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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亲爱的嘉嘉：
你有留意到吗？在我们每日

必经的路上，花树葱茏，草木纷

繁。微黄的银杏叶被风吹远了，

布谷鸟清脆地啼叫起来，夜里下

起了一场雨，樱花停息时，有杜

鹃灼灼地开起来。一年就这样过

去了。你安静地长大了一岁。花

瓣是温和而柔软的，树叶是坚韧

而 清 新 的 ， 星 光 月 色 ， 山 涧 溪

流，蘸着糖的蛋糕和蜂蜜，这世

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让人心生

欢喜。我的孩子，你也是。

细水流年，过去的每一个日子

都似曾相识。我和你，依然会有鸡

飞狗跳的时刻。你还是会耍小脾

气，忽明忽暗的小情绪。会给妈妈

突如其来的小惊喜，无数的小确

幸。你还是很怕狗，却又非常非常

想亲手养一只狗狗。课桌与书桌永

远乱七八糟。时常忘记把作业本从

学校带回家，把红领巾从家里带去

学校。然而，妈妈还是察知到了细

微的不同。你不再有小男生的懵懂

自信：老师说的全会，不用检查都

对。你开始学会反省与思考，有了

批判与怀疑的精神。你开始在意考

试。你比以前更加热爱阅读，读完

了整套的《哈利·波特》，同时期待能

有续集出现。似乎，你也懂得了自

律。我们的约定是，每周六可以看

电视。于是，其他的时间，你不再纠

缠于此。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流逝。

春花、秋月、夏蝉、冬雪。譬如成长，

就像是一棵树，不是菠萝蜜，不是橙

子树，而是一棵不那么甜、不那么耀

眼的樱桃树，在一个又一个的春天

里，静默地开花、结果。我最亲爱的

孩子，我愿意陪你感受——春天给

予樱桃树的六种爱。

一点点的寒冷。春天的乍暖还

寒，就像是我们时时经历着的生

活，有时暖暖的，有时又会变得很

冷。作家加缪说过，每个冬天的句

点，都是春暖花开。其实在春天

里，时常会有措手不及的微雨与冷

风。有备而来的，不止是雨伞与暖

衣，还要张开双臂，迎接突如其来

的阳光。淋过雨，受过冷，方知温

暖的力量。就像是冬天里我们自驾

去西昌晒太阳，经过积雪的山坳，

突然之间，就抵达了无尽的阳光。

那是在望穿秋水的期待以后，意想

不到的惊喜。

很多很多的爱。世间微尘，唯

爱有光。你已经懂得，爱，是生活的

必需品，像氧气，也像水分。与所爱

之人相伴，万事万物都是值得期待

的。就像春天的泥土，蕴藏着最滋

润的养分。在你的心间，栖息着最

初最纯净的爱意。有一个小女生，

她性情温软，愿意帮你做一些细小

的琐事。你察觉她的善良，因此喜

欢她。妈妈想告诉你，念小学的时

候，妈妈也有喜欢的男孩子，不止一

个。第一个小男生，有一张婴儿肥

的脸。班级去野炊的时候，遇见一

个拾柴禾的老太太，脊背佝偻，很老

很老，他毫不吝惜地将手中的柴禾

送给她。那个瞬间，我爱上了他。

妈妈喜欢的第二个男生，也是同班

同学，一个笑起来眼里有光的小男

孩，他是一个学霸。我的孩子，像妈

妈一样，在未来的路上，你还会遇见

许多心怀善意的人。当然，你要知

道，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会有多少

人讨厌你。岁月绵长，别人的不喜

欢，会让你更深刻地珍惜爱与被

爱。终究，你会明白，玫瑰花送给

谁，都是浪漫的。电影和谁一起

看，都是精彩的。

恒久的耐性。春天就是一个温

柔等待的大果园，坚信每棵果树都

会成熟。这果园里的每个孩子都是

不平凡的，就像童话里的《拇指姑

娘》，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奇迹，是

一种了不起的存在。调皮的男孩

们，就像是丑小鸭，长大以后，是会

飞的绚烂的白天鹅，还是一只庸常

的丑大鸭呢？这是一个秘密。不

过，天鹅有天鹅的飞翔，鸭子有鸭子

的奔跑，前进的时候，同样会带起来

一阵阵的风，风里有淡淡的青草的

气息，同样美得不可思议。

数不清的赞美。我的孩子，我

喜欢夸奖你。在我的眼里，你是最

好的，眉目自有山河，胸中自有丘

壑。我爱你，是其余所有事物加起

来都无法企及的。你是第一。并且

遥遥领先。你一个人静默地做手

工，长时间地阅读，善于跟大朋友交

流。这些，都让你变得独一无二。

请你也不要吝惜对自己的欣赏，以

及对别人的赞美。就像春天的阳光

和微风，从不曾有过偏心，让每棵

树、每朵花都可以平等地做梦，即使

是坚韧的石头缝里，也能生出轻柔

的绿色。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樱桃是这

样的一种水果，清甜，微酸。那轻微

的酸涩并不妨碍它的可爱，不甜蜜

也不要紧，看一眼已经赏心悦目。

黑夜有黑夜的美，愈是夜色深浓，月

光与星子就愈发明亮。我的孩子，

我们要接受闪闪发光的自己，也要

爱惜黯淡无光的自己。妈妈知道，

你并不是时时都快乐的。有时会有

学习的压力。常常羞涩。偶尔难

过。去看一看樱桃树吧，小小的果

实，最初是青色的、硬硬的、不起

眼的，不像别的水果那么甘甜芬

芳。然而，它一直都在努力，碎碎

的阳光洒下来，就拼命红起来、甜

起来，变得晶莹剔透，那么好看、

那么动人心魄。

一颗自由从容的心。哲学家康

德说过，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而是自我主宰。在春天里自由生

长，意味着安然坚定的信念与勇气，

任何时刻，绝不囿于外在的束缚，无

论是山川河流，抑或狭小的花圃草

丛，无论在哪里，樱桃树都会纵情去

盛开、恣意去美。其实，那也是妈妈

一直想要拥有的状态，让阳光暖一

点，再暖一点，日子慢一些，再慢一

些，在春天的花影里，读书、沉思，在

自己所热爱的世界里，散发出明亮

而不刺眼的光芒。

亲爱的嘉嘉，初初萌生的樱桃

既不美也不甜，但春天的日光雨露

总会让它变得清澈甜美。请相信，

这烟火人间俯首皆是琐碎的温暖和

感动，像发光的星星，也像美丽的

樱桃。

生日快乐，我的宝贝。

爱你的妈妈
2021 年 4 月

周末加班，走出办公大楼的

时候，夜色已然浓郁，广场舞早

已觅不到踪迹，只有三两行人匆

匆而去。天空应景似的飘来几

颗雨点，我下意识地合紧毛呢大

衣，快步走向停车场。回想前几

日，还是艳阳高照，微风拂面，到

处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可转

眼，冷空气再度来袭，真真儿地

体验了一把倒春寒。

拖 着 疲 惫 的 身 体 回 到 家

中，时针已走向夜里 10点。推

开门，“正巧”碰见孩子从卧室

出来，习惯性地拥抱后，便把

包扔在地上，躺在沙发上小

憩。待我回过神来，洗手间里

的浴霸灯亮了，投射出耀眼的

光芒，然后远远地传来了流水

的哗啦声。片刻之后，孩子冲

着我边跑边喊：“妈妈，妈妈，

我东西掉了，快来帮我捡东

西。”他拉着我直奔洗手间，只

见地上的水盆跟列队检阅似的

摆得端端正正的，盆里盛满了

水，氤氲的热气正不断升腾。

另一边，洗漱台上牙膏端坐在

牙刷上，静候着主人。我一脸

惊诧：“哎呀，你帮妈妈弄好洗

漱水了呀？”孩子狡黠一笑，仰

头 问 道 ：“ 妈 妈 ， 惊 不 惊 喜

呀？”然后，流露出满心期待的

神情。其实，浴霸灯初亮时我

便知道了他的小心思，作为妈

妈，我得默契地去享受这份意

外的“惊喜”。我们一边泡脚，

一边聊起他在学校的趣事，当

脚尖触碰到热水那一刻，一股

暖流涌上心田，瞬间便洗去了

忙碌一天的疲惫感。

眼前的这个孩子，快要9岁

了，我总喜欢在清晨时分看他

睡眼惺忪的样子，趴在床沿等

待他慵懒地睁开眼睛，就像鸟

妈妈期盼着小鸟儿破壳而出一

般，贪念地想要增强“印随效

应”。我们朝夕相伴，他常常流

露出温暖的特质。节庆的时候

会送我小贺卡；外出购物时会

主动帮我提“战利品”；他不时

会捧着我的脸，眨巴着大眼

睛，晃动着脑袋，一本正经地

说“妈妈，我们聊聊吧”；也会

在我用平板电脑追剧时对我

说：“妈妈，我给你增加一个小

时，每天看电视两个小时，我

是为你好哦。”

还记得春节里的某一日，我

差遣他去买菜。谁曾想到，他还

未走进菜市场，便驻足于一位阿

姨的背篓前，不一会儿，就蹦蹦

跳跳地提回来一包绿油油的豌

豆尖。

“豌豆尖多少钱一斤呀？”我

随口一问。

“9元，不过我说了一句让阿

姨很惊讶的话。”他不紧不慢地

说道。

“啊？你说了什么？”我的好

奇心瞬间被调动了起来。

“我把 10 元钱递过去，说不

用找了。”他提高了嗓门。

“为什么呢？”我暗自猜想，

难道这小子还学会给小费了？

“我看她一个人在市场外摆

地摊，应该是第一次出来摆摊，

我要鼓励一下她，就像我上次摆

地摊别人鼓励我一样。”他说得

有理有据。

哦，我恍然大悟，被他的细

腻心思所感动。去年暑假，他曾

带上我的手工制品到夜市摆过

几次地摊，在路人的支持下收获

颇丰。他体验过摆地摊，便自然

而然地产生了同理心。“爱人者，

人恒爱之”，自古以来，温暖就是

会相互传递的。

夜已深，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下来，孩子已悄然入睡，传来了均

匀的呼吸声。我想今夜他一定会

有一个好梦，梦里春光明媚、繁花

点点。推开窗户，仰望星空，夜空

似乎明亮了许多，窗外依旧有着

些许寒气，但我身后的这个孩子

让我心生暖意。路漫漫其修远

兮，未来的成长路上或许会遇到

荆棘丛生，但我相信他会与阳光

同行、温暖如初。

温暖如初
■ 蒋媛媛

编者按

与孩子一起成长，是给
孩子最好的教育。在亲子关
系中，父母的陪伴，是孩子人
生的底气。在儿子10岁生日
之际，一位作家妈妈用写信
的方式跟儿子对话，字里行
间，是对儿子深深的爱，也寄
托了妈妈对儿子成长的期
待。这封情真意切的家书，
不仅是妈妈送给儿子的特殊
成长礼，更是她送给儿子的
一份珍贵的成长记忆。正如
文中所写：“成长，就像一棵
不那么甜、不那么耀眼的樱
桃树，在一个又一个的春天
里，静默地开花、结果。”我们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
母的支持和陪伴中，发挥自
己独特的个性，去成就那个
最好的自己。像樱桃树一
样，在春天里自由生长。

春天给予樱桃树的六种春天给予樱桃树的六种爱爱
——写在嘉嘉十岁生日之际

■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骆平

妈妈说，植物像人类一样，有各

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有些很热心，

能够帮助人和动物疗伤，比如芦荟，

可以治疗烫伤，还有艾叶草、白茅

根、黄荆，止血效果非常好。有些很

孤独，长在高山和悬崖边，孤零零地

过上一辈子。还有一些很活泼开

朗，比如五彩绚丽的花朵，如果你不

开心，看它们一眼，你的心情就会变

得阳光明媚；如果摘下一两朵，放在

手心里，淡淡的花香，就会弥漫到你

的心里，让你感觉仿佛进入仙境一

般。

在我家里，爸爸爱植物，我也跟

着爱起植物来。在阳台上，有两个

小花圃，小花圃里种了很多杂乱的

植物，有可以食用的绿油油的韭菜、

带着清苦味道的折耳根、细长细长

的薄荷，有用来观赏的美得微醺微

醉的蔷薇花、清秀粉色的长寿花。

每天放学以后，我几乎都是在这粉

紫嫩黄的花丛中度过的，往花丛里

一坐，捧着一本我喜欢的科幻小说，

感觉自己也变成了花和树，安静古

雅了起来。

最不能忘的是在三圣乡的花

市，那样一个温暖美丽的地方，我和

爸爸妈妈经常去散步。爸爸看到喜

欢的，就会忍不住买下来。那些清

纯而又洁白的茉莉、高大挺拔的小

榕树、茁壮灰绿的无花果树慢慢地

进入我的世界，跟着我慢慢地长

大。一盆无花果每年只能陆陆续续

结十来个，每次都是我去摘下来，洗

干净剥开皮，喂给妈妈吃，因为妈妈

最喜欢吃。我听过羊羔跪乳、乌鸦

反哺的寓言故事，所以就想把最好

的东西留给妈妈。

记忆中还有冬天的西昌。那时

候在成都只能看见寒风中小朵小朵

的梅花，可是坐在爸爸的车上，快接

近西昌的时候，阳光像金子一样，洒

落到旁边的花草上，花草因为阳光

变得更绿更红了。河面上闪着阳

光，小河就像那长长的锦缎了。这

是多么神奇的时刻，距离成都只有

几百公里的西昌，竟然是百花齐放

的春天的景象。我在那里吃了又脆

又甜的荸荠、又大又红的草莓，晒着

太阳写作业、看书、喂鱼，回来以后

发现皮肤都晒黑了。

大自然就是这样美好和简单，

你给植物以充分的阳光、适量的水，

它们就以怒放的芬芳、甜蜜的果实

回报你。没有一朵花、一棵树是不

知道感恩的。真希望每个人都像植

物一样，有一颗感恩的心。

指导教师：陈婧

父母的一言一行中，藏着孩子的未来。在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热爱写作的父母的影响下，儿子冯锘嘉也成了一个爱读书、会观察、善写作的孩子，他用
灵动的笔触记录着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分享着他对生活的热爱。

植物的世界植物的世界
■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三年级8班 冯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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