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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亿薰 | 乌鲁槽敬业华小小学，4 年级

 “我好想吃汤圆啊，让我们一起完成我的心愿

吧！”

 “不行啊！还有好多公事未做，没有时间，乖，

下次再一起啊！”

“我们还是不要吵爸爸，去看电视！”我一脸无

奈地瘫坐在沙发上。

爸妈天天忙于工作，在外奔波劳碌，无暇陪伴我，

还天天手不离机，沉迷网络，仿佛手机才是他们的亲

生女儿。爸妈出门后，我上楼看着我小时候温馨的全

家福，真想回到从前！

我下楼开了电视，看了“爸比我挺你”，非常享

受他们亲子之间的温暖。再看了看自己，寂寞、沮丧、

孤独，感觉被全世界抛弃。

这天晚上，爸妈回来了，我和爸妈说了中午我看

的节目，和我想的一样，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我的想

法太过幼稚，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我只能默默地到

房间里哭，觉得爸妈的爱已经给了工作。

什么是希望？希望对我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

期望，甚至寸步难行。有时实现了，自然快乐无比；

反之落空了，心情变得极差，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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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成  | 太平保阁亚三华文小学， 5 年级

从小，由于爸妈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奶奶一起

生活。爸妈工作忙碌，他们半年回来一次，我的三

餐，都是奶奶准备的，还要接送我上学、放学……

奶奶何等忙碌！

 纵然如此，我每天放学时还是羡慕朋友有爸妈

接他们放学，虽然奶奶很疼我，把我照顾得无微不

至，我还是希望爸妈在我身旁。

从小我就懂事、自律、不无理取闹，让家人不

必担忧我。但爸妈的缺席，导致我非常渴望亲情。

不用受爸妈约束的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聆听

我，那一刻该有多幸福啊！

刘逸文 | 太平保阁亚三华文小学，5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进行一个挑战——在 12 小时

内使用潮州话沟通，并让我把全部过程录制下来。  

平时，爸妈都是以华语和我沟通。我会无端端

地想挑战潮州话，因为爸爸是潮州人，他与家人住

得比较远，所以很少用潮州话。但爸妈都希望我可

以用他们各自的方言。

有时候，我会通过和爸爸、爷爷奶奶聊天来学

习潮州话，也会上网自学。虽然我的潮州和福建话

（母亲方言）还是“半桶水”，但我的确想考考自

己的方言，为自己加油打气。

贺嘉儿  | 太平保阁亚三华文小学，5 年级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非常不切实际、天马行

空的想法——和最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做同一个梦，

在梦境中快乐游玩，一起去太空旅行、探索宇宙的奥

秘、观赏太空旖旎的风光，欣赏在陆地上所看不到的

景，体验失重的感觉，在太空中“飞起来”……

在梦境中到太空旅行，我们就不必考虑许多现实

问题，如：不菲的费用、安全问题、身体条件限制、

技术问题等。

此外，我还想和爸爸妈妈在梦境中一起研发长生

不老、无病痛、百毒不侵、可抵御任何病毒的“仙

丹”，好让爸爸妈妈服用，让他们永远健健康康地活

在我的身边，永远陪着我，护着我，永不离去。

虽然我知道这有些不切实际……

在梦境中，我还希望和父母自驾到世界各地游

玩，亲自驾驶飞机，飞上蔚蓝的天空，带着父母到世

界各地旅行，看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法国卢浮宫

博物馆，这幢原居住过 50 位法国国王和王后的法国

王宫，收藏了许多古典画作和雕刻，是世界著名的艺

术殿堂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现实中要到法国，需要十几个小时，而梦境不需

要啊！

虽然上述想法不切实际，但想想也觉得很有趣，

很幸福，在梦境中与父母度过的快乐时光，让我超希

望自己“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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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欣怡 | 太平保阁亚三华文小学，5 年级

爸爸，我可以玩“和平精英”吗？这是爸爸工

作回来，我问他的第一句话。当然，就会有一把声

音传来：“哎！整天就是 game ！”妈妈开始唠叨

起来。

其实，我在家除了做功课，就是个游手好闲的

人。大人从早忙到晚，甚至连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

有。我看他们俩这么忙，只能拿起手机，找游戏队

友谈天。其实我超希望爸爸妈妈陪我一起玩“和平

精英”。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小孩子会沉迷

电子游戏——刺激的对战、胜者为王、屠杀对手的

刺激，叫小孩怎么可以停下来呢！？

每当我想玩“和平精英”时，我都得跟爸爸“申

请”，爸爸开的条件也真多，而且只能玩一个小时。

哎！什么时候爸爸妈妈才能陪我一起打游戏呢？

我相信，如果爸妈也来尝试，他们就会明白这

种游戏的吸引力有多强啊！大人也才知道如何引导

小孩去控制自己，不沉迷于电子游戏，对症下药！

黄潍淇 | 太平保阁亚三华文小学，5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一起到公园露营。我们可一

起围在篝火边，一起增进感情，一起谈心。我们还

可以一起奔跑在大草地上，一起感受大地带来的欢

乐。

我也超希望爸妈陪我一起旅游，一起到许多地

方，感受不同的热情，不同的文化，再和爸爸妈妈

拍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做纪念。

此外，我超希望爸妈能陪我一起度过每一个生

日，亲眼看着我长大一岁又一岁，从不错过参与我

的童年，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年年有今日，岁岁

有今朝”，希望这句话每天都能发生在我和爸爸妈

妈的身上。

      最后，我超希望爸爸妈妈陪我做一个天天快乐、

无忧无虑的“开心果”，没有烦恼，不需要太担心我，

也不必因为我而操碎了心。

我超希望爸爸妈妈陪我做的任何事，都能实现。

如果是你，你又会希望爸爸妈妈陪你做什么呢？

，爸爸开的条件也真多，而 只能玩 个小时。

什么时候爸爸妈妈才能陪我一起打游戏呢？

我相信，如果爸妈也来尝试，他们就会明白这

游戏的吸引力有多强啊！大人也才知道如何引导

孩去控制自己，不沉迷于电子游戏，对症下药！

黄书雅 | 乌鲁槽敬业华小，5 年级

   

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一次次的天真，一次

次的提议，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敷衍，一次次的忽

略。意见一次次被拒绝，想法一次次被反驳，天真

一次次被打败，希望一次次破碎了，始终换不来你

们温柔的一句“好啊！”……

观望繁星璀璨的夜空，你们却不在身旁。点点

繁星闪烁，呆望着这片星空，脑海里却在想着你们。

这夜景，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一同观赏？今晚，又

是一个人。坐在木椅上，舒服却冰冷。依稀记得，

你们的怀抱是那么的温暖。怀抱，对许多人来说，

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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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昕彤 | 乌鲁槽敬业华小，5 年级

酸甜的味道、鲜红的色泽、香甜的气味、咬下

去那多汁的口感……那就是我一直想和爸爸妈妈做

的事——采草莓！

每次路过蛋糕店时，我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蛋

糕上那一颗颗鲜红的草莓上，而不是松软可口的蛋

糕或甜甜的奶油。

爸爸妈妈，您们可曾记得答应过女儿将来一起

采草莓？还记得九岁生日时，我选了个草莓蛋糕，

用勺子把草莓从蛋糕里一个个挑出来，吃下人生中

第一颗草莓时，真正的草莓味原来比草莓味冰激凌

美味多了，那味道我至今无法忘怀。

不久后，邻居小薰去了趟金马仑高原，采了一

篮篮的草莓回来，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草莓图案的

钥匙扣向我证明：我们是真的可以采草莓的！

“小薰都去了，我也想去！”可惜妈妈成天只

会对着她的手机办事，爸爸也只会坐在电脑前做他

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没有时间管我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我在忙，下次再去！”妈妈和爸爸异口同

声的回答，都不是我最想要的答案。

爸爸、妈妈，您们什么时候陪我一起采草莓呢？

  

    “爸爸，快看，窗外有流星！”兴奋的尖叫

换来的常是您的怒吼：“我很忙！”我被您的怒吼

震住。“对不起孩子，爸爸在忙，你先自己去玩吧。

爸爸忙完了再陪你。”永远是这句话。这句话，您

说了一次又一次，却又一次又一次地食言。

我总在想，要是我做个乖孩子，你们是否就会

多花点时间陪伴我？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努力学会

独立，你们是不是就能多看我一眼，多和我说一句

话？

有一次，我考获高分，换来你们久违的一句称

赞、鼓励。为了得到你们的一句称赞、一句鼓励，

我刻苦学习，终于考获第一，你们却只是看了一眼，

敷衍了一句，视线再次转回电脑屏幕。我默默掏出

口袋里的奖学金，心里萌生一个想法：要是我把钱

存起来，是否可以换你们一天的假期？

吃完晚餐，我来到露台，悉心照料的“流星花”

早已盛开。又是熟悉的地点，又是熟悉的木椅，又

是一个人。“孩子，爸妈要出差一趟，你要自己照

顾好自己。”车子的引擎声随之而来。我跑到铁制

的围栏边，看着车子渐渐消失在黑夜中。坐回木椅，

我早已习惯这一切。一颗流星，划破夜空。我合上

手，闭上眼，许下了一直以来的愿望。“滴答滴答”，

雨一滴一滴落下 ......

雨下了一整夜。“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可以一

起看流星雨”，带着愿望，带着希望进入梦乡。梦里，

我们一家三口依偎着注视着一颗颗流星坠落，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梦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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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桐 | 乌鲁槽敬业华小，5 年级

“希望”对我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心中期

望，甚至寸步难行。实现了，自然快乐无比；落空了，

心情变得极差，无可奈何。

我的爸爸妈妈沉迷于网络游戏，仿佛手机才是

他们的亲生。我常常要求他们陪我下棋，他们认为

现代人都在玩电子游戏，谁还玩中国象棋？

  其实我内心除了希望下棋，更希望我们的关系

更上一层楼，更温暖。可惜这终究难以实现，感觉

自己好像被全世界的人抛弃了一样，很孤单，只能

活在自已的世界中。

 希望愿望实现的那一天，我不会不感到一丝喜

悦。

叶妍恩 | 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4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

譬如陪我一起玩各种游戏，如：黑白棋、象棋、

大富翁等，让我这个独生女不那么孤独。

我也超希望爸妈陪我一起完成手工钱包，钱包

的做法不难，钱包功用又多，带着手工钱包，感觉

父母好像时刻就在我左右。

我也超希望爸妈陪我一起看电视，一边讨论细

节与内容，让父母从中了解我喜欢的演员和明星。

能够依偎在父母怀里看电视，我还能趁机撒撒娇呢。

陈瑞双 |  醒华学校，3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做披萨。

披萨是我和家人都非常爱吃的意大利美食。只

要尝到披萨，我就能快乐一整天。别看我肚子小小

的，我可以一口气享用完一个 "personal" 大小的披萨

呢！

披萨的外形圆圆的，饼皮上有各种各样的馅料，

配上刚出炉的烧烤味，真能让我马上吃上一大口。

 如果爸妈能陪我做这道美食披萨，我就能自由

发挥创意搭配自己爱吃的馅料，制作出一个独一无

二的美食让家人品尝。自制披萨不但卫生，也能让

我了解制作过程，增进我与家人的感情。

真希望这一天能赶快到来，我期待已久了！

悦。
陈瑞双 

     

我超

披萨

要尝到

的，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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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禹隽 |  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4 年级 

我超希望父母陪我去英国旅行，一起参观英国

宏伟的博物馆、看马来西亚没有的高楼大厦、看形

形色色的雕像、五颜六色的美丽花朵……

我还希望和爸妈一起体验英国的春、夏、秋或

冬，尽情地游山玩水，和爸妈一起寻找马来西亚没

有的英国故事……

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

张陈睿羽 |  麻坡中化一小 (A) 校，5 年级  

      

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疫情的关系，远在中国

工作的爸爸无法回家。我们一家人也因此而无法与

最亲爱的爸爸相聚，只能通过电话视频见到对方。 

所以我超希望爸妈陪我和家人一起出国旅游。

记得最后一次与爸妈一起去游玩的地方是金马

伦，不过那已是三年前的美好回忆了。我非常希望

这个疫情尽快结束，让我和爸妈就可以出国去澳洲

旅游！

  我想去悉尼出名的皇家歌剧院，听美妙的歌

声、观赏表演。那里还有很多洁白的沙滩，美极了！

还可以吃到美味的海鲜、肉排，还能喝上鲜奶呢！

光用想的，我的口水就快滴下来了，希望这个

愿望可以早日实现！

曾炜恒 | 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 ，5 年级

我生在一个小康家，爸爸有工作，妈妈是家庭

主妇，我和弟弟作伴，若希望爸妈陪我做些什么，

应该是打羽毛球、陪我做运动吧，因为爸爸太胖了！

而妈妈总是忙家务，忙着给我和弟弟一堆的练习书

本而已……

因此我好希望他们能多陪我打羽球。

谢斯翔 | 康乐二校，3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玩电子游戏，让爸妈体验玩

游戏的乐趣，而不是每天不停地提醒我别玩电子游

戏。

电子游戏不止可以解压，还可以学到在课本中

学不到的东西呢，譬如直升机只能在低空飞行。而

且我只是利用多余的时间来玩电子游戏，不是沉迷。

如果父母真的可以陪我玩电子游戏，我会非常

兴奋。爸妈平时工作压力大，陪我玩玩电子游戏也

能放松啊心情啊！我会证明给他们看我的学业和游

戏的技术都很好。

除了爸妈陪我玩游戏以外，我还会陪爸妈做他

们喜欢做的事，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爸妈，您们准

备好一起玩电子游戏了吗？



潘芊彤 | Homeschooling，9 岁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玩，因为我很孤单，我是家

里的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所以爸妈是我最好的

玩伴。

我要求我妈妈要妹妹，可是妈妈说她年岁大了，

身体差了，不容易有妹妹，要看老天爷给不给。

我换了个说法，说要宠物，狗或兔子都行，妈

妈却不允许，她说除非我有能力承担家务，我才有

能力承担养宠，所以我决定学习承担家务，以便妈

妈可以给我养狗。

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妹妹，要爱妹妹，要珍惜

妹妹，互相陪伴，一起长大变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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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羽 | 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4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做我喜欢的东西，如玩棋盘

游戏、陪我做功课、看电影等。但他们都没有什么

时间陪我。

爸爸每天都在工作，妈妈每天陪着弟弟。晚餐

时刻，爸爸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得不到外面讲

电话。弟弟每次都喊叫，所以妈妈每一次都陪他玩，

我却伤心了。

当我跟妈妈说我的默写或听写拿到 10 分的时

候，她都说“好”或“哦” 。她看都不看，爸爸也

一样。但我还是爱他们，我知道他们多累，吃着多

少的苦。

我希望爸妈有多余的时间来陪我，我也很感恩

自己有父母。自己有父母。



刘子琪 | 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5 年级

我超希望爸妈陪我做一个虚拟世界。

我自小就超爱玩电游，觉得虚拟世界有无限的

可能，没有时间限制，那爸妈就可以有多一点的时

间陪伴我了。

我爸妈忙于工作，早出夜归，我们很少有时间

相处。所以我要在虚拟世界建一间非常大的屋子，

里面有最好的食物，最先进的设备，那爸妈就不必

为了供房子而辛苦工作了！

我要在里面制造一个最天然的环境，拥有最干

净的空气，让爸妈身体健康，陪我到老。我也希望

每一个人在虚拟世界都是聪明的，不必每天上网课、

学钢琴。

有了这个虚拟世界，我爸妈每一天都可以陪我，

每一刻都在我身边，我将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无忧无虑。

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说真的，我只希望父母陪着我，见证我成长的

每一步，并容许我犯错，接纳这真实的我，继续陪

在我身边，这已经足够了 !

王琪玄 | 中国公学， 4 年级

上个学期开课的第一天，小敏带了她和父母

一起亲手制作的巧克力蛋糕到学校，请我和同学

们吃。她兴奋地与我们分享了和父母制作蛋糕的

乐趣。我听后，感觉好羡慕，也希望自己也能和

爸妈一起制作蛋糕。

可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却是大忙人，常常早出

晚归。学校假期时，他们还会托爷爷奶奶照顾我

和弟弟。

虽然爸爸和妈妈都会在周末休假时陪伴我和

弟弟，但我们一家四口只是待在屋里观看电视节

目、吃外卖、温习功课而已。

所以，我超希望爸爸和妈妈能够陪我和弟弟

一起动手制作巧克力蛋糕，让我们好好体验制作

蛋糕的乐趣，共度不一样的周末。

让爸妈身体健康，陪我到老。我也希望

虚拟世界都是聪明的，不必每天上网课、

个虚拟世界，我爸妈每一天都可以陪我，

我身边，我将会将会将会将会将会是世是是是是 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不可能可能能发生发生发生发生的。的的

，我只只只希望希望希望父母母母母陪着我，见证我成长的

容许我我我犯错犯错错错，接纳这纳这纳这纳这纳这纳这真实的我，继继续陪

这已经经经足够足够足够了 !了 !了 !了 !

弟弟，但我们一家四口只是待在屋里观看电视节

目、吃外卖、温习功课而已。

所以，我超希望爸爸和妈妈能够陪我和弟弟

一起动手制作巧克力蛋糕，让我们好好体验制作

蛋糕的乐趣，共度不一样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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