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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小时候，父亲就是我的

靠山，如果有人欺负我，他会找别

人理论。他也是我的人格榜样，他

医术精湛，对家人和患者的态度值

得我敬重。另一方面，他对我又

非常严格，是家里“唱黑脸”的

那个人。

儿子刚出生时，那种欣喜若

狂的心情我现在还记得，每天都

希望能早点回家，抱抱儿子。儿

子会在两米开外的地方跑过来，

我一把抱住他，托起他的双臂转

圈，这时的父爱就像一曲旋转的

华尔兹，无限喜悦，但又因为刚

当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做而舞步

凌乱。

现在儿子读初二，正处于青

春叛逆期。当我带着无限的关心

和爱去付出时，发现儿子未必能

接受，他也不像小时候一样，什么

都想跟爸爸说。爱的尺度如何把

握非常考验人，严格了，怕他故意

“对着干”，不严格，怕他走错路，

太刚太柔都不行。争论激烈时，

我们也会互相不理睬，但等彼此

情绪平复后，我和儿子会主动缓

和气氛，或者临睡前说一句“晚

安”。父爱就是默默付出，不言回

报，即使有争论，最终也能互相理

解。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初二学生家长 郑权

余光中的一首《乡愁》道尽了离家求学、工作的游子，内心最深沉的眷恋，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邀请“70后”、“80

后”、“90后”父亲，用诗歌的形式串起童年、初为人父到久为人父各个时期对父爱的理解，字里行间沉淀了几代人的父爱记忆，也组成了我们人格基因的一部分。

编者按

我们常说父爱如山，山不言自高。父爱这座山里到底住着什么？父爱在我们成长中起了什么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无言，始终是个谜。父亲节到来之际，我们
奉上父亲节特别策划——“父爱如山”，以诗歌、话题、故事、父与子对话等形式，展示不同年代、不同行业父亲的心声，唤起我们内心关于父爱的那份记忆，探寻当今时
代，父亲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孩子的养育中来。

“70后”父亲成长关键词：默默付出 不厌其烦 陪伴

这个父亲节，
他们把父爱写成了诗

解读：小时候，家里兄弟姊妹4

人，家境贫寒，十天半月才有一顿

肉吃，最小的我，碗底总比哥哥姐

姐多出几片腊肉。那时上学走读，

学校离家20多里路，早出晚归。中

午时，吃的就是父亲早早起来为我

准备好的土豆、红薯、玉米棒。这

些细节让我感到体贴和安心。

女儿 4岁时，我把她从爷爷奶

奶那里接到身边。每天早上送女

儿上学，放学后，我骑着摩托车接

女儿回家。每次上街买书时，我总

是买两本，一本给自己，一本给女

儿。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把书

递给女儿，父女俩一起阅读同一本

书，互相交流。直到女儿去峨眉山

市的一所中学读书，我俩见面的时

间就变少了。但每个周末，我都会

抽时间去学校看看女儿，陪她聊聊

天。

现在，女儿已经 19岁，上大

学了，虽然陪她的时间不多，但

我时常关心她的思想和生活。有

时女儿会嫌我唠叨，这种“嫌

弃”让我想起了我在参加工作

时，和她一样对父亲的唠叨“不

耐烦”。现在，我逐渐明白了唠叨

也是一种对子女的关爱。陪伴女

儿 8 年成长的经历让我至今难

忘，我觉得父爱是一种无言的传

承，精神力量的传承。

乐山市金口河区和平彝族乡
小学语文教师 杨登军

“80后”父亲成长关键词：靠山 力量 明灯

解读：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

生娃前，我和我妈加起来说的话

有几百万字，和我爸说的话不到

15 句。因为工作特殊，他长期出

差，回来基本不交流。说来也怪，

我们竟能很好地理解对方。可能

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不“言传”只

“身教”。父亲做人堂堂正正，作

风正派，做什么、不做什么极其有

原则，很有人格魅力。父亲与朋

友聚会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听，父亲为人处世的原则潜移默

化地成了我的追求。其次，他脾

气超好，从不打人，在我做选择

时，会坚定地支持我，我当年选择

读农业学校遭到全家人反对，父

亲力排众议支持了我。最后，他

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力量，让人

不由自主想要变优秀。

女儿出生了，短暂的幸福之

后，我非常害怕，不确定自己准备

好了吗？能把她教育好吗？我的

特点是怕什么，就去钻什么。看

书、看文章，跟医院护士请教孩

子怎么抱、怎么洗，学多了就有

力量感。

现在女儿 7 岁，一切进入正

轨，我的工作变得忙碌起来，频繁

出差和加班，常常是刚承诺了带

女儿去海洋公园，晚上接到电话

说明天又要加班。我相信，父亲

对孩子好不好，孩子一定能感受

到，哪怕是个背影，都有力量。我

会带女儿到单位、到工作现场、到

野外，让她看爸爸如何与人相

处。如果她有需要，哪怕不跟妈

妈说，也愿意给我说。晚上回来，

只要女儿没睡，第一时间跟女儿

讲故事、聊天。

现在，父亲继续当我的“靠

山”，一旦有需要，他会第一时

间过来帮我带孩子。人到中年，

我和父亲取得了共鸣，父亲谈工

作、谈孩子，我“秒懂”，有

时，父亲说一个小时，我一个字

没记住，就直直地看着他，享受

谈话的感觉。

一年级学生家长 张弈

解读：小时候，父亲就像是

一座山，高大威严，每当我遇到

困难时，父亲总是让我自己克

服，造就了我不怕累、不怕苦、勇

往直前、不服输的精神。

当大女儿出生时，我总想保

护她，怕她受到挫折。女儿渐渐

长大后，我发现女儿性格变得内

向，与别人交往时很胆怯。大女

儿4岁以后，我开始思考，是否应

该放手让她成长，让她面对生

活。一次晚饭后，我把女儿牵到

广场人群中，让她与其他小朋友

一起玩耍。刚开始时，女儿还是

很害怕，但时间一长，她能够与

小朋友沟通，发生矛盾后会自己

解决。

每到周末，我会努力创造条

件，让孩子感受生活。现在，我

常常与 7 岁的大女儿去爬山，去

感受大自然，了解县城与山区的

差别。父爱是帮助孩子面对生

活，解决困难，父爱是一盏明灯，

点亮孩子健康成长的道路。

乐山市金口河区共安彝族
乡初级中学校长 陈明刚

我爸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严格、独断又强势。我家是农村

家庭，我觉得他就是把自己的遗

憾变成了对我的要求，小时候的

我不太能接受。自记事起，我就

一直被爸爸用“别人家的孩子”来

比较，那种低落的情绪一直存在，

如果不是后来及时疏解，我觉得

还蛮危险的。长大后能理解爸爸

的严厉，但我始终不能认同他的

教育方式。他总会把自己的情绪

带到我身上，他说，我只能听。

女儿是意外到来的，最开始，

她妈妈也没来得及进入母亲的角

色。我只知道我有了一个孩子，

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情绪，可能

还有些迷茫。直到她真的被我抱

在怀中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

白了什么。

因为性格原因，以后的家庭

教育大概率可能是比较温柔的我

“唱红脸”，妈妈严厉一点“唱白

脸”。除此之外，也没有考虑太

多，只有一点，那就是希望她有一

个棒棒的身体。小时候，我的身

体不太好，在青春期受到很大的

影响。我觉得健康是人生中一切

的基础，所以，即使现在我们住在

乡镇，教育资源不比城市，但我觉

得在这里长大，有足够的活动空

间，能够让她亲近自然，无论是对

强身健体还是塑造人格，都是有

好处的。

孩子家长 闵捷

“90后”父亲成长关键词：反思 自由 和解

我爸爸是“老教师”的典型代

表，对我特别严厉。但我也是个暴

脾气，偏要跟他对着干。六年级

时，有一次他趁课间来翻我的课

桌，结果发现课本都在我同桌的桌

上，我自己的抽屉里全是零食。他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了我一顿，让

我十分没面子。我就使劲地砸了

一下凳子，他更生气了，我们就在

教室对打起来。我小时候没怎么

体会到父爱温暖的感觉，虽然成人

之后理解了以前的他。

女儿还在妻子肚子里的时

候，我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了孩

子，忧的是母子的健康，没什么当

爸爸的感觉。妻子做三个月孕检

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纪伯伦的

那首诗《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

孩子》，我想，绝对不要成为我爸

爸那样的父亲，一定要让孩子自

由成长。

现在，女儿 7个月了，虽然她

依然是个只会咿咿呀呀的“小团

子”，谈不上“自由成长”，但其实

我逐渐意识到纯粹的“自由”是不

存在的，从朋友们孩子的身上，我

发现孩子需要父母有意识地引

导，引导其实是对她的一种保

护。甚至偶尔，我会发现自己的

想法和爸爸竟然有某些重叠之

处，也吓了自己一大跳。总之，还

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严慈相济

的爸爸吧。

孩子家长 月亮爸爸

父爱的热和亮

小时候，

父爱是黄昏时的山雾，

有着温暖的颜色，却又湿又

冷，让人看不清方向。

有娃后，

父爱是早晨的阳光，

即便看不清它的样子，但也

能确信它的热和亮。

现在，

父爱是被太阳晒热的土壤，

温暖、坚实，孩子所有的可

能，都将从这里生长。

父爱如山、似风、若水

小时候，

父爱是山，

我在山脚，爸爸在山巅，相互

能看到，却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有娃后，

父爱是风，

期待、担心、喜悦都在其中，

轻轻吹拂着那新降临的生命。

现在，

父爱是水，

是她降落在这个世间的缓

冲，温柔地将她整个包裹。

父亲的背影

小时候，

父爱是一个背影和一个行囊，

我等啊，等啊，等啊。

有娃后，

父爱是突如其来的礼物，

我有点害怕，我也是第一次

当爸爸。

现在

父爱是无数次承诺，又无数

次失望，

转身背上行囊，突然理解了

我的爸爸。

父爱是一盏灯

小时候，

父爱是一座山，

造就我坚韧刚毅的性格。

有娃后，

父爱是一片海，

培育孩子豁达宽容的胸襟。

现在，

父爱是一盏灯，

点亮孩子健康成长的道路。

父爱是一团火

小时候，

父爱是坚强的臂膀，

呵护我成长，却又不失威严

有娃后，

父爱是一曲旋转的华尔兹，

沉浸在欢乐的舞步中，却又

手足无措

现在，

父爱是一团火，

有丰富的热情和激情，却又

心怀忐忑。

父爱是陪伴

小时候，

父爱是细节，

让我感到体贴和安心。

有娃后，

父爱是陪伴，

让我感受亲子的共同进步。

现在，

父爱是唠叨，

让我读懂父亲背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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