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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记忆很深刻的是，有一
天我和爸爸在小区门口溜达，我当
时觉得很热但没有说话，爸爸却好
像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似的，立马就
给我撑了一把太阳伞。”在平平淡
淡的生活中，父爱就体现在这些看
似普通的细节里，但这样的细节却
让李问筠念念不忘。

苏梓均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他
最喜欢的照片，那是一张他和父
亲的背影合照。那天傍晚，他和

父亲在花海长廊散步，从中学的
规划一直聊到未来上哪所大学。
在那一瞬间，这个小男孩“觉得自
己长大了”。

徐丽诗说，小的时候她经常会
对爸爸说“我爱你”，随着年龄不断
增长，她觉得这句话越来越不好意
思说出口了。今年借着父亲节的
契机，大声讲出“我爱你”，她要对
父亲好好表达自己的爱意。

高子淇希望爸爸变得更幽默，

她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我听说幽
默的人都很爱笑，爱笑的人都很长
寿，我希望爸爸更长寿一些，这样
就能陪着他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爸爸陪我长大，我陪他变老！”

你和爸爸最难忘的回忆？

50后：
教育需要抛弃“战斗模式”

李登好是跟着女儿一起来到横琴
定居的。2018年8月，女儿从安徽的医
院应聘至横琴医院，女婿也将工作换到
了横琴。为了支持女儿的事业，2019
年，李登好说服妻子一起离开家乡，一
家老少5口人就此在横琴安了家。

每当聊起女儿，李登好脸上就洋溢
着幸福：“女儿和我比较能聊得来，有什
么事情也愿意跟我说，偶尔也会陪我小
酌一下，我们像朋友一样。”其实，父女
二人也是经过不断磨合才有了如今的
默契。近几年，女儿在事业上逐渐进
步，但心中也时时挂念着父亲，李登好
欣慰不已。李登好告诉记者，自己对女
儿的很多教育方式，最初都是从父辈那
里学习来的。他回忆，父亲是一名老共
产党员，总是一副威严的样子。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李登好从小就要帮助
家里干农活。有一次因为粪桶太重挑
不动，李登好只好把粪桶拖在地上走，
却不小心弄坏了工具，当天夜里父亲不
由分说就用扫帚把打了他三下。不过，
李登好很感激父亲当年的捶打，磨砺了
他坚实的意志，让他勇敢无畏地跨过一
道又一道战壕。

60后：
成长之路靠自己

杨生发2018年和家人来到横琴定
居，谈起父亲节，他乐呵呵地说：“现在
社会安定，政策也很好，比起以前，大家
的生活条件富裕了不少，感觉自己每天
都在过节。”说完还拿出了小女儿准备
的一段小视频向记者展示，这是小女儿
为他准备的父亲节礼物。

杨生发共有三名子女，两个儿子已
经成家，只有小女儿还在读小学，他很
开心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志向。“我

这什么都不缺，他们好好忙自己的工作
就行。”杨生发表示，他在社区的日常生
活非常充实，他希望孩子们也将重心放
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等以后他
生活起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再让孩子
们尽孝心。

今年60周岁的郭大为早在20年前
就向往在广东工作生活，2009年他被
借调至国务院侨务办工作时了解到横
琴这个地方，从此就一直关注着横琴的
发展。2019年，郭大为申请提前退休，
一路从哈尔滨南下，最终在横琴落下脚
来。

在郭大为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内
向、沉默的人，喜欢抽烟和喝酒。因为
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困难，郭大为的父亲
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记得我上小学
时，烧饼和苹果都是稀罕物，平时吃不
起。但每当我生病时，爸爸会说，我领
你去饭店。开始我以为是到饭店点两
个菜吃一顿，实际上是他进去买两三个
烧饼，带回家吃。”

郭大为介绍，自己的父亲是当过兵
的，他在部队的物品、证件都被保存得
很好，还有许多邮票、明信片也一并收
藏在册。他向记者展示父亲的老物件
时如数家珍，《坦克驾驶员证明书》《民
兵手册》《在职军官政治理论学习修业
证》……时间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
峥嵘岁月。郭大为回忆，16岁时，自己
的父亲突然把所有的物件全部交给他
说：“从此以后你保管吧！”小时候没有
什么可以玩耍的，郭大为就不停翻着父
亲的收藏品，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也影
响他养成了爱看书、好收集的兴趣与习
惯。“父亲知道我爱看书，每次出差，他
都会买小人书或小说给我。”现在，这些
陪伴郭大为一路成长的老版图书都被
编上编号，“归档”在家了。

当自己成为一名父亲后，郭大为尽
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他也
渐渐开始理解父亲。如今，郭大为的儿

子在国外生活，每逢节日或者他的生日
都会通过电话送来问候，去年儿子邮寄
了一个平板电脑给他，他感到很开心，
也很喜欢这个礼物。郭大为的女儿喜
欢画画，随着画技的提升，去年女儿为
他画了一幅速写作为父亲节礼物，他爱
不释手。

70后：
二八自行车的依靠

70后的姚辉从河北到横琴定居已
有两年，在得知港珠澳大桥在建的消息
后，姚辉感到珠海未来的城市发展潜力
巨大。因此家里很早就在横琴投资了
房产，近些年才定居于此。

谈起小时候的生活，姚辉说道，在
那个年代，出行的主要方式是自行车。
姚辉就坐在“二八”自行车前的大梁上，
父亲用两只手臂围住他，这给年少的他

带来了许多安全感。初中的时候，姚辉
家从大院平房搬进了楼房，“父亲找了
他单位几位要好的同事和朋友，用三轮
车一趟一趟地搬，住在新家里特别舒
服，关起门来就是自己的小天地。”在父
亲的关爱下，自己的童年很快乐很幸
福。

姚辉回忆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
说，感情的表达通常都非常含蓄。在姚
辉眼中，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工作认
真负责的人。“小时候我跟着他一起去
单位值班，从他对工作的态度上，我能
感受到他很强的责任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姚辉真切地感受
到父亲在一日日老去。“一开始，他走路
会腿疼，后来我发现他的背也不像以前
那么直了。”谈起父亲节，姚辉说自己计
划打视频电话问候一下，再托儿子在回

老家考试的时候，给父亲送去一件衣服
作为节日礼物。因为疫情原因，姚辉已
经近一年没有见到父亲了，未来他想把
父亲接到横琴来，让父亲感受一下这里
清新的空气。

80后：
父亲是最坚强的后盾

今年是焦通来到珠海的第17年，
也是他来到横琴的第7年，他见证了横
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建筑物拔地而
起，街头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也愈发
热闹了。

刚来到珠海发展时，焦通在各方面
都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的第一套房子
就是父亲帮忙装修的。为了赶工期，父
亲在房子里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看着父
亲消瘦的背影，他又一次感受到了父亲
无言的爱，在自己创业期间，父亲也十
分支持。

焦通觉得比起母亲，父亲对他更严
厉，说话也不像母亲那样婉转，但直接
却又不失体贴，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
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他，在不同的阶段
给予他一些指引。从小到大，焦通的家
庭总是会给予他充分的尊重，在任何大
的决策问题上，父母都会询问他的意
向，听取他的建议。这也间接地让他和
父亲慢慢转变成了像朋友一样的相处
模式，家庭琐事、理财投资、经营理
念……他们总是可以无话不谈。

在往年父亲节时，焦通曾送给过父
亲一趟旅行，或者一些日常护理用品，
今年他和妻子一起为父亲准备了一个
按摩仪。光阴流逝，回忆起童年，焦通
脑海中的父亲永远都在自己的前面，但
现在的父亲却总跟在他身后，也是在不
经意间，他发现父亲在慢慢地变老。

同样是80后的李永庆是在珠海出
生长大的本地人，李永庆的父亲年轻时
参军来到了珠海，遇到了他的妈妈，后
来李永庆也是在横琴出生的。

在李永庆小时候，父亲并没有太多
时间陪伴他成长。回忆起与父亲的趣
事，李永庆回忆起，初中时，自己正在长
个子，父亲为了带他锻炼专门挖了一个
沙坑，准备陪他练习跳远。结果第二天
他们兴致勃勃来到沙坑时，却发现里面
的沙子被人运走了。父亲跟他说：“没
关系！那我们就练跑步！”就这样，父亲

开朗积极的性格也感染了李永庆，他觉
得自己乐观的性格就是受到父亲的影
响，他也希望能把自己乐观积极的一面
继续传递下一代。

李永庆说，自己的妻子在医院生孩
子时，他的父亲冒着大雨来医院送生活
用品，一不小心滑倒了摔掉了一颗牙
齿，这让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在不经
意间慢慢变老了。今年父亲节，李永庆
买了一瓶好酒，“我们虽然不是只在父
亲节对父亲表达谢意，但节日的仪式感
必不可少。”他说，能够在父亲节的时候
和父亲“好好喝一杯”，是他对父亲表达
感情的最佳方式。

90后：
新手父亲的努力

赵亮在横琴的生活是从4年前开始
的，他看到横琴的创业、教育环境与自
己理想中未来生活的样子相符，“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就过来了”。如今，他不
仅在横琴从事着软件开发的行业，还和
朋友一起创业。

作为一名“新手”父亲，赵亮对女儿
宠爱有加。不仅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
赵亮还经常趁着周末和假期带着女儿
出门游玩。今年儿童节，他为家里的女
儿准备了一场儿童音乐剧作为惊喜。
赵亮笑着说：“女儿之前从来没有过这
样的体验，那天她特别高兴。”去年父亲
节，赵亮还收到了女儿送给他的蛋糕，
这让他惊喜不已。赵亮说，孩子缠着自
己的那些时刻最能让他感受到成为一
名父亲的幸福：“虽然工作很累，但是心
里特别开心。”

谈到自己的父亲，赵亮说：“我父亲
是一名公安，他说话也比较直接，对家人
也很严厉，对我和哥哥平时的言行举止
和为人处事要求很高。”因为工作原因，
赵亮的父亲经常会有工作调动，很久才
会回家一次，小时候经常由母亲带着他
去看望父亲。谈到童年时的趣事，赵亮
说：“公安局那边森林比较多，父亲的同
事曾经逮到过小松鼠，所以我小时候一
到放假就特别期待到那个地方看松鼠。”

现在，赵亮也经常和父亲视频聊
天，女儿的出现让他看到了父亲也有宠
溺孩子的一面。“我理解，因为男人之间
的感情不必言说，大家都埋在心里。”赵
亮认为，这也是父子之间的一种默契。

在小朋友们清澈纯粹的眼中，父
亲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在合作区横琴
一小和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
学的小朋友们眼里，他们的父亲又是
什么样的呢？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杨薇

摄影：徐柏希

在许多小朋友的眼里，父亲节那天
爸爸通常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归到生
活和家庭当中。横琴一小五年级的学
生徐丽诗告诉记者，在她眼中父亲节是
一个“可以让孩子跟着父亲一起去很多
地方游玩”的节日。

横琴一小三年级的贲越说：“父亲
节是可以跟爸爸变得更亲密的节日。”
子期实验小学六年级的林雨欣也认为
父亲节是一个“充满爱”“可以与爸爸沟
通”的节日，同时也是一个用来“纪念爸

爸成为爸爸”的节日。
也有孩子认为，父亲节就是爸爸的

专属节日，他们虽然年龄不大，却早已将
“百善孝为先”的道理铭刻在心里。贲越
用稚嫩童真的声音，大声说出了她的心
愿：“我可以陪着爸爸过节，就像爸爸陪
我过儿童节一样。”在横琴一小四年级学
生李问筠的眼中，“给父亲送礼物”是自
己列在父亲节必做清单中的事；子期实
验小学四年级学生高子淇也表示自己
每年都会给父亲送不同的礼物。

父亲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对父子
或父女的相处模式却不相同，爸爸的模
样也不会千篇一律。

贲越认为，自己的爸爸是一个非
常有耐心的人。“在学习中，当我遇到
不会的题目时，我爸爸会很耐心地给
我讲解，他会坐在我们家的小黑板旁
边一笔一画地教我做数学题。在生活
中，如果我有一点小调皮，爸爸也会耐
心地给我讲道理，从不会打我或者骂
我。”像只温顺的熊猫，是她对爸爸的
评价，“因为爸爸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可
爱。”

“我爸爸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负
责认真，并且会把它一直做到最好。我
的爸爸在我心中也是最优秀、最完美的
人，他像一棵大树，我就是树上的小鸟，
爸爸为我遮风挡雨。”徐丽诗认为，自己
的爸爸很有责任心。

在横琴一小六年级学生苏梓均眼
里，爸爸虽然平凡，但十分伟大：“有一
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睡不着觉就躺在
床上，但是这时候爸爸突然过来了，我
只能装睡。爸爸就一直看着我，看了一
会就走了。从那天我才知道，爸爸晚上
经常会过来看我睡得好不好。”

你眼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

贲越向记者展示了她为爸爸
准备的礼物——一个手工制作的
相框。对她来说，相框中展示的
照片是她最珍贵的回忆。“我有一
次跳舞要在央视演出，演出回来
后过了两天，我爸爸妈妈就带我
去海滨公园散步。爸爸当时表扬
了我，还讲了一些我表演中存在
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

徐丽诗送给父亲的是一张她
亲手制作的贺卡。材料虽然简
单，贺卡设计却别有巧思，一颗被
线串起的红色爱心可以来回旋

转，动感十足。为了给爸爸准备
这个惊喜，徐丽诗提前在网上找
了三天攻略，甚至熬夜到凌晨，只
为了完成这份别出心裁的贺卡。

苏梓均虽然是一个小男孩，他
的手却非常巧。为了让送给爸爸
的礼物与众不同，他特意向妈妈和
老师请教刺绣。经过不断练习，他
在礼物香囊上绣出的“苏”字横平
竖直，“希望爸爸年年有福！”他说。

子期小学二年级学生龙致丞
用纸制作了一个奖杯，上面写着

“好爸爸奖第一名”，打开奖杯里面

写了他对父亲想说的话。同样给
父亲颁发“好爸爸奖”送奖杯的还
有高子淇，“先用黏土做成奖杯的
形状，再做一个五角星形的黏土粘
在奖杯上，最后再用黏土围起来。
虽然这个奖杯虽然不是很豪华，但
是它包含了我对爸爸满满的爱。”

李问筠为父亲制作了一本立
体书，封面还画了一朵玫瑰花，

“因为我觉得玫瑰花可以代表我
爱爸爸”。张可馨则准备了一个
盲盒，盲盒打开后，每个不同方向
都有其手工制作的小图案。

父亲节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

不同时代的父亲 同样温暖的父爱
父亲总是默默地在

生活中守护我们的成长，
父爱的表达也略显含蓄
与深沉。成为一名好父
亲的标准是什么？不同
年代的父亲身上有着不
同的时代特征，但他们都
对儿女有着浓浓的父
爱。记者近日采访了合
作区出生于不同年代的
父亲，通过他们的讲述，
带领读者推开时间的门，
共同探索属于不同年代
的“父爱”。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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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期实验小学学生展示父亲节礼物。

姚辉和女儿及父亲合影。

焦通的女儿骑在爸爸的肩上。 李登好与女儿。 郭大为的父亲留给他的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