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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爸爸打个分

慈利县江垭完小 肖斐元

我的爸爸对工作负责，他热爱劳动，他能文

能武，还懂得许多大道理。

早上，我刚睁开眼睛，就听见厨房里响起了

锅碗瓢盆的交响曲。 看爸爸那幅模样：右手拿锅

铲，左手拿勺子放盐，嘴里还哼着曲儿，好不热

闹呀！ 不一会儿， 几碗香喷喷的面条就端上来

了，我那个馋啊，狼吞虎咽就把面条吃完了。

爸爸下象棋十分厉害， 每次都把我打得落

花流水。 一次考试我考砸了，爸爸没像其他同学

的爸爸那样火冒三丈，将我狠狠训斥一顿，而是

和风细雨地说：“考试就像下象棋一样， 这次没

考好，下次再努力，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灰心

丧气。 ”爸爸的一番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

的路，使害怕的我重新拥有了信心。

星期六的上午爸爸加班去了， 我轻手轻脚

地插上电源插头，津津有味地看起了电视。 不一

会，门口响起了爸爸摩托车的声音。 我赶快把电

源关了，回到书桌前，装作认真做作业，爸爸回

来，看我奋笔疾书，很高兴。 可是紧接着事情就

穿帮了，爸爸走到电视机旁，用手一摸，笑着问

我：“简儿，咱家的电视怎么感冒了呢？ ”我不好

意思地把头低下去。

像这样的事我一口气可以说出很多， 你猜

我应该给我爸打多少分？

长沙市一中的姚颂是个有几分腼

腆的男生，笑起来圆圆的脸庞上还有两

个酒窝。 帮他拍照，连拍了几张他都不

满意自己的表情，一再说“再来一张”。

他说自己对任何事情都要求精益求精，

每一科的成绩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

坚持让他获得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二等奖，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是从天而

降的，姚颂说自己其实一开始没有主攻

物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到初三都是学

的奥数。进入高一时，他非常喜欢物理，

同时也仰慕学校的金牌物理老师黄洪

才， 听说他带三届学生拿了 4 块金牌，

于是临时决定转攻物理奥赛。

奥赛的学习很苦，初次接触物理奥

赛的他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他认为自

己和别的同学比有太多的劣势，于是整

个暑假开始疯狂学习、疯狂做题，结果

物理奥赛班的考试他拿了第一。

姚颂的父母对他的管教并不严苛。

哪怕是姚颂觉得自己考得很差的时候，

父母非但不责备，还找了很多理由安慰

他。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心态轻松一路

过关斩将，拿到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的二等奖。他说自己拿到的是史上最郁

闷二等奖：“全国一等奖的分数线是

142.5 分，我得了 142.45 分。 ”尽管这

样， 他还是获得了保送清华大学的资

格，妈妈听到这个消息，连着核实了五

遍，还抱着他兴奋地跳了好几下，姚颂

说这是他看到妈妈最激动的一次。

除了学习好，姚颂还有很多才艺。

初三时，别的同学都在积极准备中考，

姚颂却对弹吉他来了兴趣。 作为一个

非常狂热的军迷， 姚颂一有时间就手

痒，画上一幅飞机、坦克，因为画得十

分精细，经常让同学们惊叹不已。姚颂

很喜欢唱歌，“内心想当麦霸， 但一直

没有勇气。 ”但是因为唱得不是很好，

所以每次姚颂只能趁没人时悄悄地唱

个过瘾。

对于物理的学习方法，姚颂说这就

跟感情需要慢慢培养是一个道理，一开

始半年确实很苦，也摸不着门道。 于是

姚颂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每攻下一个

难题，就在那个题目前标注“好题”、“太

漂亮了”、“太爽了”，这样子做非常有满

足感，对物理也越来越有兴趣。

姚颂的目标是做计算机硬件，所以

得知保送后， 他开始自学 c 语言编程，

还要求自己每天读一篇英文作文，背

28个英文单词。“大学只是人生中的一

个节点， 我不会在大学有任何放松，因

为我的梦想正在起航。”采访结束时，姚

颂认真对记者说。

江华瑶族自治县 刘莉

梦想正在起航

家有

儿女

珍惜睡前半小时

说起来很遗憾，我是小学教师出身，宝宝还未出

生时就已经为他设计好了成长规划， 可是后来我应

聘到政府机关上班，整天文字材料一大堆，还时不时

加班，直到孩子上了小学三年级，成绩出现不断下滑

的趋势，我才惊呼：自己对孩子太忽略了！ 我要把失

去的时光补回来！

可是从哪里补呢？ 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是第一位

的，我还希望让孩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这也得看

孩子有没有兴趣。 除了这些， 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

么。突然我想到，其实我与孩子真正相处的时光太少

了，平时我们之间的对话内容仅限于嘘寒问暖，已经

四年级的孩子在想什么，玩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必须

把与孩子的沟通放在首位！

我审视了一天的时间，只有晚上时间较充裕。于

是那天，我催促孩子早早上床，让他用小手给我按按

背、揉揉腿，我也给他挠挠痒痒，或者让他在我背上

骑大马……玩到累了，我们就躺着说话。我千方百计

诱导他把一天发生的高兴事、伤心事、委屈事统统说

出来，在旁边不动声色地引导他。 我高兴地发现，孩

子已经是个会思考的小大人了。

当然也有不高兴的时候。 比如有一次他说他偷

拿了同学的橡皮，我忍不住狠狠训斥了他一顿，结果

好几天他都不愿跟我说学校的事情。 但孩子最终还

是在我的亲情诱惑下，又恢复了对我的信任，当然从

那以后我说话也格外注意，毕竟孩子大了嘛。

其实与孩子玩耍、谈话、讲故事不需要多长时

间，利用好每天睡前的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你会更

了解孩子，孩子也会更信赖你，玩累了、说累了，孩

子就会轻松愉悦地进入梦乡，也许还会做个甜甜的

美梦哩！愿所有有心的父母都能用好宝贵的睡前半

小时。

□ 史丽娜

□ 沈颢

夸出来的

文明之星

女儿五岁上学前班， 每天回来写字算数忙

得不亦乐乎。 也许是年龄小的缘故，这样的日子

没坚持多久，她就像以前一样每天看电视，玩游

戏去啦。

班主任黄老师说女儿记性好， 就是注意力

不太集中。 我悄悄去了几次学校，看见老师在上

面讲课，她却在下面讲小话。

我正头疼这事，忽然发现接连几天，女儿上

课都很积极， 每天催着早早去学校。 我有些奇

怪， 原来她可是磨磨蹭蹭踏着上课铃声进教室

的啊。 老师告诉我女儿每天急着去是帮着扫地

擦桌子倒垃圾，做得很是起劲，我听了直怀疑自

己的耳朵，这小公主在学校竟会这么能干？

中午放学，女儿兴奋得小脸通红，她说老师

表扬我了，说我像只勤劳的小蜜蜂！ 看着她合不

拢嘴的样子， 我才醒悟好孩子有时候是夸出来

的。

过了几天，我检查女儿的作业本，发现缺了

一页。 我在家里四处寻找，结果真让我在电视机

后面找到了折成小纸条的那页， 那上面红红的

95分很是惹眼，这也是女儿撕了它的原因吧。嘿

嘿，小家伙还挺要面子呢！

吃晚饭时，我说老师打电话来了呢，女儿竖

起了耳朵，大概怕揭露她的鬼把戏吧。 我当没看

见，说老师夸奖你呢，说你这段时间字写得有进

步。 女儿松了一口气，笑逐颜开地拿出作业本认

真写字去了。 过了些日子，我悄悄翻看她的作业

本，字写得工工整整的，全是红红的 100分，再也

没有缺页的现象了。

这次学校组织活动， 女儿捧回来一张大奖

状，上面写着“文明之星”，每个班每个月只有

一个名额，是小朋友们选举和老师筛选的结果。

我看着女儿微笑的照片高高挂在学校的宣传栏

里，自豪极了，我知道，这个文明之星呀，是夸

出来的。

小荷

尖尖

月下思父

冷水滩区上岭桥中学 唐静文

常常趴在窗台上看月亮，每当这时，月

亮就会幻变为父亲的面孔， 让我不觉间出

神。 父亲已离我而去，但我却分明感觉到了

父亲的气息。 我要拥有的，谁都给予不了，

因为我想要一个父亲，一个活生生的、血脉

相连的父亲，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愿意付

出全部，哪怕是生命，也要把时间停住，这

样我便可以待在父亲身旁， 谁也不能将我

们父女分离。

那一年，是潦倒的一年。 父亲的公司倒

闭， 财富烟消云散， 母亲随后也离开了我

们。 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但他在我面前

从没流露出辛酸，总是一副笑脸。 父亲不知

道， 其实他笑得是那么勉强， 每天装作忙

碌，可总魂不守舍，以至于洗碗打碎盘子、

洗脸毛巾当做擦桌布。 这些， 我都看在眼

里，可我不想去揭穿。

那次过节，本来答应去奶奶家的，父亲

却食言了，他说他无颜面对奶奶。 其实我很

想说，如果我错了，父亲也会原谅我，哪有

父母不心疼儿女的呢？ 可最后父亲带我到

了饭馆，点了菜和酒。 一瓶接着一瓶地喝着

酒，仿佛要把痛苦全部咽下，而饭菜却丝毫

未动。 我也没了食欲，只好玩弄着手中的筷

子。 回家的路上， 我不自觉地拉住父亲的

手，久久不愿放开，也许是我的直觉，我怕

一松手，就会失去唯一的亲人。

第二天早晨， 当我睁开眼却不见父亲

的身影时，我着急得哭喊起来，蜷缩在床的

一角不自觉地颤抖， 傻傻地坐在被子里久

久不愿出来，直到父亲温柔的声音响起来：

“怎么了，宝贝？ ”

但是父亲最后还是离我而去， 留下我

一个人在这茫茫的人海。 父亲，你现在过得

好吗？ 你可知道女儿在思念你，你听到女儿

的诉说了吗？ 愿你在天堂一切都好。

陈暑艳 摄

少年

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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