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说：老爸，感觉这几年你是不是
总是在一直忙呀，以前是经常出差总是说
工作如何如何重要，现在到车间总该好点
了吧？但十一、五一放长假、甚至到周末
双休却还是陪不了我。

那时候没上学陪不了我做游戏，现在
我都上中学啦，又参加不了家长会，有时
老妈没空总不能老让爷爷去吧，哎！真不
愧老妈说你是家里面的“摆设”呀！老妈
说你从我小时候的一头“锈发”，变成现
在的“地中海”啦。上次你就去开了一次
家长会还被同学搞笑说该不会是爷爷来了
吧。

爸 爸 说：宝
贝， 看 到 今 天 的
你， 我 不 得 不 感
叹时间真是太快
了， 你 从 小 屁 孩
儿长成了帅小伙
儿 了。 这 期 间 你
收获了成长的喜
悦， 我 也 收 获 了

工作上的成绩啊，你眼中的“空中战神”、
你最喜欢的“果宝特攻”部位零件、你和
你的“军迷”小伙伴眼中各种飞机的零部
件，还有飞往月球的“神舟”飞船和运载
火箭，实际生活中都有老爸单位制作的编
织过滤网材等零件呢。

虽然我不能给你开家长会，经常被老
师打电话、发信息批评，陪你的时间少导
致了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爸爸，但是相信爸
爸永远爱你，想成为你的榜样，用知识和
能力为国防装备做出自己的贡献，愿你继
续热爱“空中战神”，也早日成为他们中
的一员。加油，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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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小静	  

父亲已过花甲之年，行医至今四十余
载。在我的幼年记忆里，几乎没有他或背
或抱带我出去玩儿的场景。父亲很敬业，
每天除了吃饭和休息，坐诊、看病、抓药、
出诊是他全部的工作，但常常是刚端起饭
碗病人就来了，有时深更半夜依然有病人
登门。吃饭时间他在忙，休息时间他依然
在忙。日积月累不规律的习惯损耗着他的
健康，但他毫无察觉。

父亲和母亲同届毕业于洛阳地区卫
校，双双入职某国营厂医务室。父亲好学

爱钻研，单位安排他参加为期
一年的联合进修班，中医、西

医、针灸他都精通。到我出
生后，由于爷爷身体不好

需要照顾，父亲和
母亲辞掉公职
返回故乡办起

了乡村诊所。父
亲行医仁心仁术，
又有我母亲这位

贤内助的内外照料，
行事待人宽宏和善，很

受乡邻尊敬。口口相传，
附近十里八乡的病号也登

门找他。父亲性情沉稳，对
就诊的病人很有耐心也很有方

法，遇到小朋友输液他往往只一针就成功，
和老年病人拉家常谈种地谈收成，不知不
觉病人精神也爽朗了，到了饭点儿父亲给
病人管饭，遇到推辞他总笑呵呵说乡里乡
邻的吃碗饭算啥呀。有时急症病人不能登
门，家属一个电话，父亲匆匆忙忙就出诊
了。特别是冬天的晚上，我们和母亲守着
火炉子等他归来，只要听到附近的狗吠，
就希望是他回来了。有时随父亲冒着夜幕
回来的还有病人家属，一进门又是开方又
是抓药，忙碌好一阵才能歇下来。

父亲是一名党员，有着严格的自律和
觉悟。2003 年非典期间，他依然坚持行医。
特殊时期每天接诊的病人更多，幸好有母
亲协助，量体温、消毒、抓药、打针，每
天忙碌到很晚。他在生活上要求我们简单
朴素不许浮夸，在学习上却大力支持。我
在镇上读中学，父亲每次到乡里开会都会
抽空到学校看我，除了带吃的送生活费，
每每谆谆教诲叮嘱我的学业。他自己以身
作则年年被评为乡医模范，获得县卫生局
表彰。病人对父亲的感情和敬重则从他们
随身带来或托人捎来一兜兜自家地里产的
杂粮和时令瓜菜中可见一斑。

在我们兄弟姐妹眼里，父亲既严厉又
和蔼，而且很神气。我读小学时，每年乡
里统一给学龄儿童接种疫苗，父母亲拎着
低温药箱一个班一个班接种。作为他的孩
子们总是第一个被他喊着名字拎上讲台打

针做示范，胆小的同学往往已经哭起来了。
在我们懂事以前，出于安全防范，父亲的
诊室不允许家里的孩子随便进入，有一次
弟弟悄悄溜进去，结果屁股狠狠挨了巴掌。
但父亲也有他温存的一面，空闲时对着中
药柜教我们念药名，深枣红的药屉配着乌
黑的铜钱和黄铜拉环，每一格上下左右各
书一味药名，几百种药材便被收纳于这一
方天地。“上甲、下甲、川穹、半夏……”
我们从父亲的药柜里认识了趴在竹签上规
规矩矩的蜈蚣、黑油亮的土元、蛇蜕、刺
猬皮和地龙，还有很多看起来大同小异的
根茎、枝叶和果实。哪些药材需要炮制，
哪些需要在铁锅里放沙子炒，哪些在瓦片
上焙或火上烤等，父亲讲的这些在我们眼
里有意思极了。受父亲的启蒙，我们自发
踊跃地奔进大自然怀抱，春天在屋后种薄
荷，挖蒲公英，地丁 ；夏天逮蝎子，捡知
了壳 ；秋冬交替摘红花，父亲润物细无声
的言传身教，教会了孩子们做人的道理，
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也磨炼了我们的动手
能力和吃苦耐劳的意志。我打小胆子大，
独立而坚强，独自翻山走夜路上学，抓青
蛙、爬树样样行，可能也渊源于此。

青囊起春绿，丹杏燃天红。不知不觉
我长大读书离开了家，有了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对父母的依赖也越来越少，回家的
次数少了，和父亲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羽
翼丰满的我们就像父母手里的风筝，他们

放得越稳，我们飞得越高，最终风筝挣脱
视线远走高飞。由于常年透支健康积劳成
疾，2012 年，父亲坐诊时突然晕倒被送
进急救室，我们从外地匆匆赶到病房，看
到他的那一刻感觉父亲突然老了，躺在病
床上安静瘦弱。此后他心脏做支架、治疗、
复查，每天定时吃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但他并没有因为生病而消沉，依旧不愿给
孩子们，添太多麻烦。在我们眼里，父亲
依然坚强但不再是那个独当一面的硬汉。
他委婉询问微信咋开通支付，不敢独自长
途旅行，抱怨银行自动开卡太复杂。片段
里我看到了父亲的衰老，也读懂了父亲骨
子里不甘老的倔强和努力追赶的劲头。世
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目的，唯独父母
对孩子的爱以分离为目的。父母的
爱从幼时哺育呵护的初
心里便没有“回报”
二字，他们早已预
见结果却依然不辞
辛 劳、 保 驾 护 航。
亲爱的父亲，前半生
你教会我成长，今后我
扶 您 同 行。 感 恩 父 亲，
感恩母亲，给予我们珍
贵的生命和无私的爱，珍
惜当下，孝敬双亲，愿时光
不老，父母安康！

女儿说：谢谢爸爸对我的
爱，教会了我识字、算数，还
教会了我如何与人合作，如何
管理自己，我就像棵小树苗，
在您的呵护下茁壮成长。“瞌
睡虫”爸爸，每天看着你早出
晚归的身影，我很心疼你。希
望你以后可以不用这么忙，能
多点时间休息，多陪陪我和妈
妈。

爸爸说：岁月如梭、时光
荏苒，一晃八年过去了，还记
得在幼儿园里的你无拘无束，
天真无邪，一转眼即已长成青
青少年。孩子，雏鹰早晚会有
离开雄鹰，自己展翅高飞的一
天，马上你也要进入紧张的高
中学习生涯，爸爸希望你的人
生像朝阳一样徐徐上升，幸福
的像花一样，愿你享有期望中
的全部喜悦。每一件微笑的事
物都能带给你甜美的感受和无
穷的快乐，在你人生最美好的
年华里，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报效祖国。孩子，要记住，爸
爸对你的爱始终不会改变。

儿子说：乌发换银
丝，爸爸用半生的精力灌
我成长。如今，我长大了，
我已准备好扬帆起航了。

爸爸说：我的生命因
你而多彩。苗已茁壮，如
今我们可以比肩共进了。

女儿说：十几年来，爸爸每日
风里来，雨里去，为家人的幸福而
奔波，先后在航空工业武仪取得劳
模和先进标兵的称号。现在，我长
大了，希望能像爸爸一样爱岗敬业，
勤奋工作，让爸爸有更多的时间去
享受生活。

爸爸说：转眼间女儿已大学毕
业跨入研究生行列，看到女儿的成
长，觉得这么多年在工作岗位上的
坚守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在未
来的日子里，女儿能够牢记 ：人生
不是一帆风顺，身处逆境的时候，
要能够笑对困难，笑对人生 ；身处
顺境的时候，切莫骄傲自满 ；成功
的时候，不要因为成功而得意忘形 ；
失败的时候，不要因为失败而丧失
对成功的追求。

爸爸说：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宝贵
时段，孩子现在跟他妈妈亲一些，不
能说没有遗憾，但是不后悔。我现在
回到北京工作，偶尔也出差，整个身
心要比在天津创业时轻松很多。虽然
那时不能陪在他身边，相信我的努力
孩子会看到，每个人都会为热爱的事
业有所牺牲。现在看到曾经为之付出
心血的天津站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自
己也获得了成长，心里还是很满足的！

儿子说：爸爸从天津回北京工作
了，我却上了寄宿制初中，和爸爸见
面仍然是周六周日，呵呵，属于周末
父子。爸爸偶尔还会出差，但爸爸常
在北京，感觉就在身边，心里很踏实！
我现在个头已经比爸爸高了，掰手腕
可以胜过爸爸，但他依然是我心目中
的超级工程师。

爸爸说：儿子一天一天慢
慢长大，一转眼已经是 11 岁的
小伙子了。而我由于缺少运动，
儿子给我起的外号也由原来的

“霸天虎”变成了“熊大”，他
经常提醒我要多运动多减肥。
陪伴儿子成长的每一天，我一
直努力学做一个好父亲，给孩
子陪伴多一点，教育多一点，
我俩的关系也由于陪伴和教育
的问题“时好时坏”。让我欣慰
的是儿子懂事、独立、有爱心、
有责任心 ：再好吃的东西也懂
得分享，给父母留一份 ；遇到
父母忙或者出差，也能自己照
顾好自己。让我有点“恼火”
的是他还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即将面临小升初，我比
儿子还要紧张，就忍不住对他

“严格教育”，父子关系立刻就
紧张了起来。我觉得我要反思
教育方式，也希望儿子能够明
白为父的一片苦心吧。

儿子说：虽然我爸这几年
去外地出差的时间少多了，但
是感觉他平时工作还是比较
忙，陪伴我的时间也不多，很
多时候是妈妈在陪我。这样的
生活我也习惯了，反而他在我
身边的时候让我感觉有点不适
应——因为他老是问我作业做
完了没有？每次检查我作业有
出错的地方，都要给我举一反
三啰嗦好久，什么追击问题、
相遇问题、鸡兔同笼问题等，
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啦。老爸，
我已经读五年级啦，我会好好
努力的，您就放心吧 !

女儿说：8 年前，我是一名小学生，现在已经是高
二的学生了。嘴里不再常喊着爸爸了，更多的心里话喜
欢和妈妈倾诉，爸爸说他感觉到了我俩的距离，其实我
还是很爱爸爸的。

爸爸说：前些天，闺女对我说 :“爸爸	，爷爷年龄大了，
有的习惯虽不好，但他一辈子习惯那样了，咱们就随着
他点吧”。这几句话看似平常，我听后很感动，她说的
不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 ? 闺女真的长大了。

8 年后，我们由三口之家成了现在热闹的四口之家。
闺女给我起的绰号“廖皮球”的我也马上就要步入知天
命之年，如今已然鬓微霜。我在工作和家庭方面也难两
全其美，从原来基层管理人员身份转换成现在的工程技
术人员。在工作之余，要多陪陪家人。

爸爸说：8 年过去，作为航空人，爸
爸依旧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也在忙着
各种学习，但是他们还是在互相影响，
共同成长。爸爸成长为航空工业南京机
电的总工程师，依旧对现在的两个孩子
充满愧疚 ；孩子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校

篮球主力，足球健将，并且
有了一个可爱的弟弟。

儿子说：爸爸是我最好
的老师。在生活中，他培养
我的动手能力 ；在学习上，
他让我明确学习的目标，长
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如果
没有爸爸，我就不能懂得很
多知识和方法。我也希望爸
爸能多陪我、弟弟和妈妈。
同时，我也会做好妈妈的小
助手，帮忙照顾弟弟！最后
祝亲爱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爸爸 ：王玉，航空工业昌飞
孩子 ：王晨烯

 爸爸 ：陈丽君，航空工业南京机电
 孩子 ：陈奕阳

爸爸 ：师会生，航空工业计量所
孩子 ：师绍博

爸爸 ：郑浩，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孩子 ：郑轶飞

爸爸 ：冯晓峰，航空工业武仪
孩子 ：冯雨卉

爸爸 ：赵德海，航空工业南京机电
孩子 ：赵诣博

爸爸 ：王磊，航空工业新航巴山
孩子 ：王怡晨

爸爸 ： 廖晓文，中国航发西控
孩子 ： 廖书妍

8 年前，航空报制作了一组“爸爸回来啦”专题，邀请 42 个孩子讲述经常出差在外的爸爸和他们的故事。8 年后的父亲节，我们回访了其中的 7 对父子。当年的小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爸爸也成长为单位里的中坚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父子 / 女情”在循循善诱的话语里、在言传身教的行动中、在“时好时坏”的关系上愈加浓厚。

我我和和老爸的老爸的
成长相册成长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