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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转眼之间，我已经长

大了，而您也慢慢变老了，岁月

的年轮在您的脸上逐渐明显。

我永远忘不掉和您在一起拌嘴、

嬉戏的快乐时光。

我生病时，是您不顾一切抱

我上医院；我失落时，是您与我

站在一起共同承担；我高兴时，

又是您和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

悦。爸爸，您在众人心目中是一

位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在妈妈

心中是一位好老公，而在我心目

中，您就是一位可爱、和蔼的好

爸爸。但为什么您变了，爸爸？

记得那天下午，学校通知

说，明天要举办感恩教育的活

动。而老师也说，开展完了感恩

活动，还要在教室里举行这学期

以来的第一次家长会。听了这

个消息，一放学，我马上跑回家，

兴高采烈地想告诉您。刚好，这

天妈妈休息，我告诉了妈妈，可

没想到妈妈明天要上班，不能来

参加这次感恩教育活动和家长

会了。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我

又想，您可以来啊，实在不行，您

和别人换几节课，这样就行了。

我从口袋里迅速掏出了手机，拨

通了您的电话，您一接听，我急

切地说：“爸爸，明天学校要举行

感恩教育活动，并且，老师说举

行完活动要开家长会，您必须

去。”听完后，您却说明天您还有

事，不能去。我继续追问下去：

“您要干什么？”接下来，您的回

答，给我来了当头一棒。您说，

您要回老家去参加别人的丧事，

只能让外婆去。说完，您就挂断

了电话。我知道没办法了，顿

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爸爸，您为什么肯参加别人

的丧事，却不去参加我的家长会

和学校举办的活动，难道您不关

心我了，您不爱我了？

为什么，爸爸？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
五（4）班 杜可欣
指导教师 常小玉

亲爱的爸爸：

您好！您现在工作忙吧？手

术后您的身体恢复得怎样？自从

你离开家以后，我时常想您，您独

自一人在外，经历着人生的风风雨

雨，承受着生活的磨难与痛苦。爸

爸，工作的同时，请一定不要忘了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感谢您，爸爸！是您给予我生

命，给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遇见您，是我的幸福。我本是一匹

素衣，其貌不扬，是您给我绣上一

朵朵美丽的鲜花；我本是一块岩

石，是您给我描绘出丰富的图案；

我本是一只蝴蝶，是您让我变成最

美的精灵，翩翩起舞于百花之间。

因为有您，我才繁花似锦。

爸爸，我知道，您的生活中没

有散文诗，只有干活的日期。您的

手上全是老茧，平凡、勤劳的您，给

了我坚强面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感谢您，爸爸！和您一起散步

时，话题总是很多，学习、工作，还

有生活，我们常常就某一个话题辩

上很久，说上很多，没有争吵，只有

辩论。走一路，辩一路，辩完了，我

仿佛长大了很多。和您一起散步

时，快乐总是很多，您会讲求学时

代的故事，讲遇到的各种稀奇有趣

的事。每当我忘乎所以时，您又会

突然停下来，一本正经地指着路边

的树木花草，告诉我那是什么，那

又是什么。和您一起散步，感悟总

是很多；和您一起散步，让我慢慢

从幼稚走向成熟。

爸爸，我懂得，您的爱是一本

我终生读不完的巨著，您的爱是一

片我永远飞不出的天空，它像一张

大网，时刻温暖心扉，让人回味无

穷。

感谢您，爸爸！您给予我许多

人生启迪，让我取得成绩不自满，

遭遇失败不气馁。漫漫成长路上，

有您的陪伴和引导，我会走得更坚

实有力。

爸爸，请别担心我，家中有爷

爷奶奶的照顾，一切都安排得井井

有条。最后，祝您：父亲节快乐，万

事如意！

您的儿子：唐阡闰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唐阡闰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感谢您感谢您，，爸爸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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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是伟大的，给予
孩子一片晴空，照亮孩子
前行的路。文章结构整
齐，作者通过一件件生活
小事的回忆，表达了“爱
爸爸”的情感。

懒洋洋的早晨，突然，母亲大

人一声吼，打破了这局面。“黄大

宝，快起床！”母亲大人铁着脸，叉

着腰，指着被温暖包裹的老爸，“你

究竟起不起来？”见这架势，我和妹

妹急忙“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母亲

大人“一统天下”。

呵呵，老爸，是你自己不愿起

床的，就莫怪我们不讲情义了。“黄

大宝，起床！”“老爸，起床！”我们母

女三人边喊边跳，活像从动物园里

逃出来的一群狒狒。哈哈，我们就

不信这一招制服不了你这个懒家

伙。赶快起床吧，乖乖地陪我们参

加晨练，同吃早餐。

可老爸呢，依然鼾声赛雷公，

甜滋滋地缩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根

本没受到外界一点儿影响。佩

服！老爸的“隔音防噪”措施，真是

了得。没办法，狒狒也难斗过乌龟

啊！尤其是这样一只顽强的“忍者

神龟”。

哼哼，别以为河东狮吼失败

了，一切就无可救药了。这不，李

靖的“镇妖塔”也前来助攻了。全

面出击！我方派出超神选手——

妹妹，只见她雄赳赳、气昂昂地站

在老爸面前，眼睛瞪得老大，随即，

她一屁股坐在老爸身上，如同关羽

骑着赤兔马，准备在战场上厮杀一

番。

“驾——驾”，妹妹骑在老爸身

上，不停地吆喝着。哦耶，音乐响

起来！我们一起摇摆摇摆，把老爸

从睡梦中摇起来。可惜，这个招数

有弊端，那就是——需要强大的体

力才行啊。

哎呀，我们不想见到的结果还

是发生了：累得精疲力尽的妹妹倒

下了，被窝里的老爸，仍是外甥打

灯笼——照旧睡得稳如泰山。

母亲大人见老爸如此强大，连

续攻破两大阵容，十分恼怒。为了

鼓舞士气，一战到底，终于，她的斗

志被充分激发了出来，决定再度出

手，结束战斗。她以老鹰般锐利的

眼神，盯住老爸裸露在外的背，决

定使用“九阴白骨爪”，开启五连击

模式。我们姐妹二人，击掌助威。

在这等强大攻势下，老爸接连败

退，不得不举手投降，乖乖地从被

窝里钻出来，洗脸、刷牙去喽。

耶，我们大获全胜，欢欣鼓舞，

高高兴兴地摆上牛奶、面包，腊肉、

香肠，庆贺这胜利时刻的到来。

和老爸的开心故事，还在不断

上演着。一家人笑着、闹着，快乐

满小屋。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黄语涵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和老爸的
开心故事

点
评

作者围绕“叫爸爸起床”
这一常见生活情景，精心选材
料，善用小标题，来点小幽默，
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一家人其
乐融融的亲情。

他，个子

矮矮的，皮肤

黑黑的，眉毛

浓浓的，嘴巴

大大的，他是

谁 呢 ？ 他 就

是我的爸爸。名字说出来会吓你

一跳，别不信，因为他叫——张

杰。哦，千万别误会，他可不是大

歌星，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

百姓。

爸爸宽宏大量。记得，我们一

家坐出租车去喷水池，到达目的地

以后，妈妈给了5元，司机却说：“快

过年了！价格涨了，10块！”爸爸毫

不犹豫给了司机10元。下了车，妈

妈用严厉地声音吼道：“你给了他

10元钱？”平时，爸爸都很怕妈妈，

可是不知怎么的，老爸像吃了熊心

豹子胆一样，冲妈妈大声说：“对

呀！老婆！你不是教我要助人为

乐吗？”我和妈妈扑哧一声笑了。

爸爸经常贪睡。早晨，我悄悄

地来到老爸的房间，用最大的声音

喊道：“老爸！该起床了！都快 12
点了！怎么那么贪睡……”老爸捂

着耳朵，说：“别吵了！大清早的还

让不让人睡觉啊！”没办法，只好用

“挠痒痒”这一招，我把冰冷的手伸

进去，挠他痒痒，老爸被我弄得不

行了，只好投降：“啊！宝贝儿，我

马上起床！你先出去吧！”

半个小时过去了，见老爸还不

起床，我气呼呼地闯进房间，揪着老

爸的耳朵大喊道：“起床了！12点半

了，该吃饭了！”老爸用枕头捂住耳

朵，这一招没用，只好用绝招——搬

救兵！妈妈来了，却告诉我，爸爸因

为这几天熬夜帮我挂号看病，才会

这样的。我不由自主地走进老爸的

房间，在老爸的脸上亲了一口，老爸

在梦中甜甜地笑了。

我爱我的爸爸。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
五（4）班 张文曦
指导教师 张勤

我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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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善良、宽宏大
量、贪睡不起，看起来是
十分矛盾的人物性格，却
反映出爸爸有担当、爱家
人的优秀品质，令人赞
叹。

爸爸的鼾声
就像一辆轰鸣的摩托
它使我想起
热闹的马路
繁华的都市
爸爸的鼾声时断时续
它让我担心摩托的行驶
咦
爸爸的鼾声停了
是不是遇到了红灯

仁寿县视高镇小学
六（3）班 曾蕊睿
指导教师 高勇

爸爸的鼾声爸爸的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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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爸爸的鼾声
比作摩托车的轰鸣
声，想象奇特，爸爸
的鼾声消失了，联想
到摩托车遇到了红
灯，观察细腻，以儿
童视角写的这首诗
歌，充满生活情趣。

爸爸，
我想对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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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生活中
的一件小事，将自己一
脸委屈的样子惟妙惟
肖地描述出来，语言简
洁，情感真挚，打动人
心。

亲爱的爸爸，还记得上一次我给

您写信吗？是在五年级的时候吧，我

这么一提，是不是有点儿印象了？从

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书面上的交流好像比平日里口头上的

交流更为直接和有效，更能够“敞开心

扉”，直达心灵深处。我今年即将满12
岁，长这么大，我愈发觉得我们之间的

交流愈来愈少，我盼望着能与您做心

与心的沟通，希望您能悄悄走进我的

内心世界，听听我的心里话。

您平时很忙，忙得您对我的爱，深

藏不露。我记得小时候，您总是陪着

我睡，那时，我很胆小，您和我一起躺

在床上。床很小，我就像树袋熊一样，

抱着您睡。嗅着您身上独有的汗水

味，我立刻觉得有了安全感，我无意中

摸着您的手，粗糙而厚实。小时候，您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能王”：家里不

管什么东西坏了，您都会修好，别人家

的东西坏了，您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那时，您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就是您

最忠实的粉丝。每当台阶过高而无法

下来时，您会用厚实的双手扶着让我

勇敢地跳下；每当冬天寒冷得瑟瑟发

抖时，你会用温暖的双手将我紧紧地

抱住。爸爸，您的这双手陪伴我度过

了愉快而短暂的童年时光。

还有，就是您的胡子，那可是您的

标签。小时候我赖床，您便“调皮”地

伸出下巴，用尖尖的胡须扎我，痒得我

只好立即起床。妈妈不喜欢您留长胡

子，但我不希望您剃掉，我最喜欢轻轻

地用手抚摸它，胡子与手摩擦产生的

热，还有您一脸的享受。一年又一年

过去了，这些胡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浓

密了，开始变稀变软；不再像以前那么

黑了，开始变白。而我，也长得越来越

高，渐渐地高过了您的额头。

从过去的时光里，我找到了勤劳

辛苦而快乐的爸爸。爸爸，您为了家

付出了太多太多，我希望您为了家、为

了妈妈、也为了我，别再那么奔波劳累

了，注意一下身体，多陪陪我们吧，这

是我最想说的。

爸爸，您听到了吗？我爱您，我的

好爸爸！

中江县实验小学
六（2）班 胡铭恒
指导教师 廖春梅

我爱您我爱您，，爸爸爸爸！！

这篇作文感情真挚，处处饱含着作者对父亲深深的爱。开头很有新意，正话反说，用回忆的方式引出“书面上的交流”如同父爱
“深藏不露”、无处不在，为下文作者深情的告白做了铺垫。内容充实，没有过多的抒情，而是抓住了“粗糙的手”、“尖尖的胡须”两大
细节来刻画父亲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画面感。形象描写真实、真切，从一个个特写的镜头里，让读者感受到父子之间深深的爱，感
人至深，久久难以释怀。

点
评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父亲节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