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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看图写话之《父与子》
编者按

《父与子》是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E.O.Plauen）创作的漫画作品，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语文老师蔡胜根据二年级学生语言发展水平，指
导孩子以《父与子》漫画为蓝图，进行看图写话系列训练。通观这些小习作，不仅能有逻辑、有顺序地将图画所表达的意思文从字顺地表达出
来，其中还不乏语言独到，想象奇特，内涵丰富之处。

指导教师 蔡胜

暑假里的一天，爸爸和儿子决定

去度假，可机票太贵了，爸爸付不起两

张机票钱，怎么办呢？正在爸爸想办

法的时候，忽然，儿子说：“我可以躲在

行李箱里啊！”爸爸决定就按儿子说的

方法办。

儿子很配合地钻进行李箱，为了

减轻爸爸的负担，还把行李箱底部给

钻了两个洞，这样，儿子就可以自己走

了。到了检票处，爸爸拿出了一张票

就顺利地通过了检票口。

爸爸过了检票口之后，得意洋洋

地说：“我只用了一张票就进来了。”话

音刚落，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说：“那个

大胡子过来一下。”爸爸停下脚步问

道：“过来什么事啊？”

爸爸松开行李箱朝工作人员走

去，问道：“什么事啊？”工作人员说：

“请补一张票。”爸爸问道：“为什么？

你看，我只有一个人呀。”“为什么你的

箱子会自己走路呢？”爸爸回头一看，

唉呀！儿子不知道爸爸已经停下了，

他继续往前走了。

爸爸无话可说，只好补了一张儿

童票，还害得儿子在行李箱闷了一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常恒睿

爸爸和儿子出去旅游，可惜只买

到了一张票。怎么办呢？爸爸想了一

个主意——把儿子装进行李箱里。爸

爸还在箱子底下挖了两个洞让儿子自

己走，来减轻负担。

就这样，父子二人很快来到检票

口，爸爸只用一张票就通过了。正在

得意的时候，爸爸却被叫住了。“大胡

子，你过来一下。”检票员喊道，“请再

补一张票。”

爸爸松开行李箱，一边往回走一

边问：“为什么啊？”儿子不知道爸爸往

回走了，还在往前走呢。

“请你解释一下，箱子为什么会走

路，还有脚呢？”检票员说。

爸爸见露了馅儿，只好再补一张

票。

爸爸和儿子没有逃成票，还害得

儿子在箱子里呆了半天，真是“偷鸡不

成蚀把米”啊！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赵宸

父子俩被困在孤岛上几天了，

每一天都很饿，也很口渴。

这一天，父子俩在海里发现了一

个箱子，他们俩高兴地想：“如果是食

物，我们就能饱餐一顿啦！嘻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终于

把箱子抬上了岸。父子俩真的饿

到了极点，差点连打开箱子的力气

都没有了，他们坚持打开了箱子，

一看，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食物，装

的全是酒，但儿子还是很高兴。他

又不能喝酒，为什么高兴呢？

只见爸爸拿了一瓶酒喝了起

来，儿子说：“爸爸你多喝点，多喝

点儿！”爸爸感到很奇怪：“儿子平

常都让我少喝点儿酒，今天让我多

喝点儿，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爸爸喝了好多酒，就睡

着了……儿子呢？他在忙着找东

西。

爸爸起来了，他看见儿子立了

两个牌子，一个上面写着“世界上

第一座漂流瓶邮局”，第二个牌子

上写着“新开张”。原来，儿子当老

板啦！桌子上有好多“漂流瓶”，

“漂流瓶”就是被喝光的酒瓶子，儿

子想要通过“漂流瓶”来向城市的

人们求救呢！

很快，漂流瓶把父子俩的消息

传了出去，他们得救了。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束易东

一个木箱子从海面上漂了过

来。

父子俩已经在岛上呆了三天

三夜，又累又渴。他们看见箱子后

就像看见了金银财宝！父亲兴奋

地想：要是里面装满食物，那该有

多好！儿子想：要是里面装了漂流

瓶，该多好啊！虽然是父子俩，但

是一个想离开，一个想留下。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箱子弄上岸。父亲打开箱子一看，

“哇！”地叫了一声，儿子也叫了一

声。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呢？哦，原

来是一箱酒。

父亲疑惑地想，儿子又不能喝

酒，他为什么这么开心呢？不管

了，我先喝一杯。平时父亲喝酒，

儿子会说：“不要喝！”今天，儿子却

劝道：“爸爸，你多喝点儿！”父亲开

心地想，儿子变乖了，哈哈哈！他

开 了 一 瓶 酒 ，高 兴 地 喝 了 起

来。……一瓶喝完了，两瓶……

哇！父亲喝了一箱酒。

儿子呢？他正在拨弄着一根

竹竿，他要干什么呢？父亲喝醉

了，但他还举着瓶子，唱道：“在侯

爵夫人的家里……”

第二天，父亲酒醒后，到处找

不到儿子。他刚要喊叫，这时，一

个声音响了起来：“世上第一个漂

流瓶邮局开业了！”父亲朝着声音

的地方走去，居然找到了儿子。儿

子说：“欢迎光临！你是我的第一

个客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赵嘉懿

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爸

爸的心情和天气一样好，带着儿子一

起去海洋馆看海豹。

他们来到海豹池，儿子趴在栏杆

上看了半天，只看见水面上冒了几个

泡泡，儿子疑惑地问爸爸：“怎么还不

上来呀？”爸爸说：“要耐心等待。”儿子

听了爸爸的话就耐心等待起来。

这时，池子里冒出一个头来，儿子

看到了说：“原来这就是海豹呀，怎么

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爸爸说：“对，

这就是海豹。”

爸爸又说：“只有一只和我长得像

而已”。这时，水里又冒出来一只，“怎

么又冒出了一头，还是和您长得像

呀？”儿子又问，爸爸惊奇地看着海报，

心里想：这只怎么还和我长得像。爸

爸又说：“刚才说错了，应该是两只和

我长得一样而已。”儿子说：“好吧，两

只就两只。”

爸爸的话音刚落，池子里又冒出了

一只海豹，儿子说：“三只都和爸爸长得

一模一样了。”儿子又喊道：“爸爸，您

看，三只海豹都和您长得像了！”爸爸一

看，还真的是，心想：“每只都和我长得

像，还不如自己去游泳了。”爸爸拉着儿

子就走，生气地说：“早知道这样，就不

买门票了，还不如在家看自己呢！”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常恒睿

天空万里无云，父子二人去海洋

公园。到了海豹池，儿子发现水里空

空荡荡的。

儿子问爸爸：“为什么没有海豹

呢？”爸爸说：“再等一下吧，要有耐

心。”儿子趴在栏杆上看了好一会儿，

又问爸爸：“现在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爸爸一边抽烟斗，一边说：“不着急，一

会儿就出来了。”

突然，海豹的头露出来了，儿子说

道：“爸爸，你的头和海豹的头好像

啊。”爸爸一看，心想：“果然很像。”

儿子又等了一下，突然，又有一只

海豹从水里冒了出来。儿子终于知道

了，爸爸和海豹长得一摸一样。

这时，爸爸发现原来三只海豹都

长得和自己完全一样，最后，他气急败

坏地拖着儿子走了。

原来爸爸和海豹长得一样啊！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赵宸

假期的一个下午，爸爸的心情格

外好，他决定带着儿子去看海洋馆里

的海豹。

父子俩一路兴奋地来到海洋馆的

海豹池旁。儿子趴在池子的边上，总

是见不到一只海豹的出现。儿子问：

“海豹好久才来呀？”爸爸抽着烟斗满

不在乎地说：“再等等吧，你要耐心

点。”儿子回答：“好吧。”

这时，一只海豹嗖地一下从水里

把头伸了出来。儿子说：“爸爸，这个

海豹跟你好像呀！”爸爸一看，吓了一

跳回答说：“只是一只而已。”他还不愿

意承认呢！

突然，水里又伸出一个海豹来。

儿子说：“爸爸，你看那里还有一只也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呢！”爸爸说：“只是

两只而已。”显然，他还是不愿意承认。

爸爸的话音刚落不久，池子里又

接二连三冒出了几只海豹出来。儿子

开心地说：“爸爸你看，这里的海豹都

很像你。”这次，爸爸终于承认了。

爸爸生气地拉着儿子走了，一边

走，一边自言自语道：“还不如在家看

我自己呢！”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罗佩函

风和日丽的一天，儿子

超级无聊。他突然灵机一

动，要不要捉弄一下爸爸。

正好，今天是老爸给儿

子零用钱的日子。老爸给

了儿子零用钱之后，儿子来

到多多超市，买了胶水、刷

子、假胡子和头套。

只见他右手拿着假胡

子，胳膊下夹着头套，左手

端着胶水和刷子，走回自己

的小房间。儿子开始打扮

了，他先把胶水涂到嘴皮

上，确定胶水粘好了以后，

再把假胡子粘到嘴上，一边

照镜子，一边想：“等我戴上

头套之后一定跟老爸一模

一样。”

儿子戴上头套之后，照

了照镜子，觉得跟老爸很

像，他还对着镜子做了一个

平时老爸生气的表情。

不一会儿，爸爸回到

家，他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吓得目瞪口呆。爸爸大喊

道：“你是谁？为什么和我

一模一样？”爸爸吓得跑回

了房间，并关上了门。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王钇皓

风和日丽，儿子想要搞

一个恶作剧。

进了超市没一会儿，儿

子就出来了，只见他一只手

拿着一团褐色的毛线，另一

只手拿着一瓶胶水，胳膊下

还夹着一顶肉色的泳帽。

儿子开心地想：嘻嘻，我今

天要吓吓老爸，然后跟他吵

一架。

回到家中，儿子拿出一

面镜子，放在地板上，然后

把胶水涂在自己的嘴上。

“嗯嗯嗯”，儿子试着张张

嘴，确认嘴唇都粘在一起

了，然后将胡子贴了上去，

又照了一下镜子。“还蛮像

的嘛！”儿子想。

接着，儿子把泳帽戴在

头上，一头又长又黑的头发

就被泳帽遮住了。“哈哈哈，

我简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爸爸。”儿子边笑边自言自

语地说。这时，胡子后面滴

下了许多不明物体，原来是

胶水。儿子难过地想：哎！

我失败了！儿子在镜子面

前生着闷气。

这时，父亲回来了。他

看见儿子，好像看见了妖魔

鬼怪。“啪”一声巨响，父亲

以为自己在做梦，打了自己

一巴掌。“哎呦！好疼！”父

亲 还 揉 了 一 下 眼 睛 。 呃

……没用，那东西还在！“见

鬼！”父亲一声惨叫，逃回了

房间。

儿子开心地想，还没跟

他吵呢，老爸就吓成这样，

真开心！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赵嘉懿

会走的行李箱会走的行李箱

越看越像

漂流瓶漂流瓶

早 晨 ，天 气 晴

朗，鸟语花香。儿

子和爸爸吃完早餐

出去散步。

这 时 ，爸 爸 想

到一个好主意，他

说：“要不要一起去公园打枪啊，爸爸

以前可是打枪打得最好的神射手哦。”

儿子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拿来一个靶盘和一支枪，儿子

把靶盘挂在树上，说：“爸爸，你可不可

以让我见识一下，你打靶到底有多厉

害啊？”爸爸回答：“好啊，没问题。”

这时，爸爸拿起枪说：“儿子躲远

点，小心枪打到你。”儿子听了爸爸的

话，在后面站着。爸爸一手举着枪，一

手叉着腰，闭上左眼，右眼瞄准靶心，

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划出一条完美

无缺的弧线。这时，儿子说：“爸爸你

没有打中哦！”爸爸尴尬地说：“再打一

次，刚才大意了。”

儿子走到大树前，拿下了树上的

靶。爸爸不再笑了，他的右手放了下

来，左手弯曲，眼睛惊讶地看着儿子的

所作所为。儿子把靶放在刚才子弹落

地的地方，然后站在了爸爸的身后，

说：“爸爸，你可以开始打靶了。”爸爸

再一次瞄准前方，只听“砰”的一声，子

弹又划出一条弧线，正好落在了靶盘

的中心。儿子开心得跳了起来。

儿子说：“爸爸，你在我心中是打

靶最厉害的。”说着说着，爸爸和儿子

开开心心地往家走去。这一整天爸爸

都开心极了。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二（6）班 钟依依

百发
百中

照镜子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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