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亲情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初一(1)班 冯伟佳

小时候，我总爱玩，是家中的“破坏王”，经常

打破东西。爸爸妈妈总爱骂我，这时，外婆总过来说：

“小孩子嘛，没关系。”上幼儿园了 ，外婆牵着我的

手，一步一步引我上学校。到了校园门口，外婆微笑

着向我挥手再见，等我到了教室门口，外婆才放心地

走回家去。这时的我，看着外婆那熟悉的背影，不以

为然。

上小学了，我已经开始懂事，可以自己走路上学。

临出门前，外婆慈祥地笑着，对我说：“一路要小心。”

我从外婆的眼神里看出了欣慰。上到学校，与人打架

了，外婆急忙从家中赶来，问我伤到哪里啦？严重不

严重？我哭着对外婆说：“手有点痛。”外婆笑了，轻

声抚慰我：“不怕，外婆给你揉揉，不痛了啊。”

上了小学六年级，学业更繁重了，上外婆家的次

数越来越少，只有偶尔外婆来我家几趟，但看到我在

做功课，便不忍心打扰，欣慰地笑了笑，带着在眼内

交织的血丝走了。我从窗外看到外婆的身影，比以前

更踉跄了。

直到外婆去世的那一天，我仍在家中赶功课，复

习。只有当妈妈告诉我那刻，我才真真正正知道外婆

去世的消息。妈妈半夜带我来到外婆家吊唁，外婆正

静静地躺着，嘴角仿佛还带着一丝微笑。我哭了，扑

在外婆身上，不停地呼唤，哭声久久未绝，可外婆再

也不醒了！

现在，外婆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每逢我经过从前

的幼儿园，又会想起外婆的背影，不禁泪如雨下……

珍惜身边的爱，哪怕这爱只是淡淡的。

毕竟有许多的爱不可以重来！

简评：朴素的文字，亲切的感觉，真挚的情感，深

刻的感悟是这篇作文打动我们的地方。不要等到亲人逝

去的时侯才感受到爱，这要叫人有多么的遗憾！毕竟有

许多的爱不可以重来！

（指导教师：罗舜芳）

妈妈妈妈,,,,我不能听你气喘我不能听你气喘我不能听你气喘我不能听你气喘

高二 李桂清

或许,有些人听了这个题目之后,不免会产生疑

虑,但清先听一段关于我和母亲的往事后便自然会明

白了。

我是一个体育生,在小学时就有练田径.在小学

时,有一次我和母亲骑车去看望外婆.车突然坏了.我

便下车去推,推了还不到我平时训练所跑的一半.一如

平常我已开始喘气了.这时母亲突然别过了脸,哽咽地

对我说:“阿女,我不能听你气喘.”只是如此简短的一

句话,但我却分明地看到了母亲晶莹的泪花。

那时的我还小,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还以为她

生病了。到现在长大了,才明白母亲这句话的分量,她

包含了一位母亲对儿女的深情。可怜天下父母心，试

问,哪个母亲能忍心听这自己儿女辛苦地喘气?我突然

明白了,当时母亲是多么的难受,我喘出的每一个气息

都像一个个大铁锤,重重地打在母亲的心上。



原来,再幸福的母亲,心中也不能完全盛着蜜,相

反,更多的是眼泪,点点滴滴流给自己的孩子.只要肯

用心地去感受,母亲的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动,哪个

不是饱含这滴滴的心血,哪个没有洋溢着母爱的光华?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叛逆,倔强,不懂事.

不理解母亲责骂的背后是亲切,是沉痛;是望女不成凤,

恨铁不成钢的深爱!而我却只知道盲目地顶撞她,一次

又一次地使她心碎.但母亲的手却一刻也没有放开过

我,至始至终都是那么紧紧地握住,我深深地明白,它

永远也不会放开,即使只剩最后一口气,也要带给我温

暖.这无私的付出太深情了,也太沉重,常常压得我不

能呼吸,但眼角的泪却分明是甜的.我决不允许自己用

生病时的照顾和伤心失落时安慰来笼统概括。

母亲啊!要我怎么感谢你?

是你,教会了我在泪要下滑时,倔强地把嘴角扬

起;

是你,永不厌倦地在我一次次的跌倒中不断地搀

扶,不知疲倦;

是你,奋不顾身地置身于黑暗给我带来光明。

我却曾经无视这深情的付出,以为它是理想当然

的.后来,当它们变成母亲手上斑斑的伤痕,眼睛布满

的血丝和两鬓银白的头发时,我深深地后悔了.眼看自

己一天一天地长高,母亲却日渐消瘦,她夜里的每一声

咳嗽后喘息沉沉地拍打着我的心房.但我不能为那做

什么,我只能在夏天的午夜为她点上一盘蚊香吃饭时,

为她剩下一碗白饭.但我知道,那一盘小小的蚊香却在

母亲心中燃起了一整个夏天的希望,那一碗淡淡的白

饭却酝酿了春天的甜蜜。

母亲节来了,我多想拥在母亲的怀里,深情地诉

说我多年来一直隐藏在内心的感激,但要我怎么说,我

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而太多感动的泪却早

已起程。华丽,深情的语言这时显得如此沉重,此时我

只想对母亲说一句:

妈,钱是挣不完的,累了就要休息,咳嗽了要吃药,

因为你知道吗?妈?我不能听你气喘。

点评：此文是演讲稿，凭真情和朴质抒动人，并获

佳绩。

（指导老师：熊春雅）

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

初三（1）班 柯冠宇

（ 一 ）

夏天，鸣蝉，凉爽的风从两颊轻轻滑过。

风铃，棒冰，靠在妈妈的肩膀上，静静地听知了

天籁般的歌唱。

“妈妈,为什么知了都不见了呢?”

“因为它们太怕热了,都躲在树叶底下呢!”

“妈妈,为什么棒冰这么好吃啊?”

“因为安安是乖宝宝,所以才吃得到好吃的棒冰

啊，”

“妈妈,为什么风铃在歌唱啊?”

“因为风儿在和它玩捉迷藏啊，”

“妈妈…”

“怎么了?”

“为什么我这么爱你啊?”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小男孩,并将他搂

得更紧了，

不知不觉,小男孩倒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妈妈轻

轻地挽着小男孩,嘴里轻轻地哼着轻柔的歌谣,陪伴着

小男孩,进入梦乡，

（ 二 ）

夏夜，群星，萤火虫在草丛里若隐若现，

蛋糕，蜡烛，小男孩虔诚地许着愿，



“妈妈，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吗?”

“宝宝,你不是想要一只小猫吗?”

“不是，”

“一只小狗?”

“不是。

“那是什么呀？

“我希望我长大后可以赚好多好多的钱，”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

“那我就可以买好多好多的蛋糕和棒冰,还有好

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妈妈吃啦!”

“这样妈妈会变很胖的呀……”

“不会!”

“为什么不会?”

“我知道不会……”

（ 三 ）

夏日，彩虹，野百合十里飘香，

车站，行李，妈妈紧紧握着少年的手，

“安安,到了城里,你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啊!”

“妈,我知道了啦,你自己也不要太操劳了,要好

好的等我回来,我一定会赚很多钱回来的!”

“妈妈只希望你平平安安就好了，”

“妈,你别担心我了,放心吧!”

“安安,把这个带上吧,冬天用得上的，”

妈妈用颤抖的手,递过一条白色的围巾,上面还绣

了一只灰色的小猫，”

“妈,我不用了,你不觉得我戴这围巾太幼稚了

吗?”

“带上吧…，”

“不用了,妈,你自己戴吧……，火车到了，我该

走了，”

“宝贝,再给妈妈抱一下吧……，”

“不了，妈，怪害臊的，”

“这样啊，那就算了，再见了孩子，我爱你，”

“我也是,妈妈，”

（ 四 ）

少年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城市里，充满希望地开始

自己的人生。

但是，梦想毕竟是梦想，与现实全然不同，少年

孤独地面对社会中那些丑恶的嘴脸，默默地忍受别人

的欺凌，独自一人，在没有蝉鸣的夏夜里，望着没有

星星的天空……

“我好想妈妈啊，城里的生活真是太辛苦了。不

行！我答应过的，我要好好地工作，赚一大笔钱，回

去好好地孝敬妈妈，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再苦也

都是值得的！”

每当经受挫败时，少年都是这样鼓励自己。转眼，

时光飞逝，从前轻浮的少年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成

熟稳重的男人。

（ 五 ）

夏天，鸣蝉，凉爽的风从两颊轻轻滑过。

风铃，野草，旧居上的牵牛花，慵懒地伸展着花

骨朵。

黑色的长厢礼车缓缓地停在了那间充满了小男孩

美好的童年回忆的屋子前，从里面走出了一位成熟稳

重的男人。历练的神情中，透露着一丝兴奋。

男人走到门前，用兴奋得颤抖的手，按响了门铃。

“叮咚，叮咚。“清脆的铃声响彻了整间屋子。男

人幻想着妈妈出来开门时，那兴奋高兴的模样；幻想

着妈妈冲上前来，那一下深情地拥抱；幻想着……“叮

咚，叮咚。“男人又按了按门铃，但还是没有人出来开

门……

这时，村长刚好骑着老旧的自行车，一颠一簸地

经过，看到那男人着急的模样，走上前去……

“年轻人，别按了，那里面的老太太已在半年前

过世了。”

“什……什么?”

男人用力地推开了大门,眼前出现了一片荒芜，曾

经的花园早已杂草丛生；那些缠绵于花海中的蝴蝶也

逝失了踪影；枯死的野百合，无力地摊在地上……

“妈妈!妈妈!”



男人径直而入,在厅堂里停了下来，目光停格了在

灵桌上。

灵牌倒在桌上，在那上面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断掉的蜘蛛网，悬挂在灵牌的边角上。灵桌的中央，

安放着妈妈的照片，笑得那么安详，那么和蔼，却又

透露出一丝的忧伤。

“这是老太太生前留下唯一的遗物……”村长递

过了一条围巾,一条白色的,上面绣有小猫图案的围

巾……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为什么不等我回

来呢……”男人的声音抖动着,强忍着将要涌出的泪

水，

“孩子,你错了,你的母亲,天天都在门口,盼望着

你回来，十几年来,她都坚信地你会回来这里,她每年

都准备好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棒冰,她希望,在你回来

时,能够马上吃到，但是,年复一年,她不知准备了多少

只棒冰,在门口静静地等候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你都没

有回来，终于有一天,她晕倒了在自己家里,没有人知

道,更没有人送他去医院,就这样,她去世了，好几天后,

才被人发现……”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男人

的眼里泛满了泪光,手里紧紧地握着那条白色的毛巾，

“你手里的那条围巾,她在死前,就是常常这样紧

紧握着的……我猜,她是想亲手帮你围上吧,可惜

啊……”

“妈妈啊……妈妈啊……”男人痛哭流涕,跪在地

上哀号着,泪水浸湿了围巾……但是,不管怎么后悔,

怎样悔恨,妈妈都是回不来的了……

( 六 )

风铃, 鸣蝉, 野百合十里飘香，

围巾,泪水,忧伤的啜泣像是一首灵歌，

知了依然歌唱,风铃声依然悦耳,野百合的香味

依然芬芳，但小男孩的欢笑,妈妈的慈祥,却化成一缕

香,随风飘散,消失在远方……

……

评语：简单的故事情节，却表现了一个感人的主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作者小小年纪能

意识到因人的成熟，有时反而会让人忽略了亲情，导致

终身的遗憾，可见作者体味深刻。希望读者在欣赏这篇

文章时，不妨好好品味。

(指导老师：黄翠瑶)

心灵深处的母亲心灵深处的母亲心灵深处的母亲心灵深处的母亲

高二（6）班 李桂清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忘不了

她那弯弯的背影，温暖的笑容，长满茧的双手和血红

的眼睛……在那生我养我的十六年中，从不舍得，也

不敢忘却一丝一毫！而是默默地把它们埋在了心灵深

处。

每当吃着金黄香脆的炸牛奶，一股暖流随即荡遍

了整个心房。那，就是母亲的气息！那么的温暖、柔

和、香脆。我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风轻云淡的童年，

母亲双手捧着那温热的炸牛奶，甜蜜在向我微笑着。

仿佛在如今，心中还依然回荡着她那慈爱的笑容。就

像在朦胧的雾气中盛开的玫瑰，飘逸着怡人的芬芳。

可是它却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了茫茫的迷雾中。

走过那条曲折的田间小路，望着那西下的落日，

仿佛又回到了和母亲相伴游玩的日子。年幼的我紧紧

拉着母亲的衣袖，蹦蹦跳跳地走在深秋的田埂上，那

里仿佛回荡着我的笑声，清澈而响亮，洋溢着我内心

深处的幸福，母亲也笑了。我们就这样什么话都没说，

慢慢地朝着家的方向走着，远去，远去。

夜，深了。美丽的月亮还在不知疲倦地拥抱着这

个静谧的大地。不！不只是月亮，还有那个弯弯的背



影，她悄悄地来了，又静静的走了，不知重复了多少

次！那就是母亲的背影，那个曾在我的梦中出现了千

万次的背影！是她让冬天不再寒冷，让日夜不再孤寂。

难道她就不比那月亮更美丽、更深情吗？只是她的背

影最终却被夜的黑暗淹没了，不留一丝痕迹。

秋虫还在兴奋地互相吟唱着。仿佛在炫耀着她们

幸福美满的生活，细微的声音却穿透了我的胸膛。我

的家呢？或许还依然存在，但为何我的灵魂却如此漂

泊？幸福美满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陪伴我的只

有一屋冰冷的家具，她们仿佛在哭诉着，哭诉着它们

的寂寞与悲凉，还有那张发黄了的全家福，母亲那幸

福的笑容就凝在了那一眸，那短短的一瞬间！

或许，生活总是残酷和无奈的交集，自我懂事开

始，母亲就背着这生活的重压，没一日消停过，为了

我们，为了这个家，她耗尽了青春，费尽了心血。有

了她的关怀和笑容，即使是多苦的日子，一家人也能

甜蜜地熬过去。可就在那个没有月亮的夜里，母亲和

父亲的吵闹声，使睡梦变得不安起来。一阵清脆的盘

碗落地的碎裂声后，我看到了泪流满面的母亲，平日

坚强的她却彻底的崩溃了，无力地往外逃着，最后只

留下了绝望的摔门声，望着地上破碎的玻璃，我想到

了母亲的心，我突然如此地厌恶父亲身上的酒气，虽

然它整天整夜习惯地弥漫……

“滴答，滴答……”那是古老的大钟在跳动吗？

抑或是我的心在淌血？应该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在哀

鸣吧！不！是母亲的泪？我早已分不清楚了，就让它

模糊吧！犹如我的视线一般。可是，我魂牵梦萦的母

亲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在心灵的最深处，我就是那只在天空中飞翔的风

筝，爱始终是母亲您手中长长的线，它满载了你我的

思念，飞越了一切，始终守候在你我身旁，亲情，始

终是那么血浓于水，即使我们相隔一千个世纪！

评语：本文写于作者的母亲离家出走之后，感情真

挚感人。读后令人为之心酸。

指导教师：唐秋月

那一抹阳光那一抹阳光那一抹阳光那一抹阳光

初二（11）班 吴嘉西

或许在枝头的嫩叶上，或许花朵的露珠里，我总

能看到阳光的影子。在阳光的沐浴下，我收获了幸福。

从此以后，幸福就伴着我在阳光中成长。

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喜欢在暖暖的阳光下为我唱

摇篮曲：睡吧，布娃娃，睡吧，小宝贝，快快闭上眼

啊，好好睡一睡……随着长大，妈妈教我拿起笔，画

下太阳、云朵、大地、小草……

刚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我是那个班里最小最胖

最笨的一个，在那个酷热的暑假，妈妈放弃了免费去

外国旅行的机会，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她的鼓励换

来了我的突飞猛进。

当时在青少宫，我趴在古筝教室的窗台上，沐浴

着一抹阳光，听着里面那些令我如痴如醉的乐曲时，

妈妈毫不犹豫地帮我报了名，买了第一台属于我的乐

器。

在阳光明媚的九月，我上了市实验小学，考进了

实验班。我先是加入了舞蹈队，又于三年级开始进行

校、市、省的演出，妈妈在一旁微笑着，是那么的安

详。

那一年去北京比赛，妈妈陪在我身边，帮我洗衣

服，叠衣服……直到我拿了赛区第一名，妈妈还是默

默地做着。六年级，我幸运的取得一点小小的辉煌，

自以为完成了丑小鸭的蜕变，妈妈在一旁注视着。

历经坎坷，上了初中，踏进华侨中学的门槛，正

值十四岁。那时多梦的季节。妈妈的紧张引起了我的

反感。终于，“我的事你别管。”、“你以为你是谁！”、

“这个问题你懂吗？！”……妈妈没作声，在一旁听着，

忍受着，而我——“怎么，没话说了吧。”、“你说

啊！”……一反常态在妈妈坚定的目光下停止了，我躲

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时，以为阳光已不在我的身边了。

初一学年末的家长会令她失望了，如同被人浇了

一盆冷水，那水，透心的凉。妈妈严厉的批评了我，



如同在发泄她这一生的不满。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很

难过。晚上，爸爸安慰了我，我哭了。其实我知道，

妈妈在房间里，也哭了……

那真是一段没有了阳光的日子。

进入初二，老师到电话来表扬我，是爸爸接的电

话，妈妈听到后没作声，只是问了一句，你今天中午

吃的好吗？给你的钱够花吗？……我生气了，我以为

她会跳起来，兴奋得对我说：“女儿，你真棒！”当我

强忍住心中的怒火问她高不高兴时，她只是轻描淡写

的说了一句，高兴。我不明白也不理解，我觉得自己

委屈极了。

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做的只是一

些零碎的小事，没有大的目标。我一直在探寻，在妈

妈默默付出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从小到大，我都在母爱的甜蜜中成长，都在阳光

的普照下茁壮。我深爱着我的母亲，如同花叶爱着阳

光。太阳是伟大的，它将光芒洒满大地，正如妈妈对

我的爱——无处不在……

（指导老师：黄晓燕）

点评：那一抹阳光同时感染了读者内心。轻快的语

言也能体现小作者的文学功底。（点评老师：张杰）

爷爷爷爷 爷爷爷爷

初一（17）班 刘世豪

每年的七八月，我总要回到久别的故乡去探望爷

爷。

沿着牌坊的小路走，前方便出现了我的故乡。大

道的水泥路不必说，而小巷却是凹凸不平的。我不在

乎它的简陋，亦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在我心

中，只有一个最单纯、最童真的思想，故乡始终是故

乡，我最亲切的故乡。

我又想起了老屋。滂沱的大雨与肆虐的狂风使外

墙褪尽了它原有的色彩，显得斑驳。屋子是用青砖砌

成的，下面长满了厚厚的深绿的青苔。院子里遍布我

儿时的足迹。整间老屋用它的毅力演绎出一段短暂的

历史，一种辛酸的美。

屋中的老人，我分明记得，爷爷！他的头发是灰

白的，也许是我一出生就开始白了。脸上的皱纹无疑

是岁月碾过的深沟。祖父疼爱我这唯一的孙子，胜过

上帝万分热爱他的人民。每次我一下车来到老屋，爷

爷总是走出来迎我，那张老脸的神色，像是得到了全

世界，满足且欢欣。

小时候的我常常和爷爷打乒乓球。他每每让着我，

使我得到些自以为是的小胜。一次，他把球拍一挥，

球竟被打得老远。我要去捡，他却带着歉意的微笑制

止了我，自己走到很远处弯身捡球。在一刹那间，那

个沧桑的身影突然抽象了，幻化成一股涌入心扉的暖

流，如同朱自清先生想到父亲的背影时般模糊了我的

双眼。此时，在任何书上看到的陌生的高尚神圣的情

感，都比不上一份摆在眼前的实实在在的祖孙之情。

我永远不会淡忘这一切。

许多个春秋过去了，枯黄的叶子落了红艳的花又

开了，而我只想在七、八月间回到故土，和爷爷打一

场球，帮他捡球，因为我永远忘不了弯着身子的爷爷

的身影……

点评：语言极富表现力，用词深沉而有余韵，字里

行间流露的是浓浓的祖孙之情和绵绵不尽的思念。

（ 指导老师：丘曼莎）



妈妈的缺点妈妈的缺点妈妈的缺点妈妈的缺点

初三（17）班 陈素婷

人们总是说妈妈是最伟大、最无私的，但我的妈

妈却不诚实、不听话，还有一点点自私。

妈妈，您应该和儿女一样要诚实，不然，长大后

会掉牙齿的。小时候，好朋友在快过圣诞节时对我说，

平安夜会有圣诞老人送礼物给他。我很羡慕他，跑回

去跟您说：“妈妈，我也想圣诞老人送给我礼物。”妈

妈摸着我的头说：“如果您乖，圣诞老人就会来。”我

用力点着头，说：“我会很乖的，我想要一个熊娃娃。”

圣诞夜，我兴奋地等待着。我要坚持不睡，我要

看到圣诞老人。过了很久，门被悄悄打开了，我眯上

眼睛装睡。我闻到了妈妈身上的香味，偷张开眼，妈

妈正蹑手蹑脚地把熊娃娃放在我的床边。我闭上眼睛，

心里在对您说：“妈妈，您不诚实，假扮成圣诞老人来

骗我。”

妈妈，您也很不听话。您说过不能太晚睡觉的，

早睡早起身体好。我很听话，每天早早就去睡觉了。

有一次我睡梦中醒来，发现您还在帮我检查作业，削

好铅笔，收拾书包。您总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做，每天

总是很晚很晚才睡觉。您不听话，这对您的身体不好。

妈妈，您是个不听话的大孩子，您也要罚晚上不准吃

糖果，还要刷牙才能睡觉。

还有最最重要的是，人家的妈妈会把好吃的东西

给孩子，但您不是，您有一点点自私。

每次吃鱼，您总是把鱼头和鱼尾吃掉，我也很想

吃，但您总不给，我哭着要吃时，您说吃鱼头鱼尾会

噎着，要打针针的，但是我不信，因为您从来都不会

噎着的，而且，看上去，您吃得是那么津津有味。妈

妈，您还说：乖孩子有好东西要和别人分享的。

妈妈，我要对您说，您也应该诚实，圣诞老人是

不存在的，您应该告诉我，要好好保留梦想，要对生

活充满希望。

妈妈，您也应该听话一点，早点睡，这样才会身

体好。

还有，鱼头鱼尾也要分给我吃，我长大了，不会

噎着。

妈妈，我爱着您——就像老鼠爱大米！

简评：写母爱为主题的作文很多，但能写得这么有

特色的不多。本文所写的都是些平常的生活琐事，小作

者“正话反说”，以一颗童稚的心去感受妈妈深深的爱，

读起来令人感动。

（指导老师：朱爱东）

父爱父爱父爱父爱

初二（15）班 刘晓南

很久以前就想谈谈我的爸爸，可是每当提笔时，

又觉得写不出什么来。真是自己越熟悉的人，越难用

语言来形容。

我的爸爸看起来很精神，可能是因为“北方汉子”

的缘故，爸爸骨子里的豪情和倔强脾气始终抹不去。

认准了的事儿，三头牛都拉不回来。而我，也得到了

这方面的遗传。于是，父子战争就经常爆发，长大，

也使我们之间多了许多失落与不解。

爸爸对我很沉默。他从不会像妈妈那样任我玩

闹，也不会和我谈心。早上我走时他在呼呼大睡，当

我一天的学校生活结束，回到家睡死了，他才会开门

回家。有时候我在床上装睡，他就会轻轻踏着地板来

看看我。有时我学习到半夜，他也会轻轻骂我几句叫

我上床睡觉；吃饭时他会留下好吃的菜；他也会在我

们吵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第二天悄悄给我留下五十

元饭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默默的。无声无息当中传



递着对他的小复制品的父爱。有时我也会感动，但事

情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做得太默默了。

父亲的爱，溶入了我的生活，就像鱼需要水，我

们需要氧气一样，很重要，却司空见惯。这一切的一

切，都在无声无息中延伸，消逝。

或许，我们在长大多年以后，才会想起父子之间

的一点一滴，懂得“父亲”二字的含义。这种含义，

是血脉，是骨肉，是一种永远斩不断，割不去的爱。

这种爱，就是深沉与默默。

评语：本文细节真实可信，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

但包含着浓浓的亲情，真切感人。

（指导老师：刘小玲）

父亲的心离我不远父亲的心离我不远父亲的心离我不远父亲的心离我不远

高二（6）班 吴青云

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讨人

喜欢的东西，在手术室门前，当医生问爸爸要我还是

要妈妈的时候，爸爸就一口否定了我，可是上天怜悯

这个无辜的小生命，还是让我和妈妈一同留在这个冷

漠的世界里。

爸爸从来不抱我，因为我不是他想要的儿子，妈

妈也因为受我的连累，成为产后多病的人。自懂事以

来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宝贝”“你是我的乖女儿”

就连最简单快捷的“上学路上要小心”也不曾听到过。

从那时起我已经认了，我是个没有父爱的，不配得到

父爱的讨厌鬼。

上高中的第一天，每个学生的家长都为自己的孩

子打点一切，枕头被席无不帮忙搬到宿舍。只有我一

个人拿着比自己还要重的行李，望着别人幸福的背影，

一步一步地向宿舍靠近。那天夜里大家都说想爸爸妈

妈，只有我觉得身心得到了解脱。

经过十一天的学习，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妈妈

在我离开学校时，给我来电说，你爸爸今天会在车站

等你你要早点回家，他说十二点一定要在那儿见到你，

否则自己走路回家。我听了后鼻子一酸。我知道我又

得走路回去了，因为这到车站的路程起码要一个小时，

而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心里知道赶不回去了，所以

我也就不赶了，于是约上几个朋友到处玩，也忘了自

己要回家。到了晚上六点我才回到了车站。一下车，

便看到了远处的人群中有个熟悉的身影，我断定那个

是我的爸爸。奇怪的事他为什么老是在向别人询问些

什么。我下了车，走到休息亭继续观察。突然有个老

人走了过来，他身上穿着破烂，看来是个清洁工“你

是刚放学回家的吗？你爸爸是那个男人吗？”他说着

指了指远处的爸爸。我点了点头。“你爸爸等你好久了，

由今天早上十点等到现在。他以为你出了什么事。着

急得到处问人家是否有见过你……”

世界就在那一刻停下来好吗？让我看着那远方

的父亲。一个真正的父亲，乱乱的头发，湿湿的衣服，

红红的眼睛，在找他的心爱的女儿的父亲，那是属于

我的，父亲！

人就是可以这样，表里不一，需要你用心的把他

一层层的解剖，然后用你的心去感受。其实有些人有

些事，往往会令你的心灵受到摧残，但是你能用一颗

真诚的，炽热的心去探索，你便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

村。

有时候不必用甜言蜜语，简单的一个细节便为心

灵架起了交流之桥，让心与心之间靠得更近。

评语：真情流露的文章最自然，最感人。

（指导老师：唐秋月）



父亲的气味父亲的气味父亲的气味父亲的气味

初三（18）班 戴展良

我的父亲是做货车司机的，免不了要跟汽油打交

道，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汽油味道，加上工作

量大，难免要出大量的汗水，两股气味彷佛会发生化

学反应，难闻程度以几何级上升。

所以我一般都不会主动亲近我的父亲。我这样做

自然会令父亲十分不高兴，但他是理解我的。他想尽

力消除他身上的味道。他洗澡的时候总是要用很长时

间。尽管这样,他身上依然有着淡淡的汽油味。我也保

持我一贯的作风——少与父亲接触。

旁边的人都看到了我们父子俩如此疏远，母亲总

会跟我说道理：“你为什么这样畏忌你父亲啊？”我便

说出了我想法。母亲却给我个响亮的耳光，说道：“你

这不孝子啊，你可知道父亲工作的辛苦吗？他为了养

活你，真的是呕心沥血啦！”可当时我被打耳光后，心

中只有一种无缘无故被打的怒火，母亲说的，我一句

话也没有听进去，甚至跟她也冷战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有一天，父亲正缺少人手帮他装卸货物。而我也

正好空闲，就被母亲逼上去为父亲工作了。当时开始

的时候觉得应该没什么困难，谁知道不仅要长时间在

车上颠簸，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下货物，接着又要重新

装另一种货物，对身体劳动要求达到惊人的境界。我

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多亏父亲的帮忙，我在一旁休息

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父亲大汗淋漓，肩上托着货物，

迅速来回移动的身影。我似乎有一点点能够理解父亲

的气味了。

回家的路上，我父子俩保持沉默。但一到家门口，

我再也不能让自己如此任性下去。我哭了，跪在父亲

的面前，为求父亲的原谅。

父亲的气味，是父亲为了子女成长的牺牲

（指导教师：戴晔）

点评：从小事入手，人物心理刻画比较成功，笔墨

不多，却很到位。（点评老师：张鹏飞）

春日阳光春日阳光春日阳光春日阳光

初三（18）班 梁齐娟

春天的阳光强烈而不失温柔，透到干净的落地窗

户，像碎了的玻璃片那样耀眼，落在我的脸上，软软

的、暖暖的，像妈妈爱怜地抚着我的头发。

——题记

幼儿时的妈妈，像一把伞，为我遮风挡雨。妈妈

牵着我的小手，在青石路上留下一串串大小相并的脚

印。阳光倾泻下来，我和妈妈的影子在左边灰白的墙

上晃动，妈妈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想，妈妈

会这样陪伴在我的左右，牵着我的手，直到生命的尽

头。

童年时的妈妈像一首悠远而动听的催眠曲，让我

在甜蜜中沉睡。小时候睡觉前，妈妈总是安详地坐在

床头，像变戏法似的给我讲各种各样美好的童话。梦

里总是看见我就是那个穿着泡泡裙的公主，而妈妈就

是我的皇后。童年在妈妈的甜美的声音中悄悄地走过

了。

少年时的妈妈像一朵盛开的鹫尾花，绚烂、永恒。

初一时的那次手术后，我疲惫地睁开双眼，第一个跳

进我的视线的人，是妈妈。妈妈看见我醒来，原来紧

闭着的嘴突然咧开了。我惊讶地看着妈妈那双布满血

丝的眼睛，旁边的亲戚说：你妈妈很担心你，已经几

夜没睡了。昏暗的灯光照在妈妈憔悴的脸上，一缕缕

银丝显得那么突兀。那次我背着妈妈偷偷地哭了，有

一种爱是沉在心底的暗涌。时光的列车沿着轨道轰轰

烈烈地前进着。妈妈的爱随着时间的累计愈发深沉。



妈妈的爱像和煦的春日阳光洒在我的每个角落，让我

充满了温暖，小草又该如何回报春天的阳光呢？

点评：情感真挚而有条理，文笔细腻而从容。（点评

老师：张鹏飞）

（指导教师：戴晔）

回家的感觉真美回家的感觉真美回家的感觉真美回家的感觉真美

初一（1）班 梁伟杰

“放学!” 老师潇洒地把粉笔抛进笔盒,原本安

静的教室立刻喧闹起来．动作快的早已拎起书包奔出

教室，动作慢的出随即收拾起书本说说笑笑地向门外

走去――大家都要回家了。

回家，这真让我盼望已久了，回家的乐趣更是难

以言状，让你产生无穷的感觉。

回家的感觉真的很美．相对于上学要轻松得多．

乘着车来上学太紧张，尤其是起晚的时候，蹬起车你

推我赶．回家就不同了，没有人规定你的时间，没有

人限制你的自由，或是赏景，或是观花，或是看看身

边的人或事，在晚风沐浴中回家，拥有的是一份怡然

的心情。

回家的感觉真美．若是赶上夕阳西下，便可赏

到＂日落西山＂的美景．太阳已经收起那刺眼的光芒，

将半个脸隐在远山的雾霭中，只留下醉人的红晕洒向

世界．一片片火红的晚霞燃烧着西边的天空，连远处

的高楼也被笼罩在霞光中．归巢的飞鸟在空中划过优

美的弧线，羽翼上留下一抹淡淡的金光．顿时一股开

阔的感觉从胸中涌起，那颗因负担重重而有些麻木的

心一下子轻松起来，像是回到了童年，会为一切美好

的景物而欢呼雀跃．这大概就是自然的亲和力吧！其

实，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儿女。

回家的感觉很美．可以把所有的古文、公式、单

词抛在一边，趁着好心情来想些与课文无关的事。人

生、世界、宇宙，或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儿时

的种种趣事、未来的美好憧憬，天南地北，包罗万象，

像是在和自已的心灵对话，重要的是释放自己的心情，

解脱烦躁。

回家的感觉真美。与那么多不认识的人擦肩而

过，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的轨迹穿梭于街市；变幻的彩

虹奏出的小夜曲和谐而有韵律。我置身其中，体验着

都市的喧嚣，感受着这快乐的节奏美，我突然觉得，

如果生活本来就是这么的悠闲，那该有多好啊！

回家的感觉真美。爸妈是否在为我精心准备一顿

丰盛的晚餐？记得有位出国的同学曾多次在电话中向

我哭诉他的思家之情，他说：只有家才是心灵的彼岸，

旅途的终点。是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每个漂泊海外的游子，都能体会到家的温暖，他

们渴望归来，如同香港、澳门、台湾——落叶总是要

归根的！

回家的感觉真美！

点评：著名散文家毕淑敏在《家问》中这样解释：

“家是心灵与肉体的港湾，能停泊万吨巨轮也能栖息独

木小舟。家是无私的付出与接纳，家是脱去疲劳的热水

澡。家是一个苹果……”由此，你是否也与本文的作者

一样感受到回家的感觉真的很美？

（指导教师：罗舜芳）



带线的风筝带线的风筝带线的风筝带线的风筝————————牵挂牵挂牵挂牵挂

高二（20）班 曾昭璇

仰望着天空翱翔的风筝，多自由自在啊，或许没

有了线的牵绊，它会飞得更高、更远。但是，下落的

风筝将会落向何方？深不见底的沼泽或是杂乱不堪的

废区？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是因为它缺少了牵引的线

——牵挂。

常常有一些极小的牵挂。台湾作家刘墉，每隔一

段时间都会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到台湾家中，去照看自

家后院的一草一木，当年幼的女儿问起这为什么时，

他总会满怀深情地望着这满园葱绿说：“因为我时刻都

牵挂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啊。”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不可抗拒地被一些极小的事物牵挂着，被极小的牵挂

润泽着。就如同我们会时常想起图书管里那本因为资

金不足而没有买下的好书。

常常有一些沉重而甜密的牵挂。变性舞蹈家金星，

在没有领养孩子之前，她是弧单的。就如同天上美丽

的风筝，在世界各地展现美丽，但是人们会发现，这

只风筝并没有线，舞蹈中总会流露出淡深究的哀伤，

似乎还缺少着什么。

如今，拥有了个孩子的她安定下来了，幸福的家

庭使她登上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带线的风筝，总会回

到属于自己的去处。孩子、家庭成为了她沉重而甜蜜

的牵挂。

常常被牵挂的人是有福的。我就属于其中之一。

每天接着父母亲从家中打来的电话；贴心的好友们会

因为你的一次小感冒而皱起眉头，你会感到异常地温

暖，因为他们牵挂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我想，

若是没有牵挂，我想我就会于不痛不痒中丢弃自己。

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连一朵花、一茎草、一湖水和

一尾鱼，都拥有着自己的同类，牵绊着自己的事物。

我们永远保持着那种和谐友善、亲密真挚的联系，保

持着深层的感情交流，碰撞与沟通。

对于我，牵持始终是一种崇高的养分。如同丰盈

甘美的母乳；对于牵挂，我则始终是一个受益不尽的

吮吸者，吸着母乳的精华渐渐长高、长大、健康、强

壮、享有智慧与激情。

因此我敢说，一个人，只要他还能受牵挂，就不

至于彻底丧失良知与天性，只要能被牵挂，即使将你

放在生活的最边缘，你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做人的资格

以及与生俱来的发言权。

带线的风筝，最终还是会回到人们的手中，等待

下一次更高的飞翔……

点评：人类的情感是最微妙的，也是最复杂的，甚

至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想把自己的情感展

现给别人、打动别人、震撼别人，这是任何一篇优秀的

文章必须具备的。本文采取比喻的手法化抽象的“牵挂”

为具体的风筝之线，这种比喻使读者产生共鸣。

（指导老师：黄孝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