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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父亲的爱，是一封写给孩子的深情的信；父亲的爱，是一份清早的爱心早餐；父亲的爱，是一把遮风挡雨的伞。……让我们在父亲节这天，为所有爸爸送上一句“父亲节快乐！”

如果说母亲温柔而慈祥，那么父

亲则是深沉和严厉的化身。其实他们

都一样，是不可缺失的一份责任与守

护。

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摔倒时，扶

我起来的是母亲，而让我自己爬起来

的是父亲；犯错时，悉心教导我的是母

亲，而扬起手要打我的是父亲；当我考

试取得好成绩时，表扬、鼓励我的是母

亲，而在一旁寻找出错点，并告诉我不

要骄傲的，还是父亲。

以前,我总觉得父亲太过愚钝，因

为他总是板着一张脸给我讲道理，很

难露出一点儿慈祥的笑容。可事后我

才知道，床头我心爱的小闹钟，都是父

亲帮我调好的。早上起来，父亲会帮

我把自行车擦得锃亮；冬天，书包里总

会有一副暖暖的手套。……

父爱如山，它没有修饰，没有言

语，却始终耸立在你的生命之旅，伴随

你走过每一条长河和孤独的路程。

回到家，看到家门前那座山，我觉

得它就像父亲的脊梁，独立而坚强地

支撑着。此刻，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会

有这么多人把父爱比喻成山。

因为山是沉默的，是巍然耸立

的。所以，父爱默默无闻，它也许不是

你倒下时的大手，也不是大哭时的怀

抱，也许不会和你分享成功失败，可它

却化成了生活中的点滴，化为锃亮的

自行车，化为书包里温暖的手套，化为

笔盒里削好的铅笔……它也许不像母

爱一样引人注目，但却时刻与你相依

相伴。

父爱如山，坚强而勇敢。也许有

一天，父亲不再挺拔，可他那浓浓的爱

早已浸透我们的血脉。

平昌县响滩中学

初2019级1班 肖岚心

指导教师 杨柳

亲爱的爸爸：

您好！您现在工作忙吧？不知您做了手术

的身体，现在恢复得怎样？

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时常想着您，想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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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我身上绣上了一朵

美丽的花朵，此后我锦上添花；我本是一块岩石，

您给我描绘出丰富的图案，从此我变成饰品惹人

喜爱；我本是一只蝴蝶，您让我成了这世界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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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手上全是茧，您很平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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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您一起散步时，常常在某

一个话题上讨论很久很久，说上很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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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6日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唐阡闰
指导教师 邱达官

那年夏天，奶奶突然病倒了。因为

病得很重，只能前往县城的医院治疗。

爸爸妈妈每天夜以继日地照顾着昏迷

中的奶奶，我和姐姐只能在家中祈祷奶

奶早日康复。

酷热的天气令我感到浑身不适，我

的身上开始起一些小红点。起初，我并

未在意，可是，后来越长越多，而且浑身

奇痒难耐。姐姐察觉不对，带我去看了

医生。医生说我得了风疹，这种病还可

能会传染。随后给我抓了两服中药，临

走前还特意叮嘱我，这几天必须戒盐戒

油，千万不能去抓小红点。晚上回到

家，姐姐在电话中把我的病情告诉了爸

爸。电话那头，只听爸爸焦急万分地询

问姐姐具体情况，在挂断电话之前，还

再三叮嘱姐姐要好好照顾我。

那天深夜，爸爸从县城心急如焚地

赶了回来，那时我已经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屋里充斥着一股苦涩

的味道。我上前查看才知道，原来是爸

爸一大早起来在给我煎药。看到我起

床了，爸爸连忙上前询问我的情况。接

着，他端来了一大碗刺鼻的中药和一碗

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让我先吃药再吃

饭。

我盯着那碗闻着就很苦的中药，不

知如何下嘴。爸爸舀起一勺，吹了几

口，让我张嘴，我迟疑了几秒后，还是张

开了嘴，他一勺倒进了我的嘴里，随即

立马拿出一小块冰糖丢进我的嘴里。

虽然还是很苦，却没有起初那么苦了。

一想到这药还要连着喝一周，我感

觉我的味觉都要失灵了。但是看着爸

爸殷切的目光，我又鼓足勇气，自己端

着药碗一口气喝了下去。苦涩的味道

令我的眉头皱成了一团，表情完全失

控，爸爸笑着说：“不要那么着急啊，来

喝口水漱漱口吧。”我说：“爸爸，您不知

道，这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我还得多受

罪呢，还不如一口气喝下去干脆一点。”

爸爸摸着我的头，笑得更开心了。

因为这病不能洗澡，我只能简单地

泡泡脚。只见爸爸拿出洗脚盆，倒入滚

烫的开水，舀了几瓢清水将水温调好，

最后还不忘放些盐，说是要给我消消

毒，这样病才会好得快。

我刚将脚伸进去，万万没想到的

是，爸爸将他那双粗糙的双手也放了进

来。我连忙说自己可以，可是爸爸却自

顾自的帮我洗起脚来。当时，我的内心

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说不出口，只是

呆呆地坐着。望着那弯下的脊梁，我的

眼眶湿润了，泪水掉了下来。爸爸笑着

说：“傻孩子，你哭啥呢？”我没有回答，

只知道，那一刻，我的内心被深深地触

动了，有一丝温暖，夹杂着一股莫名的

力量充斥着我的胸膛。

父亲的爱平凡而又深沉，他不善言

谈，却有一双有力的双臂和温暖的胸膛

给我带来无限的安全感，仿佛在他面

前，任何困难都不过是小事一桩。

我爱您，亲爱的父亲。

平昌县响滩中学
初2019级2班 付玲

指导教师 杨柳

我有一个好爸爸，他有着一头乌

黑的短发，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小小的鼻子下有一张

能说会道的嘴巴。

他的身高足足有 170 厘米，和他

的体重差不多，因为他十分喜欢喝啤

酒，所以现在都有一个圆鼓鼓的啤酒

肚了。

我的爸爸在外地打工，工作很辛

苦，可每到假期的时候，爸爸都会挤出

时间来陪伴我，让我感受到他对我的

爱。每当爸爸一回家，就会到厨房里

大显身手，为我做各种各样的好吃

的。我爸爸的厨艺可是非常好的哟！

我想：“我爸爸没当上厨师，真的是太

可惜了！”

我的爸爸可是下棋的高手。不管

是象棋、五子棋、飞行棋，都是爸爸教

会我的。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会

实战一下，可我每次都被打得落花流

水。

爸爸虽然很爱我，但是平时还是

对我很严厉的。爸爸每次外出打工之

前都会叮嘱我：“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

话，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然的

话，我回来就把你的屁股打开花。”

爸爸，我爱您，我想对您说：“您辛

苦了，有了您，我的童年生活才充满了

欢乐。”

青神县实验小学校
三（7）班 张澜

指导教师 郭燕萍

“什么？唐僧？唐僧怎么跑

到我家来了呢？”哈哈，别奇怪，我

所谓的“唐僧”其实是我的老爸

啦！

我的“唐僧”老爸可不是浪得

虚名。你想想，我爸爸不仅姓唐，

而且“废话”一大堆，怎么不是个

名副其实的“唐僧”呢？

清晨，东方渐渐出现鱼肚

白，小鸟刚清清嗓子准备唱歌，

“唐僧”老爸便催我起床了。我

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一翻身继续

睡觉。这时，爸爸便开启了他的

“唐僧”模式，他清清嗓子，开

始了“演讲”：“今天天气这么

好，早起去散个步多健康啊！有

益得很呐！你却在这里睡大觉，

岂不白白浪费了这大好时光？俗

话说得好，早睡早起身体好，你

这样怎么……”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起来

还不行吗？啊？我起床！”这“唐

僧”老爸，真让我欲哭无泪啊！

中午用餐时，我迫不及待地

坐上饭桌，夹了一块鱼肉吃起来，

哪想吃得太急，被鱼刺呛到了，卡

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

去。爸爸和妈妈想尽办法，终于

把鱼刺挑了出来。我被憋得眼泪

汪汪，满脸通红，大口大口地喘着

气。这时，“唐僧”老爸又

开始了：“瞧你吃那么急

的样子哦！好像有谁在和你抢

似的。吃快了对身体不好，尤

其是吃鱼。吃饭必须细嚼慢咽，

要是呛着了怎么办？米饭还好

些，鱼刺可就惨了。幸好你今天

咳出来了，要是……”

“晓得了！你再说我就真呛

死了！”妈妈和爸爸一齐哈哈大笑

起来。我叹口气，唉，这“唐僧”老

爸……

晚上八点过，我仍然坐在电

视机前看得津津有味。爸爸走过

来，皱着眉头说：“这么晚了还看

电视，快关了！”

“不！还早呢，我再看会儿！”

我不情愿地说道。

爸爸马上就喋喋不休起来：

“人在该休息时不休息，会打乱生

长规律的。你想你以后才一米五

的身高吗？九点就应该进入深度

睡眠，这样才利于生长。……”我

实在听不下去了，只好作罢，起身

关掉电视，揉着快起茧子的耳朵

走进卧室。“唐僧”简直“废话”一

箩筐啊！

这就是我的“唐僧”老爸！不

过，“废话”一大堆的他却给我们

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四（1）班 唐贤笑妍

指导教师 欧梅

人人都有一个好爸爸，我也不例

外。

一天晚上，我感冒了，身体像在火

中一般。妈妈摸了我的后背，又摸了摸

额头 ，觉得不对劲，连忙叫了起来：“天

哪，星星发烧了，怎么办？”“赶紧送到医

院去。”爸爸翻身下床，一双大手抱着

我，往医院的方向跑去。

深夜的乡镇，路灯发出微弱的光，

四周一片寂静，除了虫儿低鸣，就是爸

爸的脚步声了。好不容易来到卫生院，

门却关了。还好，爸爸打通医生的电

话，门开了。

医生拿出一支体温计，测量体温：

“啊，39.3℃，这娃娃发烧了，得马上打

针。”打针？看到那注射器，我吓得大

哭。“哦，女儿不哭不哭，打了针，身体就

好了。”爸爸轻轻地摸着我的头，不断地

安慰我。开了药，回到家，已经凌晨，我

感觉身体不那么烧了，也渐渐地进入了

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爸爸

正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我想他昨晚

一定没睡好，一直在床边呵护着我。在

爸爸的照顾下，一周后，我恢复了健康。

有次周末，妈妈到山上外婆家去了，

只有爸爸和我在家。唉，平时都是妈妈

做饭，没见爸爸炒菜。肚子饿得咕咕叫

的我，只好问爸爸：“我们吃方便面？”

看着我疑惑的眼神，爸爸走了过

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吃方便面，今

天我主厨，我来‘露一手’。”“你也会做

饭？”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

爸爸拍着胸向我保证。好吧，有人做

饭，吃饱总比挨饿要好得多。

他打开冰箱，拿出一个鸡蛋。做蛋

炒饭？这可是我的最爱。有蛋炒饭吃

啦！想想都挺兴奋。不过，我倒想看看

平时不常做饭的爸爸，如何“蛋炒饭”。

结果超出我的猜测——不是蛋炒

饭，而是鸡蛋面。呵呵，也行，葱香鸡蛋

面同样令我喜欢。剥大蒜、切葱花、放

菜油、打鸡蛋、翻炒、下佐料……我两眼

放光：“哇，老爸的动作还挺麻利！”没几

分钟，一碗香喷喷的面条端上了桌。“好

吃！”我给了爸爸一个大大的赞。

看吧，这就是我的好爸爸。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三（1）班 唐星星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父爱如山父爱如山

父爱是最深沉的情感，
敏于行而讷于言。作者用
小小的生活场景为我们讲
述了沉默的父爱，父爱如
山，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点
评

我的爸爸

文通句顺，情真意切，
字里行间充满对爸爸的
爱。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
可爱又懂事的孩子。

点
评

感谢您感谢您，，爸爸爸爸！！

我家的我家的““唐僧唐僧””

父爱是伟大的，给予孩子一片晴空，
照亮孩子前行的路。文章结构严谨，通
过一件件生活小事，表达了“爱爸爸”的
情感。

点
评

文章选取了生活中的几件小事进行叙述，语言虽朴实，但抓住了人物特点，描写生动细腻，一
个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的“爸爸”形象跃然纸上。

点
评

平凡的父爱平凡的父爱

本文用朴实的语言记叙了
生病时父亲对自己的关爱，画面
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书写了父
爱的平凡和伟大。

点
评

我有一个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

作者精心选材，恰当运用语言和心理描写，将“深夜送医、周末做饭”
两处细节写得极富画面感，读罢，一个爱孩子的好爸爸形象跃然纸上，令
人称赞。

点
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