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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孩子的六封信——

你们的未来梦飞翔

编者的话——

他们是遨游太空的航天员、笔力千钧的作家、白衣执甲的战士、探究奥秘
的科学家、育苗营林的“地球卫士”、从事扶贫的清华博士——他们是祖国大家
庭的建设者，也是小家的爸爸妈妈。“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刘洋、徐则
臣、王峰、刘颖、于士涛、李光明分别给自己的孩子写了一封特别的信，祝福
节日，寄语成长，并予本报独家刊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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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刘洋 （航天员）
收信人：小苹果 （6岁）
故事回放：刘洋是中国第二批航天员，也是中国首
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2012年6月，她参与完成神
舟九号飞行任务。谈起儿时的梦想，刘洋表示：“我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飞上太空当一名航天
员，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是科技的进步，点燃了我
成为航天员的梦想。”

亲爱的宝贝：
看着你睡梦中天使般的脸庞，我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我的心

也在这世上最温柔的美好中幸福地沉醉。时光过得好快，还记得你
第一声嘹亮的啼哭，第一次咿呀学语，第一次喊妈妈，第一次蹒跚
学步，在我还没来得及好好陪你时，你却转眼已经慢慢长大。

亲爱的宝贝，奔跑在追逐星辰大海征程中的妈妈，缺失了对你
应有的陪伴，请原谅妈妈。你要相信，妈妈对你的爱如这浩瀚无边
的宇宙，深沉而永恒。

孩子，你给了妈妈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幸福，妈妈对你也有无限
的期待和祝福。妈妈希望你做一个温暖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希
望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阳光，希望你像春天般明媚，即便三
九严寒也能感受到冬日暖阳，三伏酷暑也能够体会到夏日凉风。孩
子，你要温暖善良而有力量，既有能力去感知这世界上一切平凡而
伟大的爱，也有力量向他人去传递你的爱和温暖。

孩子，希望你勇敢而坚强。人的一生路很长，不可能永远一帆
风顺阳光灿烂，也会遇到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但无论怎样，一切也
都终将风平浪静，所以人生纵有疾风起，也要勇敢坚强不言弃，你
要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

亲爱的宝贝，山再高，也挡不住人们攀登的脚步；海再阔，航
船也终能驰向彼岸；宇宙再遥远，人类飞天的梦想也在一步步实现。
宝贝，你想像卡梅利多那样摘星星，你想当医生，当科学家，无论你的
理想是什么，你要记住：你的梦想有多雄奇，未来就有多美丽。你要
明白白纸画人生的可贵，坚信爱拼才会赢，你要懂得永远不要为艰
难险阻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眼
中永远不要熄灭希望的光芒，脚下永远不要停止前进的步伐！

亲爱的宝贝，纸短情长，太多太多的话浓缩成一个“爱”字，
于风雨中，于阳光下，不离不弃！

爱你的妈妈

写信人：徐则臣 （作家）
收信人：巴顿 （8岁）
故事回放：出生于农村的徐则臣从小喜欢看书，并
在 19 岁那年立志成为一名作家。20 多年来，著有

《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
谷童话》 等作品。2019 年，凭借长篇小说 《北上》
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儿子：
收到这封信，想必有些惊讶吧。有话不能当面说，可以电话或者

微信，但是，这一次爸爸还是愿意用这种古典的方式跟你交流。
这封信不是要跟你讲道理，而是想说一个你不曾听说的故事。
爸爸像你这么大时，差不多也就 8岁，看了一本书，《小灵通漫

游未来》。这本书很好玩，说离当时还有十几年的2000年，人类就可
以在天上自由地飞了。坐在一种像汽车一样的飞行器里，想去哪里就
去哪里。

儿子，你想象不到这对爸爸有多大的吸引力。那时候爸爸和爷爷
奶奶生活在乡村，家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每年你爷爷奶奶
都要骑自行车带我去看我的外婆，你的太外祖母。外婆生活在另一个
省份，我们要长途跋涉，一脚一脚把自行车蹬过去，很辛苦。那时候
爸爸就想，要是能从天上飞过去就好了。读到 《小灵通漫游未来》
后，爸爸开始惦记上了书中的飞行器，开始数着日子，盼望 2000年
早一点到来。

2000 年终于到来，书中描写的飞行器漫天翱翔的盛况没有出
现。爸爸一点都不遗憾。反而要感谢它，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
的可能与想象，让爸爸在那些年先是坐自行车、后是自己骑自行车穿
省过界的辛苦中得到慰藉和超脱：这一切终究会过去。有希望有盼
头，什么苦难都能被克服。

对未来保有美好的向往之重大与切要，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会过
分。一种面对美好和希望的成长才更健康。爸爸希望你能面对着美好
与希望健康地成长，不管这美好与希望多大多小。事实上，人类发展
到今天，美好与希望越来越大。如果说爸爸在你这个年龄时，飞行器
满天飞还只能是科幻，那么就你而言，它已经成了指日可待的现实。
科技很重要，科技导引出的对世界和未来的美好想象更重要。

这也是爸爸决定以书信的方式跟你讲述一本书的故事的原因。在
现实之外，在科技之外，文字和书籍是更开阔自由的美好与想象的发
源地。爸爸8岁时从一本书里发现了一个美好的2000年，爸爸也希望
你在这一年及以后，能在一本本书中发现和享受到一个又一个更美好
的未来。

爸爸

写信人：王峰 （北京朝阳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副
队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收信人：皓哲 （11岁）
故事回放：1月27日，王峰随北京医疗队出发驰援武
汉，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奋战了65天。2月5日，王
峰收到儿子给他的信和图画，信中写道：“爸爸，我最
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和蓝色，因为那是您‘战袍’的
颜色。您是我心中的英雄，长大后，我也希望像您
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亲爱的皓哲：
这是爸爸第一次用书信的方式和你聊天。今年，我们共同经历了

一段特殊的时光，爸爸在武汉抗疫两个多月，而你也度过了你所经历
的最长的寒假。

新冠病毒这个讨厌的魔鬼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爸爸是一
名呼吸科医生，迎战新冠病毒，责无旁贷。对于可怕的病毒，我也会
有一些紧张，但是我并不惧怕，因为爸爸知道为何而战，我和战友们
要去保卫我们所热爱的一切！

皓哲，爸爸看着你一天天健康成长，非常欣慰。正如你的名字，
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纯洁、简单、睿智的人，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
前几天，你惊奇地告诉我：“爸爸，你有白头发了！”是啊，爸爸已不
再年轻，而你也已慢慢长大，爸爸再不能把你扛在肩头了。人生如四
季，四季变换，有着不同的风景。你的人生刚刚开始，仿佛早春萌发
的嫩芽，一切都是那么清澈、新鲜，能够陪伴你成长是爸爸的骄傲。

这两个多月的经历让我们更加珍惜美好的时光。我想，和你在春
风中嬉戏玩耍就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来年，爸爸想带你去看看武汉这座英雄的城
市。那里既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壮丽诗篇，也
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情怀，更有“黄鹤楼中吹
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秀美春光。亲爱的孩子，爸爸深爱着你，
深爱着我们的小家，深爱着我们的国家，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去描
绘我们美好的人生！

爱你的爸爸

写信人：刘颖 （科学家）
收信人：乐乐 （4岁）
故事回放：刘颖在中学时就对生物学有兴趣，29岁
成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细胞》《自然》《科学》 上均有发表论文。2017年，
刘颖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研究学
者。作为女性科学家，刘颖热爱科学，更热爱生
活。工作之余，陪伴女儿成为她的重要任务。

亲爱的宝贝：
又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了，很快你也要迎来自己的四岁

生日了。过去的这一年里，你进入幼儿园，离开熟悉的家人，妈妈
本来很担心你会不会适应不了，可是没想到你表现得特别棒，在幼
儿园学会了很多新本领，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妈妈觉得你真的长
大了很多。

前几天，你和妈妈说，觉得妈妈每天上班特别辛苦，不想让妈
妈去上班了。可是妈妈很喜欢自己每天上班做的事情呀。妈妈像你
这么大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蚕宝宝是怎么吃饭怎么结茧的，看小
蚂蚁是怎么搬运食物的，妈妈现在的工作就是想要明白我们每个人
身体里都在发生着什么呢，我们吃了肉为什么就可以长大呢。你也
知道这几个月外面一直都有很不好的传染病。只有我们明白了身体
里发生的事情，才会明白传染病的病毒是怎么让我们生病的。

宝贝，你还记不记得妈妈带着你一起在小玻璃瓶里铺上棉花撒
上绿豆，浇了水过几天之后就看到绿豆发芽了，长高了呢？妈妈作
为老师，也希望在更多人心中能够种下一粒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
也会发芽、会开花，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热爱科学，能对大自然充
满好奇心。妈妈也希望你长大后能有这样让自己喜爱和享受的事情
做。

此刻妈妈边搂着你看 《Kiwi》 的动画片边写下这些话，妈妈觉
得好幸福，谢谢亲爱的宝贝，妈妈祝你健康快乐地长大！

爱你的妈妈

对你的爱如浩瀚无边的宇宙

面对美好与希望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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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描绘我们的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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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于士涛 （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
收信人：轩轩 （9岁）
故事回放：2005 年大学毕业后，于士涛来到塞罕
坝。15年来，他主持完成营造林20万亩、病虫害防
治 15 万亩、育苗近 200 亩。2017 年，塞罕坝林场被
联合国环境署总部授予“地球卫士奖”，于士涛作为
第三代塞罕坝务林人代表接受颁奖。

轩轩：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你已经9岁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

常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记得你上幼儿园时，每一次我从围场回到
工作岗位，你都哭得撕心裂肺，然后用哀求的语气说：“爸爸妈妈，
你们再多抱我一会，行吗？”不过，你是个懂事的孩子，随着年龄的
增长，你慢慢理解了爸爸妈妈。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爸
爸妈妈的工作特别神圣，是在守护地球。”

去年，你来坝上的时候，我带你去展览馆，看塞罕坝的今昔对
比图片，跟你讲王爷爷、陈奶奶在这里植树造林的故事，你听得很
认真，时不时问我问题：“那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害怕吗？”

“这里条件这么差，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好不容易种的树又死
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接着种？”我回答你：因为他们是“战士”。他
们身上背负着责任和使命，他们想用自己的拼搏和努力，给子孙后
代换来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充满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
环境。

孩子，每次你来坝上都特别开心。你喜欢在林子里跑来跑去，
喜欢看这里的蓝天白云，最喜欢寻找森林里不同的小动物。看到你
在大自然中奔跑的样子，爸爸觉得自己的工作更有价值，也更有动
力了。王爷爷陈奶奶，还有爸爸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一
代孩子能生活在绿水青山中，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大工程，需要一代
代人继续这份事业。管理林木就像爸爸妈妈培育你长大一样，需要
尝试不同的方法、付出很多的努力。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坝上
会到处是森林，茂盛的森林里有许多小动物在里面栖息，或许还会
出现好多好多“小塞罕坝”，这样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城
市里享受到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了。

夏天已经到了，坝上马上就要到最美的季节，等暑假的时候，
我们一起再去林子里奔跑，去看那片紫斑风铃草，去寻找野兔、
狍子……

爸爸

为了你们能生活在绿水青山中

永远对世界充满热爱与好奇永远对世界充满热爱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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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李光明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党委
副书记、副乡长）

收信人：香香 （4岁）、波波 （2岁）
故事回放：2016 年，清华大学李光明博士和同为清
华大学博士的妻子周莉骅带着 11个月大的女儿，落
户贵州安顺。李光明主动申请到乡镇从事精准扶贫
工作。2018年7月，他荣获“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亲爱的香香、波波宝贝：
昨天晚上，爸爸这里下了一整夜的雨，下得很及时，也很欢

快。旱了一个多月了，栽辣子、打田栽大秧都很困难，还有很多小
河、山塘都干涸了，这场雨可谓久旱逢甘霖，爸爸特别高兴。

宝贝们，等你们再长大些就会明白，爸爸作为一名基层扶贫干部
和农民伯伯一起盼雨的心情。那心情比香香自律地每天按时吃饭、
睡觉、学习一个月，攒够小星星，最终得到盼望的学习桌还要快乐。
有了这场雨，辣椒苗、茄子苗还有很多菜苗就能喝饱了，大秧苗也有
水玩了，它们长好了，乡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就能吃
饱吃好了，多出来的果实还可以多换些钱买需要的东西。

宝贝，能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脱离贫困，让他们有吃
有穿，能上学能看病，有安全的房子住，有干净的水喝，爸爸
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也非常自豪。要知道，有很多
像爸爸一样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默默地工作，把我们的祖
国也就是你们生活的地方，建设得更加安全、美好、
富强，你们的幸福快乐是我们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

每当夜晚，万家灯火，看到其他小朋友和爸爸
妈妈在一起，就是爸爸一个人最想你们的时候，脑
子里总会跑出来和你们玩骑老虎游戏的情景，一起
笑啊闹啊。爸爸知
道你们也想爸爸，
又怕打扰爸爸工作，所
以很少打电话。抱歉，亲
爱的宝贝们，爸爸不能时常陪
伴你们，因为扶贫是爸爸的职责，
也是爸爸的使命，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能
够理解爸爸。现在，爸爸希望你们快乐学
习、快乐成长，将来长大后也像爸爸一样，找
到自己的使命，承担自己的职责，从爸爸
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建设我们的祖
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愿香香、波波永远健康快乐，
快快长大！

永远爱你们的爸爸

找到自己的使命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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