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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变形记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院秀琴

从我们步入校园的第
一天开始，文具便成为陪
伴我们漫漫求学路最亲密
的伙伴。铅笔、橡皮、尺子、
量角器、圆规、钢笔、文具
盒……一件件文具，既是
我们学习生活状况的缩
影，其发展和“进化”的过
程也体现着时代的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来，内蒙古
人的文具经历了从短缺到
丰富、从简陋到精致的蜕
变，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
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生
活品质越来越高的幸福图
景。

种类越来越丰富

“70年代，一只木头铅
笔陪伴着你走过6年小学；
80年代，珍藏过的铁文具
盒在嘎吱作响；90年代，一
盒磁带掀起学习英语的热
情；00年代，文曲星成了孩
子的启蒙老师；现在，一台
高性价比的喷墨打印机，
就能帮助孩子高效学习，
赢在起点……”网友“教子
有方”总结的这段“文具的
变迁史”生动还原了不同
年代人们的文具的变化：
文具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国庆假期，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乌兰镇五年级
学生苏奕璇给自己心爱的
文具“排了个队”，看着五
颜六色的荧光笔、印着漂
亮图案的自动铅笔、卡通
造型的香味橡皮、像铅笔
一样可以被擦掉的热敏中
性笔……她好奇地问：“爸
爸，爸爸，你们小时候用的
文具跟我们现在使用的一
样吗？”

“ 哪 有 你 们 这 么 齐
全！”苏奕璇的父亲苏振华
感慨地说：“我们上小学的
时候只有一支木头铅笔，
一小块橡皮，书包是军绿
色的挎包，所有东西都混
在一起放。”出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的苏振华步入校园
之后，所用的文具与其他
同学相比已经算是“高配”
了，“当时我们班有些孩子
家里特别穷，他们练习写

字、画画都是用石板和软
石头，写完用那种木板钉
上毛毡自制而成的擦子一
抹，或者用抹布擦掉再写，
一会儿工夫就灰尘四起。”

升入小学三年级，苏
振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支
钢笔，“那是一支有点漏墨
水的旧钢笔，每次用完，手
上就蓝呼呼一片。”拿着钢
笔听课、参加中考、高考，
到大学毕业，苏振华用坏
了十几支钢笔。现在就职
于政府部门的他已经很多
年没摸过钢笔了，除了电
脑打印外，他最常用的就
是中性笔，“中性笔好用、
便宜又省事。”

如今，五花八门的笔
渐渐替代了钢笔，中性笔、
马克笔、记号笔、自动铅
笔、水彩笔、油画棒……

“而且女儿的每支笔上还
有美丽的花纹或者卡通图
案，有的能一笔多用。无论
哪种笔都可以用来写字、
画画。”苏振华说。

此外，削铅笔的工具
也不再是锋利的小刀，而
是各式各样漂亮的卷笔
刀；文具盒也早已不再是
老式的塑料或铁皮笔盒，
花样迭出的笔袋、多功能
文具盒为孩子们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子弹铅笔、修正
液、改正带、多功能画板万
花尺、带锁日记本……文
具的种类越来越多，人们
可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
大。“我们用的自动铅笔连
卷笔刀都用不着了，笔芯
断了不要紧，换一根就可
以了。”苏奕璇自豪地说。

更新换代更精致

包书皮，是上世纪人
们对于学
生时代最
深刻的记
忆 之 一 。
新学期的
前一天晚
上，一家
人坐在一
起，用旧
挂 历 、报

纸、浆糊为刚领回的新书
包书皮。“那时候，开学第
一件事就是领完书回家找
妈妈包书皮。”乌兰察布市
民曹燕回忆，她的书皮都
是平时积攒下来的旧挂
历，“每年年末，我妈都会
提醒我们，旧挂历别扔了，
留着包书用。”

如今，在大大小小的
文具店里，花几元钱就可
以买到各种各样图案、颜
色的书皮，有彩纸的，也有
塑料的，人们再也不花时
间用来包书皮了。“我儿子
今年上3年级了，他的课本
都是我买的书皮直接给他
套上的，买的书皮既美观
又省事，很方便。”曹燕介
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工商业越来越繁荣，人
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孩子
们的文具也在更新换代，

有了越来越精致的新面
孔。

就拿书包来说，一走
进商场的儿童区，这些印
有卡通图案的书包让人眼
花缭乱。从单肩包到双肩
包再到拉杆包，书包也经
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蜕变。

“你们现在的书包多
漂亮啊，款式齐全，五颜六
色，小朋友都挑花了眼。”
苏振华指着女儿的书包笑
着说。

“是呀，这种卡通造型
最受同学们的欢迎！”苏奕

璇背起书包神气地说：“我
书包上的小白兔图案多漂
亮！书包外侧有专门放水
壶的尼龙丝网，还有放纸
巾的小格子；书包里也有
大小不一的格子，分别是
放书的、放铅笔盒的、放卡
的、放本子的，都有固定分
区呢。”

三角板、量角器、尺
子、圆规……种种文具早
已告别了种类单一、质地
粗糙的过去，不同的材质
和设计，更加美观易用，让
人们有了更好的体验。

创意文具更有趣

呼和浩特市80后小伙
王新上小学时最想要的文
具是一支12色圆珠笔，按
下一种颜色另一种颜色会
自动弹回。“从最开始的4
色，到后来的6色，再到12
色，感觉拥有一支这样的
圆珠笔就能抬头挺胸的上
学校，借这个同学瞅瞅，那
个同学看看，别提多神气
了！”

在王新看来，这样一
支圆珠笔早已不再是文具
那么简单，在那个玩具匮
乏的年代，他和伙伴们把
这样一支圆珠笔视为一个
珍贵的玩具。“换蓝色写几
个字，换绿色画几笔，几个
孩子围在那能玩儿一下

午。”
如今，像多色圆珠笔

这样的创意文具越来越
多，文具盒被设计制作成
了“变形金刚”“公共汽车”

“房屋别墅”“收录音机”等
造型。功能上也从单一型
发展到了多用型，里面有
夹层，可以放三角尺、课程
表等，几个支架重新组合，
又可以变成一个撑书夹。
卷笔刀的款式也多得数不
胜数，如“留声机”“木桶”

“水壶”“提琴”“水果”“蔬
菜”等。而橡皮的花样也让
人看得眼花缭乱，如“甲
虫”“蝴蝶”“小车”“叶子”

“灯泡”……还有订书机、
小剪刀、笔记本等的创意
设计也是标新立异。

这些文具的演变，甚
至使得一些人萌发了收藏
的念头，鄂尔多斯市民刘
阳就是其中之一。“最开始
单纯觉得好玩儿，就买了
一些特别的文具，后来发
现，收藏文具投资不多，又
很有意义。”

刘阳介绍，上世纪90
年代所生产的“变形金刚”
文具盒，当时每只售价约
在50元上下，现已升值近
10倍；一块“蓝精灵”彩色
橡皮，当时售价在1元上
下，现在也升值20倍左右。

“既有童趣，还能赚钱，何
乐而不为？”刘阳笑着说。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
小组、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操作规程（试行）〉等四个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内
稳发〔2016〕1号）文件要求，呼和浩特市水务局拟
建设大黑河（东绕城大桥-科尔沁大桥段）河道生
态修复及治理工程，目前已委托内蒙古蒙正工程
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
大黑河（东绕城大桥-科尔沁大桥段）河道生

态修复及治理工程
二、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呼和浩特市水务局
单位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海西路金海国

际五金机电城B座9楼
联系人：杨晓杰
电话：13789618067
三、评估单位
单位名称：内蒙古蒙正工程咨询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单位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绿

地蓝海大厦A座1108
联系人：杨城

电话：18047958782
E-mail ：850957054@qq.com
四、项目建设概况
本工程起点位于大黑河东绕城上游1.5km处，

终点位于科尔沁大桥上游1.1km处，河道长度为
6.823公里，主要治理内容为河道内砂坑整治及清
淤483.55万立方米。垃圾清运85.33万立方米，河滩
湿地修复298.75万立方米，河流护岸生态修复6.91
万平方米，河堤修复3.2公里，拦沙坝13座。
五、征询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您对本项目的实

施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六、公示说明
1、本次公众意见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等书面形式与建设单位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单位
联系。

2、自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建设单位或受委托
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单位为公众提供相关资料查
询、查阅服务。

3、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社会稳定风险方面的建议
或意见，可自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建设项目单位或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提出。

公示发布单位：呼和浩特市水务局
公示发布时间：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黑河（东绕城大桥-科尔沁大桥段）河道生态修复及治理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公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
彦淖尔中心支公司遗失3张1291保单
内页纸，号段为：12918000039669、
12918000039675、12918000039686，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包书皮是上世纪人们对于学生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文具种类如今越来越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