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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亲亲的的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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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二班 鲁鲜

指导教师 郭晓宁

我不情愿地上了老爸的
车，“哐”的一声关上了车门，一
声也不吭，看也不看老爸。老爸
略带讨好的口气对我说：“今晚
去小叔家办点事。”

望着窗外飞速溜过的景
物，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老
爸今天晚来接我20分钟，害我
在校门口接受同学们的“洗
礼”，刚才他竟然还说要去小叔
家，那我还怎么写作业呀。

到了小叔家，老爸进去了好一
会，还没出来。我终于忍无可
忍，决定去叫他。我气冲冲地走
进去，看见了这辈子难以忘却
的一幕。

爸爸手拿一把钳子，然后
用力向一个方向拧着两根“无
辜”的铁丝，发出“吱吱”的痛苦
的呻吟。然后将铁丝缓慢地穿
过轮胎铁焊接口处。看见我来
了爸爸冲我一笑。

爸爸笨重地跳上去，踩了
两下，可能是重心不稳，他一个
踉跄掉下来。在女儿面前出丑，
他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挠了挠
后面的头发，嘟囔着踢了轮胎
一脚，却不幸踢疼了自己的脚，
又赶紧不露声色地在地面点了
点脚尖。

爸爸吃力地将轮胎向上一
提，轮胎也配合地卡在爸爸肩
上。在轮胎的压迫下，爸爸的眉
毛拧成两股绳皱在一起。在我
的印象里，爸爸可是大力士，什
么都搬得动，今天是怎么了？到
了车跟前，爸爸如释重负似的
把轮胎扔进车里。

正值盛夏，爸爸的灰色衬衫

早已被汗水湿透，头发紧贴在脸
颊上，隐隐约约有几道刺眼的白
色。脸也憋得通红，他还不时地
抿着那干裂的嘴唇。爸爸蹲坐在
车旁，身子佝偻在着，像一棵快
要枯萎的大树，我知道他把养分
都留给了身下的小草。

偶然，我发现爸爸真的老
了。好像再也不能背着自己满
屋跑，冒着风雪送自己上学。十
五年间，青丝变白发，我的调
皮、叛逆都变成爸爸脸上的一
道道沟壑。

老爸为我付出太多太多，而
我却亏欠他太多。不过我还是默
默庆幸，因为我还有足够的时间
与能力偿还着爱的亏欠……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笑
眯眯的，母亲待人很仁慈，很温
和，从来没有一句粗话，对我尽是
满满的爱。

“多大的人了，领子都不知道
翻好。”母亲笑着，用她那粗糙的
双手胡乱地在衣服上抹了抹，翻
下了我的衣领；“看你，扣子没扣
好，这么个大人了，还那么不修边
幅”说着，便伸手给我扣上；“头发
好理了，别留那么长，快去理发店
吧”，说着便掏出10元钱塞在我的
手里……这些细微的动作总是让
我感动。

有一天，我上学没拿伞，就在
快要放学的时候又下起了大雨，
而且就在放学铃声响过之后，雨
就像瓢泼一样。心想：一没有方便
车可以搭乘，二不会有人来接我，
这可怎么办呢？然而就在我急得
快要发疯的时候，突然在我眼前
出现了一个打雨伞的身影，定睛
一看正是妈妈，我没多想，一个箭
步跑了过去一把搂住了妈妈。这
一瞬间让我明白了太多的事，让
我知道了母亲的辛苦与不容易，
让我知道了母亲对我付出的爱。

时间过得飞快，我渐渐长
大，而母亲却渐渐地老去，白头
发也钻出了几根，脸上也有了一
丝丝的皱纹，但在我看来，母亲不
管长得再老，她依然是我心爱的
母亲。

母亲给予了我一切，倾注了
她毕生的关爱与精力，像春天般
温暖，像夏天般火热。而我深知，
母亲的爱，是无私的、永恒的。

今天一上课，老师就神秘地
对我们说：“这节课大家来做一个
硬币跳高的游戏。”同学们一听便
纷纷议论开了：“硬币怎么会跳高
呢？老师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啊？”

老师从兜里摸出一枚一分
的银色硬币在我们的眼前晃了
晃，然后在桌子上摞了几本书比
新华字典还要厚，只见她把硬币
放在那摞书前面，弯下腰吸了一
大口气，鼓起腮帮用力一吹，说
时迟那时快，硬币像一个技能高
超的体操运动员一样在空中做
了两个360度旋转划出一道美丽
的弧线，一下子跃过书本跳到了
那摞书后面的桌面上。哇！太神
奇了。我们一个个都看得目瞪口
呆，都跃跃欲试想亲自实践一
下。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点
名让我上去试试。我忐忑不安地
走到桌前，把硬币放在桌角，摆
正那摞书，并用手把它压住，半
蹲下身子吸足了气猛地一吹，硬
币一头撞在书棱上，翻了个跟
头，仍然躺在了原地。旁边的同
学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毫不泄
气，接着又试了一次。硬币这次
像个快活的鸽子轻巧地飞过了
书本，同学们都热烈地鼓起掌
来，我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一个漂
亮的胜利姿势。接着又有几个同
学上台去尝试，都做得很成功，
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欣喜过后，同学们都很疑惑：
硬币为什么会跳高呢？老师笑眯
眯地说：“这是一个科学小知识，
当我们在硬币上方用力吹气的时
候，空气的流动使硬币上的大气
压小于硬币下的气压，这样硬币
就跳了起来。”大家听了恍然大
悟，小小的硬币跳高竟然有这么
深的科学道理。

这时，老师收敛了笑容认真
地说：“下面同学们把刚才的事情
写成一篇作文，题目自拟。”哈哈，
老师的目的原来在这里啊！

今天，我非常开心，感觉天
格外得蓝，因为妈妈要带我去
爬昆嵛山。早就知道昆嵛山是
一座道教名山，是全真教的发
祥地，素有“海上仙山之祖”的
美誉，今天我终于能够登上昆
嵛山，一睹它的绝世风采。

来到山脚下，我们坐上免
费的观光旅游车，一路向山中
行驶。忽然我听到讲解员说

“前面就是百亩花海了”。我赶
紧往窗外看，只见整个山头都
是粉红色的一片，微风轻拂，
花朵随风摇曳，就像起伏的海
浪，怪不得叫“花海”呢。我们

在这里下了车，一下车我就迫
不及待地飞奔过去。置身于花
丛中，我开心地跑着、跳着，像
一只花蝴蝶在翩翩起舞。我的
笑脸和花朵交相辉映，一切仿
佛都在梦境。

游览完花海，我们徒步向
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进发，边
走边欣赏山中美景。这里山峦
叠翠、林深谷幽，行走于山中可
以享受纯净的空气。山间奇石
突兀，有许多树木都是在石缝
中生长的，阳光透过树梢的缝
隙照进来，折射出万道光芒，一
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和谐，身处

其中宛如仙境。沿着狭长的台
阶 爬 到 顶 ，就 是 昆 嵛 山 主
峰——— 泰礴顶。

想到就要登上主峰了，我
感觉全身都充满了力气，一下
子就窜到了前面，把妈妈远远地
甩在后面。爬到半山腰，我看到
前面隐隐约约有一片绿洲，走近
一看，原来是一片清澈见底的
湖，两边的树木倒映在湖中，远

望就像一片水上绿洲，我不禁
感叹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
终于来到了主峰——— 泰礴顶。
登高远眺，一切尽收眼底。在这
里可以看到烟台的全貌，俯瞰
群山，皆在脚下，真有“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
在心里默默地喊道：“不到主峰
非好汉，昆嵛山——— 我来了！”

这世上的人，总是忙忙碌
碌，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未来而
不断努力着，像是不停旋转的
陀螺，不愿停下。其实，偶尔放
下手中的事情，抬头看看这湛
蓝的天空，就会发现：幸福，其
实很简单。

还记得那年七月，正是盛
夏之时，天气闷热，我盯着手中
的卷子，鲜红的“77”打在试卷
顶端，显得格外刺眼。卷子上一
道道的红叉仿佛在嘲弄着我的
智商，使得我原本就很烦躁的
心情变得更加阴郁。偏偏天公
不作美，上午本还艳阳高照，现
在却下起了倾盆大雨。也就是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屋漏
偏逢连夜雨”的实际含义。

回到家后，我理所当然地
被淋成了“落汤鸡”。母亲迎面
走来，接过我手上的书包，看到
我一身狼狈，惊诧中带着心疼：

“哎呀！怎么淋成这样了？赶紧
换件衣服，别着凉了！”“干吗
啊，大惊小怪的！”我不耐烦地
翻了个白眼，转身走进小卧室
里。

坐在桌子前，我找出试卷，
看着这有些“惨不忍睹”的试
卷，再次烦恼地叹了口气。“不
就是没考好吗？一次的失败代
表不了什么，下次努力就好。”

温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一
回头，便看到了母亲嘴角那抹
淡淡的笑和眼底化不开的母
爱，而她的手里，还端着一杯冒
着热气的牛奶。见我转身看她，
母亲轻轻地笑了笑，道：“现在
也不是很早了，我给你热了杯
牛奶，就先趁热喝了吧，学习也
别太累了，要劳逸结合！”“嗯”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内心竟是
有些百感交集，对母亲的愧疚
与爱，被关心的快乐与感动等
多种复杂的感情一时间竟全部
涌上心头，凝结成一种被唤为

“幸福”的东西。
我的鼻头突然有些发酸，

泪水竟不受控制一般夺眶而
出，似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颗
颗往下掉落。“哎！你这孩子！好
端端的怎么哭了？”见我落泪，
母亲似乎也慌了神，有些不知
所措起来，我把脸埋到母亲怀
里，有些哽咽地说道：“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幸福……”

“你呀！”母亲嗔视了我一眼，语
气里是藏不住的宠溺。

我想：这，就是幸福吧！没
有多么奢华与昂贵；有的，只是
真心与爱。其实在有时候，幸福
只是无助时的一杯热牛奶，而
这幸福的一刻，我将铭记于心！
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

我的妈妈很爱我。
那天放学后，风很大，我

们几个小鬼头提议去山顶冒
险。在我临离家时，妈妈说：

“外面风大，多穿件衣服。”结
果，妈妈的话我一点也没有听
进去，不但挨了冻、遭了罪，而
且一直很晚才回家。妈妈急
了，当我很疲劳地回到家的时
候，虽然能够看出妈妈有些疼
爱与不忍，但她还是狠狠地骂
了我一顿。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之外，于是乎，一气之下便夺
门而出。对妈妈说：“我走，再
也不回来了！”

站在门外的爸爸看不下
去了，快步走进来，对我大声
吼道：“好，你滚吧！走了就再
也别回来，谁让你没个好爸好
妈呢！”妈妈本来还在生我的
气，但是一听爸爸这般绝情，
就再也忍不下去了，大声吼
道：“你说什么呢？！有话不能
好好说啊？！”瞬时间，这场战

争便成了爸妈之间的争吵了。
从那次争吵后，爸爸妈妈

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有说话，我
怕极了这种气氛。一次吃饭
时，我鼓起勇气说：“爸爸，妈
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
们和好吧！”爸爸没有说话，只
是闷着头吃饭，一阵沉默后，
妈妈说：“孩子，你知道错就
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说
着妈妈哭了，含泪道：“大人的
事，小孩子不用管，再说这事
和你没关系。”我不知怎么了，
眼泪好像泉水般涌出，说了一
句：“妈，以后我一定听话，不
再让你生气。”说完，我和妈妈
相拥而泣，而爸爸也默默地流
下眼泪。

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了
母亲的包容，关怀……这些加
起来就是母亲对我的“爱”。在
母亲节来临之际，我真心地想
对妈妈说：“妈妈，您辛苦了，
谢谢你，我爱你！”

夜很寂静，小明躺在床
上，忽然听到文具盒里传来阵
阵谈话声。

细高个儿的铅笔生气地
说：“小明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有一次，他做完数学题，顺手
一扔，我骨碌骨碌滚到地上，
害得我腰到现在还疼呢！有的
时候，小明还在我身上乱啃，
乱咬，看，我漂亮的衣服被咬
得坑坑洼洼。”

铅笔的话音刚落，橡皮就
泪流满面闷声闷气地说 :“对
呀，对呀！每一次小明生气了，
就拿我出气，用小刀在我身上
划几刀，我光滑的皮肤被划得
破破烂烂，真是惨不忍睹，
呜……”

“嗯，小明每次用我转完
笔以后，都用笔尖在我身上磨
来磨去的。”胖乎乎的小象转
笔刀气哼哼地抱怨。

橡皮说，“我们要反抗！”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反抗！反

抗！”那声音好像把铅笔盒都
要震裂开。

小明听得真真切切，脸火
辣辣的。他悄悄地拉起被角盖
在脸上，好像生怕被文具们看
见似的。第二天晚上，文具们
又聚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小明对我
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他
用白纸又重新给我做了一件

‘新衣服’，还画上美丽的花
纹。用完之后轻轻地放在盒
子里。”铅笔的声音是那样温
柔。

橡皮也迫不及待地说，
“现在小明也不再划我了，
还把我身上的灰擦干净了
呢！”

“是啊，他现在对我们真
是太好了！我愿意一辈子为他
削铅笔。”小象转笔刀高兴得
鼻子都差点要甩起来。

小明呢，听了文具们的对
话，美滋滋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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