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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一直以来，您的爱犹如阳光

一样，带给我触手可及的温暖，还像蚕

茧一样将我包裹、藏匿起来，保护我不

受外界的伤害。你总是把我看作你的

掌上明珠，放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

又怕化了。我虽然眷恋这份温暖的母

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我更想变得

独立。

妈妈，还记得6年前你教我骑自行

车，“丁零，丁零……”自行车上挂着的

铃铛声比我的笑声更加响亮。当我骑

得晃晃悠悠时，你却在后面悄悄地松开

抓住后座的手。随着“啪”的一声，我重

重地摔在地上，膝盖渗出了鲜血，自行

车上的铃铛散落一地，幼时的我哪经得

起这样的痛苦，“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妈妈！”我满含泪水委屈地看向你，双

手向你伸去，等你将我抱起……然而，

你只是静静地站在远处，风儿狠命地

吹，你却如一尊冰冷的石像般纹丝不

动。面对我的不解和埋怨的目光，你语

重心长地说：“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

爱。”因为那天，你的放手不仅让我学会

了骑自行车，还让我懂得在哪里摔倒就

要在哪里爬起来再战！尽管摔得鲜血

淋漓，也从不放弃。

妈妈，如今我都12岁了，而我的衣

服还是您帮我整理。就连周末放假在

家，您都会替我排好时间表。就这样，

我照着您为我整理好的“节目表”编排

着自己的人生，而那份“节目表”里没有

一点儿我的意愿。因为您从来不问我

需要什么，想做什么，想怎么做。

妈妈，生长在温室里的小花固然美

丽，但过于娇弱，承受不住任何的风吹

雨打；笼中的金丝雀虽然生活安逸，但

不及林中的鸟儿那般自在。妈妈，我已

经长大了。我会把卧室打扫得干干净

净，会把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会处理

好与同学的关系，会意识到学习的重要

性并付出努力，会坦然面对考试的失

利。

妈妈，蒲公英任凭风将她的儿女吹

走，她忍痛割爱，为的是小蒲公英能在

另一片天地扎根开花；雄鹰任凭自己的

儿女从悬崖坠落，他忍痛割爱，为的是

雏鹰有朝一日能学会展翅翱翔，去征服

更广阔的天空。自然界的生灵都是如

此，人又何尝不能这样呢？

妈妈，终有一天我将一个人步入社

会，所以我现在需要的是您的肯定和支

持，而不是您的过度呵护。妈妈，我想

告诉您：“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

广汉市第九小学
六（4）班 钟家麒
指导教师 陈大会

妈妈，您在远方还好吗？我好

想您，整宿整宿地想您，泪已满枕，

心已哭干。妈妈，您能感知到我想

您的心吗？

妈妈，您还记得吗？每次做数

学题，您都在我身旁，静静守候，仿

佛静等一件作品的腾空出世。我

知道，您这是静待花开。妈妈，我

最喜欢您在一旁看书的样子，真

美，像轻风划过绿柳。妈妈，我更

喜欢您给我整理衣服、收拾房间，

那娴熟的动作，一直留在我记忆的

深处，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风

景。

妈妈，自从您走后，我每天都

想您。走过的风，有您的微笑；滴

落的雨，有您的蹙眉；花开花落，有

您翩然的影子……妈妈，您知道

吗？每次我惹奶奶生气，就想到您

昔日对我的好。于是，我又泪水潸

然。

妈妈，我们可否回到过去，回

到从前？如果时光允许，我愿再重

来一次，沉浸我们母女俩的爱，我

也倍加珍惜您清如风的话语，珍惜

您半夜掖被子的暖，珍惜您寒冬熬

夜织毛衣睁不开双眼的艰辛，珍惜

您在我出门时的“看着车，路上小

心”的叮咛万千……妈妈，回想着

和您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就感觉您

已经在身边，如昨日。于是，心里

万般温暖。

可是，孤冷的夜里，一想到您，

我就流泪。有您的每个周末，我都

是开开心心的“蝴蝶”。您会在我

写完作业后，陪我做我最开心的事

——带我去登山、下五子棋、将美

食一一品尝个遍。我的开心，就是

您笑得最灿的脸。可这，早已风

干。

没有您的日子，我是一只“孤

雁”，踽踽独行于孤寂的旷野，找不

到心儿进港的岸。

妈妈，今夜失眠的我，又想您

了。母女连心的您，可否感知，我

的泪已湿枕沿。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五（1）班 李欣玥

指导教师 周辉

又和妈妈吵架了，原因很简单，她不

让我看《蜡笔小新》。爸爸来做“和事佬”，

把我推进了书房：“看书去。”

进了书房，依然难以平息心里的愤愤

然。有心无心翻弄着书架。第一个书架

摆着陈旧的老教材，翻了几本，索然无味，

丢了；第二个书架摆着爸爸的书，《苦才是

人生》《精英销售员》之类的，看不懂，也丢

了；第三个书架，是小时候看过的书，没兴

趣重温，把书柜门关上了；第四个书架，没

书，被一堆相册、纪念品之类挤占，照片我

都看过，翻翻那些纪念品，看能不能帮我

打发郁闷。

书架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卧着一个盒

子。小小的铁皮盒，有些旧，盖子上印着

纽扣的花纹，盒子边缘长了锈迹。我好奇

地拿在手上，想打开它。可能被冷落太

久，锈蚀很严重，打不开。使劲扳，用力太

猛，扳开时，涌出一摊小纸片，满地四散。

捡起来，叠回去。无意间看到一个泛

黄旧信封写着“唐慧颖收”。妈妈的信，好

像有些年头了，还保存着，未必是爸爸写

的情书？偏要打开她的秘密，“报复”刚才

的吵架。

信纸很薄很轻，蓝笔的字龙飞凤舞，

是外婆的字！

“慧颖儿：你好！近来身体好吧？学

习忙吧？你一个姑娘家在外读书，爸妈

很不放心，知道你上学期考试成绩不理

想，这学期成绩如何？我们很牵挂。当

初专业是你自己选择的，就必须自己走

下去，不能放弃，而且要想办法学好，

注意学习方法，多向老师请教，与同学

们互相学习，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

懂就问，一个人只要有恒心，能够吃

苦，勤学苦练，学习成绩就一定会提

高。十年寒窗苦，将来你就知道知识的

重要性。”

读了第一段，心里有些释然：看来

妈妈之前成绩也不好嘛。哼，也该挨外

婆的数落！我感觉很解气，就继续读下

去。“大学里的课程很多，老师讲得快，

全靠自己努力，认真听讲，学习也是一

种积累、储备。待你参加工作后，就更

会感觉知识是一种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会使你工作起来轻松自如。所以，你现

在应当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苦读圣贤

书，将来一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和你爸爸由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搞

一项技术改造，爸爸要翻阅大量的技术

资料，要不断地学习。”

我沉默了。沉默于外婆的知书识礼，

沉默于一个母亲的语重心肠。这番话，妈

妈经常对我说，我却……

我有些急迫地往下读。“在学院里读

书还要注意身体，身体是一切工作的本

钱，平常生活不要节约，要多吃鲜肉、蔬菜

和水果，不要光吃方便面，热天到了要注

意防暑，爸爸妈妈再苦再累也要供给你生

活、学习等费用，以保证你有强健的身体

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话就谈到此，望你

学习进步，特别是要身体健康，这是我们

最大的心愿。”

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滚。外婆对

妈妈的疼爱，被妈妈复制于我身，那

些差点被遗忘的情景，电影般在我眼

前晃动：为了让我保持充足的精力学

习，妈妈每天都换着花样为我做营养

早餐，而我从来不知道妈妈每天比我

早起了多长时间；为了让鲜艳的校服

不褪色，妈妈大冬天也坚持手洗我厚

重的校服，脸上冒着汗，手指却冻得

通红；那天晚自习后回家，妈妈发现

我衣服上的扣子快掉了，一边辅导我

完 成 功 课 ， 一 边 在 台 灯 下 替 我 缝 扣

子，那一瞬间我瞥见了妈妈低下头时

头顶上多出的几缕白发……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2001年4月5

日”。外婆的信，妈妈珍藏了二十多年！

我拿起笔，写了张纸条：“妈妈，我爱您！”

连同那封旧信，一起装进旧信封，再小心

翼翼地装进铁盒子的底层，让爱与牵挂，

好好珍藏。

重庆市两江巴蜀初级中学
2024级2班 刘语棠

指导教师 施崇伟

春抚过您的脸颊,吹起您耳边的碎

发。您的每一丝笑意，都融化了我心中

的冰雪。我冬日里的暖阳——亲爱的母

亲，有您，真好！

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害怕得蜷缩

在棉被里。听着风的尖叫声，我的心跳

快了几分。而您“嗒嗒嗒”的脚步声，好

似十里春风拂过，是抚慰心灵的唯一良

药。您是最坚固的靠山，是最温暖的港

湾。有您，真好！

恰似叮咚的春泉，您的一言一行，温

暖着我的心灵。每当我因考试差而心灰

意冷时，您那温柔的嗓音，总能把我拉出

深渊：“没关系,下次继续加油！你还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呢！……”那暖心的言

语，好似春日泉水流过心间，流到了无数

个明天。有您，真好！

您的脸庞，普通而又俏丽；您的笑

容，特别而又惊艳。那么平凡的嘴角，

一笑起来，花儿就开满了天。或悲伤、

或困惑、或骄傲、或不甘，见了母亲的

微笑，一切烦恼都消失不见。有您，真

好！

红杏一春，芙蓉一夏，金桂一秋，腊

梅一冬，都不及您。您是沙漠中的一滴

水，是骄阳下的一片荫，是枯草里的一枝

花。感谢您——冬日里的暖阳——亲爱

的母亲。有您，真好！

安岳县周礼小学
六（4）班 王沁

指导教师 张珍 周斌

我常常想，母爱究竟是什么呢？我

的思绪，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寂静的夜，只有虫儿在低鸣。不知

什么时候，我醒了，睁开眼一看，除了透

过窗玻璃的点点星光，屋内一片漆黑。

连平时喜欢抱着玩的小布熊，也不知道

到哪儿去了。唉，被夜笼罩的大地，静

静肃立的屋子，让我顿时感到孤独和害

怕。

妈妈，您在哪儿？怎么把我一个人

扔在这儿不管呢？我揉了揉眼睛，哦，

我明白了：今晚不是妈妈不管我，而是

我自己同意一个人睡觉的。

“晨晨，今晚你单独在自己的卧室

睡觉，好不好？”临睡前，妈妈试探性地

问我。“行！我已经是个男子汉

了，这事肯定难不倒我。”脱口而

出的话，让妈妈顿时为我感到高兴。她

给我准备了一个大布熊，放在枕头上，

说可以抱着它，一会儿就睡着了。

此时的夜，静得可怕，我好想喊“妈

妈快来，我怕”，可想到答应妈妈的话，

还是没说出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单

独睡觉，不能说话不算数。

可是，我越想越睡不着，望着天花

板，没有一点儿睡意。唉，真是辗转难

眠。突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

的恐怖画面。哎呀，吓得我钻进了被窝

……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

声。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离我越来越

近了。

突然，门开了。有人来到我的床

边，捡起掉落在地板上的东西，还用

手摸摸我的额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哎呀，这娃娃的头发怎么这么湿？

是不是做噩梦了？”哦，原来是妈妈

呀。我一下子把她的手拉住：“妈

妈，我怕！”妈妈把我抱在她的怀

里，轻轻地拍着我：“不怕！妈妈在

这儿，没什么可怕的。”妈妈见我睡

不着，讲起了平时我最爱听的《宝葫

芦的秘密》……在妈妈的怀抱里，我

渐渐熟睡了。

母爱是什么呢？是孩子感到害怕

时的安全港湾。有了妈妈的爱，孩子快

乐着、幸福着。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邱晨

指导教师 邱达官

长大，也许是很长久的事，但

在我眼中，长大可能就在一瞬间。

通过那件事，我懂得了母亲的爱。

寒假的一个深夜，我感冒了，

脑袋昏沉沉的，肚子也疼得要命，

我在床上“哎哟，哎哟”地呻吟着，

妈妈走了过来，轻声地问：“你怎么

了，肚子疼啊？”我难受极了，眼泪

不停地从眼眶滚落下来，却说不出

声。妈妈心疼地看着我，忽然往外

走了出去，说：“你等着，妈妈给你

熬白粥。”

没过一会儿，妈妈把白粥端了

过来，边搅动边用嘴吹着，来到床

边，焦急地看着我：“来，吃点，暖暖

胃，肚子就不疼了。”当我从妈妈手

中接过碗，触碰到妈妈的手，心头

猛一颤：妈妈的手多凉呀！像一块

冰似的。我不由得抬起头来，吃惊

地望看妈妈：稀疏的头发中夹杂着

几缕白发，额头上已有了明显的皱

纹，鼻尖被冻得通红……妈妈才三

十几岁呀，可妈妈却老了。顿时，

我心里感觉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我赶紧埋下头，夺眶而出的泪

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是疼痛，还是

感动？我不知道，只是在泪光中，

眼前晃动着这一碗热乎乎的白米

粥：白白的大米已经煮化了，变得

松软稀烂，盛在白白的瓷碗中，显

得十分雅致。

我尝了一口，多么温暖而熟悉

的味道啊！感觉我的食道和胃都

立刻被温暖的被子包裹着。喝着

白米粥，我的鼻尖有些发酸：妈妈

在医院工作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

躯来到锅边，静静地煮着粥……我

悄悄地哭了。在我心中，这碗粥，

它不只是一碗普通的白粥，这碗粥

里，凝聚了伟大的母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捧

着这碗充满爱的米粥，我的脑海中响

起了这首诗。这一刻，我长大了。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
五（7）班 何诗颖
指导教师 常小玉

妈妈
我想对您说

拥有未感香甜，失去
方知珍贵。回忆妈妈在
的林林总总，感觉生活万
千的暖。动情的语言，反
复中的缠绵，像刀扎进心
的痛，读来倍感心疼。

点
评

时光深处的来信时光深处的来信

本文由一封尘封二十多年
的母亲写给女儿的信切入，并以
此为线索，徐徐展开“我”对母亲
的感情的变化，由怨恨，到幸灾
乐祸，到共鸣，到理解，到忆起母
爱的历历场景，最后呼喊出“妈
妈，我爱您”，情感水到渠成，构
思精巧。

点
评

有您有您，，真好真好！！

作者分别从人物的动作描
写、语言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出
了母亲的好。文章最后，揭示
了中心句，实属点睛之笔，概括
之短，短促而有力。

点
评

放手也是一种爱放手也是一种爱

文章构思巧妙，内容贴近生活，叙述了成长过程中妈妈对我的过度
呵护，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结尾“有时候，放手也是一
种爱”引人深思。

点
评

白
米
粥
中
的
爱

白
米
粥
中
的
爱

作者开篇提出“母爱究竟
是什么”的问题，接着用“单独
睡觉，又感到害怕”的故事来
表达对妈妈的依恋，文末揭示
答案：母爱就是孩子快乐生活
的安全港湾。

点
评

一碗普通的白米粥，
有着妈妈的味道，更让作
者体会到了妈妈的爱。
在细节描写中，流露出妈
妈对我的关心，以及我对
妈妈的感激与爱。爱不
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在平
凡的生活中去细细品味。

点
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母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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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母亲的爱温柔、无私、伟大且坚定，点点滴滴都渗透在孩子成长的岁月当中。在这
个温馨的五月，让我们走进孩子的作文，感受一段段动人的母子之情。

点
评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