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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爸院
我一直想和您坐下来聊聊工作尧谈谈生活尧说说我的见

闻尧听听您的想法袁却总因为一些原因搁置袁其实我最想对
您说的是院野谢谢您浴冶这段时间袁我酝酿了很久袁想将这些
年来很想说却又不敢说袁很想表达却又不敢表达的情感通
过文字的形式传达给您遥

我从懂事起袁 就看到周围的小孩总有玩不完的玩具和
吃不完的糖果袁 而我只有练不完的字帖遥 说实话袁 那时候
我挺讨厌练字的袁 以各种方式逃避遥 您看出了我的小心
思袁 每一次练字袁 都陪在我身旁袁 给我讲一些汉字的由
来尧 演变及其背后的故事遥 这深深地吸引了我袁也让我从
此学会钻研字体袁爱上练字遥

我还记得袁是您买的一本又一本彩色连环画打开了我
阅读的大门遥当一帧又一帧画面通过视网膜印在我脑海中
时袁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冰山一角袁也就在那时袁阅读点
亮了我人生路上的第一盏灯遥每当您有空时袁总会带我去
图书馆或者书店阅读袁您对我说院野阅读是为了遇见更好的
自己袁在书中不断发现自己袁检查自己袁你会发现袁阅读真的
是成本最低尧收效最大的投资遥冶只可惜袁年少的我只懂得前
半句的意思袁却不明白后半句的含义遥在成长的过程中袁我
从书本中获益良多袁在阅读的世界里袁我开阔了视野尧增长
了见识尧丰富了阅历尧学习了知识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阅读
与我如影随形袁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袁使我更加理性地看待
现实问题袁也让我的人生变得更丰富遥

老爸袁 谢谢您浴 这些年袁 您辛苦了遥 为了我的学业袁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袁 您总是竭尽所有袁 忙忙碌碌从未停
步遥 直到长大以后袁 我才懂得您的不易遥 当我步入社会袁
才真正懂得练字和阅读是多么重要遥 通过练字袁 可以抵
挡浮世的喧嚣袁 修身养性尧 净化心灵遥 老爸袁 您曾说过袁
野只要是买书袁 花多少钱我都支持遥冶 我对于书本的需求袁
您都一一满足遥 通过阅读袁 我知道了虽然科技日新月异袁
但也有难以突破的瓶颈遥 这也让我在努力奋斗的同时袁积
极挑战自己的极限袁相信世间的美好遥练字和阅读如同良
师益友袁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袁引导我思考袁帮我消除寂
寞袁使我更加充实遥

老爸袁对不起浴随着年龄的增长袁我对您不再言听计从袁
您的观点意见袁我也会思考分析甚至反驳袁但对您的尊敬却
从未过期变质袁反而历久弥新遥记得有一年过年吃火锅袁您
因工作晚归袁我又嘴馋没忍住袁在锅里放了您最不喜欢吃的牛肉袁换作以前袁
我绝对不敢这么做袁因为您只要闻到味道就会很快察觉到是牛肉袁但那天您
却吃得津津有味遥我悄悄对老妈说院野老爸老了袁都吃不出锅里有牛肉了遥冶说
完突然觉得很难过袁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袁回头看着您吃饭的背影袁那宽大
的臂膀为我遮挡了多少风雨袁曾经乌黑的头发也熬成了如今的斑白遥这一回袁
该换我来照顾您整个余生遥

写了这么多袁终究写不尽心里的一个情字遥时光时光慢些吧浴不要再让您
变老了袁我愿用我一切袁换您岁月长留袁感谢一路上有您袁请您放心将肩上的
担子交给我袁您牵挂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遥

此致
敬礼浴

您的儿子院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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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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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雨水较多袁 特别是今年夏
天袁 有好几个夜晚袁 窗外呼呼的风响
和轰隆隆的雷声都使我难以入眠袁 这
不禁让我想起父亲袁 想起小时候的点
点滴滴袁 想起父亲晚年的留恋和对我
的爱遥

风歇雷息袁 静静地听着雨打树叶
的声音袁 便想起老家门前的小河遥 老
家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袁 春秋时
节溪水清澈袁 流淌不息袁 夏季大雨瓢
泼时袁 山上的雨水汇集在门前的河床
上袁 有时还会侵占到大门口袁 这时安
静的溪流就变成了咆哮的洪水猛浪遥
幼小的我总担心自己被雨水冲走袁 所
以常跟在父亲身后袁 只有这样才感到
安心遥 到了上学的年龄袁 雨季过河也
是一件危险的事袁 当洪水稍歇时袁 家
长们便开始送孩子们过河上学袁 这时
其他孩子都是家长牵着手摸索着前
行袁 而父亲却让我趴在他背上袁 背着
我蹚过小河袁 现在回想起来袁 心里还
是满满的甜蜜和自豪遥
夏天袁 河水平静的傍晚袁 母亲在

河边洗衣服袁 我和父亲便坐在河床的
大石板上休息袁 那时我总感觉自己已
经是个有用的 野小大人冶 了袁 心里也
美滋滋的遥

听着外面的雨声袁 我的思绪仿佛
回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遥 初中时袁 多
少个冬日雪天袁 离家 10 多里路袁 都
是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遥 一场
大雪袁 淹没了本就很窄的土路袁 放眼
望去一片白袁 根本看不到路袁 单人骑
自行车都会觉得吃力和危险袁 父亲载
着我骑行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遥 好在
到了有大车驶过的地方袁 父亲便沿着
车辙骑行袁 解决了找不到路和骑车费
力的问题遥 到了学校门口袁 父亲把我
抱下来袁 随后叮嘱两句袁 便转身骑着
车歪歪扭扭地往回赶遥 瘦小的我活动
着冻僵的双腿在原地看着父亲的背
影袁 感到特别温暖和幸福遥 父亲无言
的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遥

雨还在下袁 间或还有雷声遥 在不
富裕的农村家庭袁 供 4个孩子读书上
学袁 十分艰难遥 那时候袁 农村的女孩

子初中毕业大都选择工作或者报考中
专袁 继续读高中的甚少遥 可父亲一直
叮嘱我院 野你要好好读书袁 只要你能
考上袁 我就供你上学浴冶 成绩不错的
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县重点高中袁 于
是袁 我开始了每周奔波 30 多里路的
高中生涯遥 1987年袁 我成为小山村里
的第一个女大学生袁 整个村一下子沸
腾了遥 虽然父亲没说什么袁 但从他眼
角的泪花和上翘的嘴角袁 我察觉到了
父亲的自豪和骄傲袁 可这背后的艰
辛袁 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才体会到的袁
因为父亲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过一句家
里困难的话遥

雨未停袁 声不住遥 我又想起了父
亲病重的日子遥 他很坚强袁 在受尽癌
症折磨的一年多时间里袁 从没喊一声
疼袁 特别是生命最后的那十多天袁 每
次他都是疼得受不了了袁 却不好意思
开口提打针袁 都是我们主动问起袁 父
亲才会同意打止疼针遥 每次我回家看
望父亲袁 他总是表现得很轻松袁 但我
知道袁 父亲正忍受着巨大的悲伤和痛

苦遥 我要离开时袁 父亲会忍着疼痛挪
着步子把我送到门前河桥边袁 那种恋
恋不舍的眼神告诉我袁 父爱的伟大在
于不言遥 老年重病的父亲多么希望我
能留在他身边袁 可他又怕给我们增加
心理压力和负担袁始终隐忍不言遥父亲
去世时我们都在身边袁他走得很安详袁
我想袁 这是父亲给我们这些儿女最后
的父爱遥这父爱袁无私而又细致入微遥

外面的雨声渐渐变小袁 我也迷迷
糊糊地进入了梦乡袁 梦到了回家看望
父亲遥酒桌前袁父亲和我们喝酒聊天袁
询问着我们的身体和工作情况袁 孩子
们叽叽喳喳地说笑袁气氛特别美好遥父
亲嘴角还时不时地露出笑容袁 我在笑
意里熟睡遥

时光飞逝袁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袁
但父亲的爱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始终
不老袁 每每想起袁 我都会觉得无比幸
福遥 在这个雨季袁 在父亲节到来之
际袁 我写下这段文字纪念我的父亲袁
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幸福平安尧 健
康长寿遥

殷 张春华 渊山东局四队冤

岁月可逝 父爱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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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爱是你出生时袁
爸爸激动的泪水曰
爱是你啼哭时袁
爸爸有力而温柔的拥抱曰
爱是你第一声呼唤时袁
爸爸惊喜的笑容曰
爱是你学走路时袁
爸爸小心翼翼地用胳膊环绕着你曰
爱是你受伤时袁
爸爸故作镇定的安慰曰
爱是你第一天上学时袁

爸爸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凝望曰
爱是你进步时袁
爸爸的鼓励曰
爱是你受委屈时袁
爸爸的辗转难眠曰
爱是你努力奋斗时袁
爸爸为你送上的一杯热牛奶遥
时过三十余载袁
无数个关于爱的瞬间历历在目袁
父爱给了我前行的力量袁
即使天荒地老袁也会一直都在遥

殷 谢宛均 渊江苏局勘查院冤

父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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