，或含苞
待放，虬劲的梅枝旁有 4 个苍
劲有力的大字：厚德载物。
乌黑的木质雕花边框，更使
其显得庄重典雅。

我的卧室里则挂着一幅
彩蝶图，上面绣着七八只色
彩鲜艳的蝴蝶，有的是宝蓝
色的翅膀，有的是灿烂的金
色翅膀，有的是淡紫色的翅
膀。它们的姿态各有不同，
有的歇落在盛开的鲜花上，
有的在空中翩翩起舞，还有
的在花间追逐。

仔细看这些美丽的小精
灵，你会觉得自己正置身于
花香蝶舞之间，像周公一样，
将自身幻化为一只翩翩飞舞
的蝴蝶。

我最喜欢的，还是挂在
客厅里的那幅《花好鱼跃》。
这幅画色彩丰富，主要景物
是牡丹和锦鲤。牡丹一直被
人们认为是富贵吉祥、繁荣
兴旺的象征，锦鲤也有吉祥
如意、招财纳福的意思，所
以，《花好鱼跃》寓意生活美
好、幸福如意。

细看图中，清澈见底的
溪流旁，盛开着一丛色彩艳
丽的牡丹，溪中几条活泼可
爱的锦鲤在互相追逐嬉戏。
牡丹花开得正绚烂，一片片
娇艳的花瓣像是用最绚丽的
颜色渲染出一般，或嫣红或
姹紫或金黄。

它们争奇斗艳，像珠光
宝气的贵妇人在媲美一般，
个个都穿上最华丽的衣裳，
露出最美丽的笑颜。那几个
含苞未放的花骨朵，则羞答
答地露出娇嫩的花蕊，像正
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一般明艳
动人，湿润如玉。

周边溪中的锦鲤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或三五成群嬉
戏，或独自优哉游哉，或优雅
摆尾卷起阵阵涟漪，或轻轻
摆头好奇地注视着花朵，像
是在同花儿说着悄悄话，告
诉它们自己这路上的所见所
闻。

别人都用丹青作画，妈
妈则用手中的针线作画。穿
针走线间，各种景物跃然于
画布上。我问妈妈为什么如
此喜欢绣十字绣，妈妈说：

“创造美，本就是一种享受。”
十字绣是古代艺术和现

代技艺的结合，家里的十字
绣 是 妈 妈 一 针 一 线 绣 出 来
的，上面凝结着妈妈对我们
家的爱意。（指导教师 庞瑜）

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
要的节日，也是我们辞旧迎新的
重要时刻，春节为什么对我们这
么重要呢？

中国人过春节已有4000年的
历史，春节也叫过年。传说，以前
有一只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
异常凶猛。它平时隐藏在海底，
一到除夕这天，就出来伤人性命。

一位老爷爷意外发现红色的
东西和鞭炮可以吓跑它，村里人
纷纷效仿，就这样，过年的习俗传
了下来。现在，我们把春节过得
更有滋有味了。

春节是热闹的。“爆竹声中一
岁除”，对我们小孩子来讲，最兴
奋的莫过于放烟花了。每年过春
节，我和爸爸、妈妈都会回老家，
和一大家人一起过春节。

老家在四川一个偏远的小县
城，从小到大，我都在老家尽情地
体验放烟花的乐趣。除夕晚上，
我们吃过年夜饭，一起来到河边
放烟花。

有的烟花像飞船，有的像孔
雀，还有的像柳枝，五颜六色，在

漆黑的夜空里，直冲云霄。五光
十色的烟花点亮了一片天，也点
亮了人们的心。

大人们忙着放鞭炮，那声音
震耳欲聋，我和哥哥、姐姐们在河
边跑着，跳着，笑声像银铃般悦耳
回荡。好一个热闹的中国年！

春节是忙碌的。爸爸、妈妈
们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把房子里
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还要
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

到了除夕那天，大人们在厨
房大显身手，纷纷拿出自己的拿
手好菜，为我们准备丰盛的年夜
饭。其中，饺子和汤圆是必不可
少的，饺子象征着财源滚滚，汤圆
代表着团团圆圆。

吃过年夜饭，大家忙着贴对
联，挂灯笼，放过烟花后，一起坐
在沙发上看春节联欢晚会。大人
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忙着打电话，
发微信和抢红包，守岁到零点，在
万家灯火中一起迎接新年的到
来。好一个忙碌的中国年！

春节是快乐的。从大年初一
开始，我们就忙着走亲戚，挨家挨

户地去拜年。我穿着新衣裳，爸
妈提着礼品，我们恨不得脚踩风
火轮，再插上一对翅膀，赶紧飞到
亲人身边。

一进门，一个大大的熊抱，互
相问候新年好，貌似几个世纪没见
到一般，脸上洋溢着的快乐无以言
表，老人们还会激动得流下眼泪。

小朋友们最开心的，莫过于
拿到长辈们的压岁钱了，大家喜
笑颜开，手舞足蹈。悄悄地打开
红包的一角，激动地，兴奋地，看
一看，数一数，拿得多的自然满心
欢喜，拿得少的垂头丧气，期待下
一个大红包的到来。

大家坐在一起吃着，聊着，笑着，
乐着，快乐的笑声填满了屋里的每一
个角落。好一个快乐的中国年！

春节，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吃
喝玩乐，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的
一种民族精神。它融入的是一种
亲情，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春风送暖入屠苏”，过完春
节，春天就正式向我们走来，它带
给了万物生灵新的生机，新的希
望。 （指导老师陈进）

好一个中国年
成都市双流区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胡恩培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
日，在二十四节气中是最具有代
表性的。爸爸告诉我：“作为节气
的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
冬天已去，大地春意盎然，天气清
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
勃勃生机。用清明称这个时期，
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清明总
是和雨分不开的。我的祖籍在四
川宜宾市，这是一个四季分明，气
候温润的好地方。每逢清明节，我
爸爸都要带我回去祭祖，另外还要
感受一下故乡的蒙蒙烟雨。

每一次祭祖，我们一家老小
都会在距离爷爷老家不远的乡场
上买祭祖需要的物品。首先是花
花绿绿的坟飘纸，大人们俗称这
是要给祖先戴的“花”，因为要插
在坟墓顶上，所以颜色格外显眼。

接着是常用的香和蜡，然后

是一些吃的食品，如米糕、苹果、
新鲜猪肉等。大人们说，这是给
祖先办一顿丰盛的宴餐。

最后是我们小孩子记挂得最
清楚的鞭炮了。平时不让放鞭
炮，到清明祭祖时需要燃放鞭炮
以迎平安吉祥。

伴着蒙蒙的春雨，我们提着
锄头，带上物品，步行在一条崎岖
的山路，往祖先的坟墓走去。细
细的春雨滴落在头上，不觉间就
润湿了发梢。

我和弟弟总是往前远远地跑
着，湿滑的小路不时奖赏我们一
个趔趄，一头栽倒在林间的草地
里，和不知名的野花来一个亲密
接触。不远处，传来大人们接二
连三的惊呼声、叮嘱声……

我和弟弟丝毫不会因为衣服
上、裤腿上、鞋袜上沾满了黏糊糊
的黄泥土而收敛，反而笑得更欢
了——城里长大的孩子，这样的

祭祖不是很有意思吗？
来到坟前，大人们按照习俗除

草、燃香、烧纸，作揖，磕头，我和弟
弟也会虔诚地给祖先磕几个响头，
烧几吊钱纸，其实心里早就盼到赶
快将我们带来的鞭炮点燃。

雨点越下越大，大人催促着
赶快离开。我和弟弟手忙脚乱地
将鞭炮挂在附近的大树上，我最
大胆，弟弟则蒙着耳朵早就不知
道藏在哪棵树下了。

我迅速打燃打火机，精准地朝
火线点去，然后跳到5米开外。不
出两秒，就传来了响彻山谷的“啪啪
啪”声。伴着密密的雨丝，夺目的火
光跳跃在我们眼前，别提多带劲了。

清明节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可
以做，如插柳。据说，插柳的风
俗，是为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
师神农氏的，也有说法是纪念晋
国忠臣介子推的。

清明的习俗，真的太有意思啦！

故乡的蒙蒙烟雨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2018级3班 戴子盛

这是军训最后一天。
举行闭幕仪式的早上，五年

级9班女生6人宿舍里，所有女生
眼角都留着泪痕。我，寝室长，

“拖”着一群被泪水浸泡的室友，
向训练场挪去。

我从不曾哭，但放不下的是
依恋。在这里，我半夜三更爬起
来照顾生病的室友，所有同学都
向我竖大拇指。我第一次得到认
可，第一次。

教官把我们送进了大巴车，
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到学校。

轮到教官走了，一大堆信、
纸条塞到教官怀里。这般热闹
的景象，让我们不约而同想起军
训第一天：人山人海，活蹦乱跳，
教官姓鲜，我们就称他为鲜花，
又演变出花姑娘、鲜花饼等说
法。他也不介意，任我们这些小
家伙无理取闹。

教官走了，只留下背影。这

多像每天夜里教官安慰我们睡
觉，最后拉着那长长的背影，在
摇 曳 的 灯 光 下 渐 渐 远 去 的 背
影。

可此次一别，便是一辈子。
我终于知道，墙壁上那些“如果可
以重来，我愿意让教官带我一辈
子”的深刻含义了。

离别乃人之常情，只要不虚
度光阴，他们将永远长驻于思念
的国度里，在梦的幻境中陪伴你。

最后一天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五年级9班 任子洁

成都的春天，在我心中总是
那么短暂。

在寒冷的冬日盼着气温回
暖，却又常夹杂着倒春寒这种令
人全无盼春之意的插曲。等到天
气稳定，春味还未尝够，夏日又匆
忙而至，让人颇感遗憾。

但就是在这短暂的春光中，
也有四季中不可多得的美景。

周末的早晨，我常坐在书桌
前写作业。写着写着，会突然发
现房间变亮了许多，身上的寒气
被暖意驱散了。

望向窗外，原来是初升太阳
的光，通过对面楼顶的那一扇窗
玻璃反射进了书房。楼房的背
后，是一扫冬日里的灰霾、缀着白
云的晴空。

我总觉得那天空并不清晰，
中间仿佛隔着一层朦胧的轻纱，
若有若无，使得那晴空的蓝色柔
和而又朦胧，正如同画家莫奈笔
下的风景画的天空。

书房并不向东，虽然不能一
睹春阳普照大地的盛景，但也可
以从楼房间隙中漏出的阳光略
知一二。阳光从那间隙中挤进
来，穿过整个小区，在正对的楼
房上印上一条明亮的光带，偶尔
一群驯鸽飞过，在墙上如同皮影
般留下灰色的掠影。

这时候，遛狗的人、推着婴儿

车或带着小孩儿的老人、散步的
恋人、小区里的小学生们出现了，
整个小区霎时像摆脱冷气般地充
满了生机与温暖。

成都的春花也尤为特别。每
次妈妈送我去上课时，似乎就行
驶在一条赏花路上。并不用担心
堵车，成都人早已为春光跑到郊
外了，城宛如空城。

在高架桥上，妈妈每次都兴
奋地告诉我：“看那边的楼顶，那
是棣棠和三角梅。”我便会注意到
从楼顶倾泄而下的明黄色和梅红
色。虽然闻不到它们的香气，但
在一整个冬季的灰色调后，这明
艳的色彩如同油画中无拘束的笔
触，在楼顶盘踞着。

还有公园里的桃花、梨花和
玉兰。我每每在公园里散步，转
个弯便会在层叠的绿树中发现一
棵繁盛的花树，地上也散落着些
花瓣。

虽然体会不到《故都的秋》中
如赏槐树落蕊那般的感触，但当
面对这开得正盛的花，没有对花
开至盛将零落的感伤，只有一种
圆满，一种对有如此生机的世界
的喜悦与热爱。

海子说：“你来人间一趟，你
要看看太阳。”而我觉得，来成都
一趟，你要看看春阳，你要看看春
花，来览一捧春光，赏一簇春蕊。

览一捧春光，赏一簇春蕊
成都树德中学高2018级2班 范欣怡

我的远足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2018级7班 冉李冰清

画
成都市西川中学初2016级10班 王紫菱

我对着岁月研墨，挥毫落笔，
勾勒在记忆深处的剪影，叠出清
风的诗行。十指揽风，却揽出一
幅模糊的画。仍记得，那年，那
光，那树，那花，那映在记忆中的
画。

我的笔颓废在春天里，炫目
的灯光似在嘲笑我的无力。明明
是生机盎然的季节，却在我的眼
前萧条。鲜红的分数搅动着我吃
力跳动的心脏，光与影变幻交织
出的红叉把双眼割得生疼，嘴角
的弧度被拧成一条不自然的曲
线，眼幕晕出一片氤氲。心已疼
得麻木，猛然抬头，却寻觅到了此
生都难忘的画。

它似一幅被人搁浅的残卷，
用素雅的笔墨勾勒出白净如雪的
线条，它是一树盛放的梨花。

此时正值春寒斜峭，狂风吹
过，漫天的花瓣在空中洋洋洒洒，
旋转，翻飞，像一只只翻飞的蝴
蝶，熬过寒冬破茧而出飞向蓝天；
像一片片晶莹的雪花，蘸着丝丝
凉意降临大地。

正应了那歌词：“花雨漫天飞
扬。”几瓣梨花落在我微张的手掌
上，轻轻的，柔柔的，带着三月特
有的温度。窗外阳光穿梭于飞舞
的梨花间，缥缈而微醺，汉白玉的
纤柔花瓣，还有阳光镀上的金边，
轻盈脱俗。

皓白的花蕊若隐若现，恰似
女孩频频闪动的睫毛。淡淡的
清香旋入鼻腔，将肺里积蓄的疲
惫与失落全挤了出来。什么时

候，心似乎不再被压得太紧。
那素白的颜色，暗淡了世间

万物，回眸一笑，恰似曼舞的仙女
踏歌而来，淡寞了红尘，娉婷盈
盈，洗去铅华。“海棠未雨，梨花先
雪，一春半休。”

眼前开始大雾弥漫，忆起一
周前，枝丫上只是伶俜的寂寞花
苞，会有风吹，定会有雨打，摇摇
欲坠的蓓蕾上挂满了伤心无助的
泪，可此时，是何等绚烂！

我愿以天帷幕，执笔抹下一
片纯白，水墨点染这绝世倾城的
梨花图，始终相信：无论环境多么
繁荣，也要坚守内心的宁静，在世
界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这时
候，画即为风景，风景中有你。

自那以后，仿佛做什么都多
了一份力量。不熟悉的单词，在
星辰未散时捧着书反复记背；不
会做的题目，在夜幕阑珊中坐在
桌前冥思苦想；激昂紧张的考前
准备，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静下
心来，发挥到最好。

我的人生何尝又没有风景
呢？这只是我精彩人生的开段。
小小的笔头承载着对未来沉甸甸
的渴望。睡眼惺忪的早晨，也可
以打起精神迎接一天的学习；最
讨厌的背书、总结，也可以逼自己
一把，然后赶快完成，还有什么可
以成为放弃的理由？

那日灵动洁白的梨花曼舞
图，给予了我不尽的力量，坚持梦
想，逆光向阳。再回首，花已入
心，画已入情。（指导教师刘芳）

“少年派”投稿须知
字数不超 1200 字，

写明学校班级，勿用附
件，标题注明“少年派”。

QQ 交流群“华西都
市 报 少 年 派 ”（ 群 号
172542140，验证信息“少
年派”）中有详细投稿须
知。

投稿信箱：

huaxifukan@qq.com

妈妈的
十字绣
苍溪县陵江小学
六年级4班王天扬

华西都市报讯（蔺勇 记者 马梦飞）
1 月 11 日，四川省启动“春雷行动
2019”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为全面贯彻落实行动要求，内江市
东兴区市场监管局统筹谋划、快速反
应、集中优势兵力，聚焦人民群众关心
的“食品安全、放心药品、商品质量、电
梯运行安全”等热点问题，抓住关键环
节，突出问题导向，亮策略、出实招、加
大市场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了全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春雷行动2019”启动以来，东

兴区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亮剑市场
监管，护航经济发展”行动主题，以当
好“市场监管先锋官、市场秩序守护
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开展“保
健市场乱象”“食品安全”“药品安全”

“质量安全”和“市场治乱”等突出问
题整治，集中查办了一批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和影响社会

稳定的大要案件，集中曝光了一批违
法典型案例，初步实现了“查处一个
案件、规范一个行业、净化一片市场”
的整治效果。

截至4月11日，东兴区市场监管
局出动执法人员1628人次，检查企
业、个体工商户、商场等2410户，受
理投诉举报211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 28.2 余万元，立案调查案件
381件，收缴罚没款106万元。

立案调查案件381件，收缴罚没款106万元

内江市东兴区纵深推进“春雷行动2019”攻坚突破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吃货的战
场，无论是高大上酒楼里的精美
菜肴，还是马路边流动摊位的小
吃，都让吃货们沉浸在美味中。
作为一个地道的川妹子，当然也
为美食而“称臣”。

麻与辣是四川美食的最大特
点。任何一道川菜，如果没有“两
椒”的辅助，就如打入冷宫的“妃
子”。能将这麻与辣发挥到极致
的，恐怕只有麻辣鱼了。活鱼的
鲜嫩、花椒的麻味、海椒的辣味融
为一体、浑然天成、实至名归。

麻辣鱼的麻，是麻到催泪的
青花椒；麻辣鱼的辣，是辣到断魂
的朝天椒。当这两种绝味与鱼的
鲜味配在一起，碰撞出的味道，让
人欲罢不能。

日常生活中，做麻辣鱼可选
用鲤鱼、草鱼、鲢鱼和江团，江团
的肉质最为细嫩。麻辣鱼一定要
用最鲜嫩的江团，配以厨师最高
超的刀法，将肉斜刀切薄片，对剩
下的断其肉而连其骨，这样才能
让鱼肉最大限度地吸收汤汁，而
又使鱼肉不易散、烂。

将切好的鱼加入胡椒粉、料
酒、盐等拌匀。炒料是做麻辣鱼

最为关键的环节，锅里放适当的
油，爆香姜片，放入大葱、大蒜、花
椒、干辣椒段和一小碗腌菜炒出
香味，让麻与辣之后的第三种味
道在味蕾间绽放。

放入适量的豆瓣炒出红油
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沸，然后将
拌好的鱼倒入锅中。烧开后，用
微火煮 5 分钟左右起锅，放入香
菜后即可食用。

当然，在煮麻辣鱼之前，也可
加几个素菜，如土豆、苕粉、藕片、
豆芽等，一起倒进锅里煮。在发
挥麻辣美味的同时，土豆软而不
烂、苕粉糯香十足、藕片脆爽可
口，每一样素菜与麻辣鱼混合在
一起，都是无懈可击的美味。

吃麻辣鱼一般不需要蘸水，
最火辣的味道已融入鱼肉里。挑
起鱼肉最肥的地方，一口包住，鱼
油顺着口腔滑下，油而不腻。舌
头轻轻包裹着麻辣，口中细细回
味鱼肉中包裹着的麻辣。

没吃几块，嘴皮都被麻辣得
失去了“知觉”，但仍不肯放下手
中的筷子而继续战斗，每一个人
都显得那么坚强、勇敢。

麻辣鱼是四川人离不开的

美食，隔三差五不吃，都会觉得
难受。所以，四川人最幸福的时
刻，是一家人、亲朋好友聚在一
起，上一道香味四溢的麻辣鱼，
共叙亲情友情，拉近彼此之间的
距离。

麻辣鱼更是招待远方客人的
招牌菜，它的麻辣让你能充分感
受四川人的热情、好客与豪爽，让
你备感亲切和尊重。

（指导教师 吴英）

麻辣鱼里的天地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初2018级导师11班 邓熙婧

502是一种强力胶水，卖家都
说好。可是我要说：NO。不脱
解，不熔解，一粘上手，就弄不
掉。我为什么知道这些？那是因
为我吃过502的亏。

过年了，爱好做手工的我，缠
着妈妈买了一管 502。妈妈本来
不同意，后来见我再三发誓不乱
用，就勉强答应了。

刚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
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被表弟摔
坏的望远镜，想用小贩嘴里所说
的“粘合大师”502仔细修补。

我打开502的盖子，用尖口对
准 望 眼 镜 的 缺 口 处 使 劲 儿 挤
502。因为太用力，多出的胶水顺
着望远镜流到了我的手上。

我吓得愣住了，等我反应过
来，马上用水冲，但是晚了，502已
经干了。手上粘着502的地方紧
绷着，硬硬的，十分粗糙，连一点
触觉都没有，就像覆盖了一块粗
粗硬硬的老树皮，太可怕了。

怎么办？想起妈妈最初的拒
绝，我没敢声张，悄悄想办法。

我上网查阅解决办法，嘿，还
真让我查到了——用醋泡。我偷
偷倒了半瓶老陈醋在盆子里，躲
到厕所里，反锁了门。

厕所里立刻弥漫着酸酸的味
道，我屏住呼吸，把手放进醋盆
里。几分钟过去了，502依然很顽

固，连颜色都没有变。
我想，既然酸性物质没有，那

就换成碱性液体吧，或许有用
呢。我把手泡在热的肥皂水中，
足足泡了 10 分钟，可 502 依然稳
稳地粘在手上，不过手的皮肤变
白、变胀了。

这可如何是好？我实在忍不
住，想撕掉手上的“老树皮”，连
502带“皮”一起撕下来。我咬着
牙，从硬皮的边缘处开始撕。鲜
血从硬皮下面渗出来，露出了粉
嘟嘟的肉，肉还缺了个口……

“好痛，502 太不好用了！”我
痛得龇牙咧嘴，又怕妈妈看到，在
厕所里跺着脚，不停甩着手，期望
减轻疼痛。

这时候，妈妈却在客厅拿着
502，气定神闲地哼着歌。我轻轻
把厕所门打开一条缝，只见她拿
起一颗水钻，在水钻背面薄薄地
涂抹了一点，把它贴在一只皮鞋
上的水钻托上，轻轻按住，很快，
502 就凝固了，水钻被粘得稳稳
的，手指干干净净。

我摸着受伤的手指，看得目
瞪口呆，原来这胶水还要认人呀！

502 是把双刃剑，剑好不好，
关键在于用剑的人。用法对，方
便自己，就是502；用法错，伤害自
己，就成了250。

（指导老师贺霞）

“502”的故事
金堂县安邦保险小学三年级3班唐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