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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题记

温州外国语7（1）班 徐依楠

我的心初次真正触碰到
“祖国”这个字眼是在一年级。
那时，正是我学校的少先队入
队仪式，我光荣地被选为少先
队员代表上台讲话。

一开始我倍感幸运，为自
己获得了一个表现的机会而激
动不已；可后来我发现，并没
这么简单。我该说什么？我该
怎么表达？我懵懵懂懂的：红
领巾、使命、祖国……这一切
都像是柔柔的月光，朦胧在我
心上。

当我站上台，面对着台下
的同学们，尽管心里饱满的兴
奋感让我雀跃，但我突然感觉
自己的嗓子被什么摁住了，我
结巴了……我的心像被人用火
炉加热一样,这份热度传递到了
我的脸上。我涨红了脸，一时
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我余光四
处游走，瞥到了胸前的那道红
色。红领巾是柔软的布料，但
是那一刻它却支撑住了我有些
摇动的内心，我被这胸前的红
色鼓舞着，继续着我生命中的
第一次演讲。演讲结束，掌
声、笑容、鲜花迎接着我，红
领巾拥抱着我，自此，除了深
深的敬意，我对红领巾有了更
亲近的感觉，同时，伴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也逐渐明白红领
巾的意义——红领巾不仅是一
个单纯的装饰，更是我们爱祖
国母亲的证明！

这份红色，是一代代的烈
士用守护祖国母亲的滚烫流淌

的热血，用维护祖国母亲的顽
强不屈的信念，用建设祖国母
亲的无私奉献的赤诚，传递到
我们新一代手上的。红领巾是
队旗的一角。当我们在国旗、
队旗下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
时，我们就是在向我们的祖国
母亲表达敬意。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好好学习……”我相信，我们
的入队宣誓，一定会是我们对
祖国最忠诚、最深情的誓言。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
不单是对入队的感情抒发，更
是我对祖国母亲发展的向往。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
中，都带着对祖国的期望。

祖国为我们的茁壮成长提
供了沃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
中国人也会希望为祖国的建设
增砖添瓦。就像周恩来总理说
的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读书并不只是为了人与人
之间的排名，读书是完善自
己。只有我们自己完善自己，
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才能更加
优秀！梁启超先生也说：“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
相信，我们这些新血液的成
长，能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增光
添彩！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
摆脱掉曾经的懦弱胆怯，“东亚
病夫”俨然成为历史，“东方巨
龙”正向世界展现风采。“维和
行动”“一带一路”“金砖五
国”，我们的祖国母亲在世界的
影响渐渐扩大，我相信，我们
和我们的祖国母亲会迎来更加
美好的未来！

攥着我胸前的红领巾，我
默念：“谢谢您！祖国母亲，七
十华诞，愿您我同成长！”

我的红领巾
和祖国母亲

洞头区海霞中学905 班 郏沁怡

亲爱的祖国：您好！
70华诞，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我是中国娃！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正长——我傲娇，我豪迈，

因为我是华夏人！
从积弱到奋起，从沧桑到腾飞，从尾随到领队，

亲爱的母亲，你用怎样的力量逆袭了世界的目光，那
岁月流河里的篇章一页页浮现……

【一】千年烽火映流年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衰白的发鬓衬得悲愤的容颜更加苍老，他拄着

杖，缓缓地倚靠在榻上。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他有些神情恍惚地望着窗外，口中一遍又一遍

重复着这首他亲手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视线渐渐落
在了一柄封尘许久的剑上，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战
场生活。半晌，在一片清冷寂静中叹着气，缓缓阖上
了眼，一行清泪从他眼中淌下。

多年前的军装还挂在墙上，覆盖着重重地尘埃。
他也被人冷落，被人遗弃。生命的最后，他放不

下的不是名利，不是家业，而是在内忧外患中，千疮
百孔的国家。

陆游生命的尽头，以《示儿》再次证明了对国家
的爱。

但他的爱国信念并不孤独，也许奸臣当道而灭
亡的只有过去的中国。我们作为现代化时期的华夏
子女，更应该担起复兴泱泱中华的重任，不畏惧，不
退缩，心怀赤子之心，为国家的未来开拓一片广阔的
天空。

【二】逆浪千秋

华夏千载，历史悠久，那江河淮济都向着红日初
升的东方流淌，润泽九州。有人把河流称为大地的动
脉，河流世世代代地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人民，成为
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

遥想那年，黄河母亲的怀抱里，孕育了中华文
明，哺育了中华儿女。

再观如今，人们肆意地乱砍滥伐，导致土地

大量裸露，雨水将黄沙冲刷，黄河河床一再抬高，
黄河河水浑浊不堪，生态环境彻底被破坏。

相比之下，长江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化工
围江”、非法采石、抢码头、排污水等长江环境问题不
断。而长江上游污染的后果，与中下游同胞的健康
以及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爱国人士就高度重
视着对母亲河环境的保护，并开始组织净化和治
理。重视母亲河、开始着手治理的人渐渐多了，这
些情况直至近期才有所改善。

母亲河不论长短，不论贫贱，她们只哺育着自
己的花朵。我们要做到，让泱泱中华继续着炎黄的
历史和血脉，就像江河淮济一样，久久依恋，割舍
不断，却也没有人能够让她阻断！

【三】工匠精神

七十华诞，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踏上复兴之路，
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中华儿女上下同心、满怀豪情
追梦圆梦动人故事——

你看，那“精于细节、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工
匠”张爱兵，他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没有选择最适
合他的电力系统工作，而是毅然投入了鲜为人熟
悉，却是中国科技发展环节上颇为重要的空间环境
探测研究室。

“张爱兵在原有设计的基础上刻苦钻研、大胆
创新，在随后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太阳风离子探
测器的研制过程中，设计了一个全新的电路，不但
使仪器的指标提高了，同时也使电路对电阻值的要
求降低，再也不用花大量时间去挑选电阻了，这让
他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

执着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每一个细节精雕
细琢，提高质量永远在路上，创新永远不停止，张
爱兵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普天之下，华夏儿女将会在崭新的未来，复兴
国家收复邦土，谱写红色的战歌一曲，荡气回肠。

我泱泱中华，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
我拳拳华夏儿女，必将昂首世界！
您的子女：华夏女儿
2019年4月26日

指导师：褚淑贞

我爱您，中国……
——给祖国母亲的一封信

洞头区城关小学605班 蔡昕格

亲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2019年10月1日是您70岁华诞，经历了半个多

世纪的磨炼，您终于大踏步走向成熟。70年风雨兼
程，您的儿女经历了多少艰辛的岁月，又创造了多
少辉煌的瞬间，多少热血、多少泪水交织在一起，
挥洒在这亲切的土地上。您，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母
亲——中国！

我的祖国，是奶奶说的千年文化，唐诗宋词，
名胜古迹；我的祖国，是妈妈说的大好河山，山清
水秀，是银装素裹的哈尔滨，是夏日风情的海南，
是古色古香的凤凰；是爸爸说的北京奥运，上海世
博，神舟十一号。

我的祖国，是干黄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
地；是一望无际的湛蓝天空；是数座拔地而起的高
楼。放眼全国，有那么多的名胜古迹——令人感叹
的兵马俑；巍峨雄伟的布达拉宫；气势磅礴的万里
长城；古色古香的故宫。这温暖的气息，都是祖国
母亲的怀抱！

仰望历史的星空，那是一段中国受尽屈辱的日
子，更是一段中国人民坚强抗争的日子。

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近代的中国被迫签
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

《辛丑条约》等等。大片的土地被别国占领、大批
的钱物流往他国……

1931年9月18日，抗日战争打响了，硝烟弥漫
了整个中国大地。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百团大战
……战争在您纯洁的脸上抹了一道道伤疤，原来翠
绿的草地变成了废弃的土堆，满目疮痍，血流成
河。许多的抗日英雄前赴后继：勇堵枪口的黄继
光、宁死不屈的赵一曼、机智勇敢的王小二、誓死
救国的吉鸿昌……其中不畏艰难的英雄杨靖宇更让
我万分佩服。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将他的尸
体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都是野草，无一粒粮
食，日军也无不为之震惊。后人称他“十冬腊月
天、松柏枝叶鲜、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正是这些中华儿女的奋不顾身，舍小家为大
家，才换来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1949 年 10 月１
日，伟大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如今这个经历了百年屈辱，百年浴血奋战的国
家，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腾飞，成长，如同凤凰
涅槃，让所有人的目光为之一亮！现在的中国已然
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谁也不能小觑！
想起小时候，咿呀学语时，会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妈妈”，首先认得的词语是“中华”，语文课上
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爱中华！”，会唱的第一首歌
是《义勇军进行曲》……从儿时起，我的心，就一
直为中华母亲而跳动。因为这颗心，我开始由小时
候的懵懵懂懂，而逐渐明白，我是为报效祖国而存
在！祖国不断牵引着我，使我渐渐的成长，使我迷
惘的内心开始明了。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我们要造就
祖国的明天。我立志：为中华的崛起而骄傲，为中
华腾飞而勤奋读书。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坚信，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
盛，您的明天更美好。

我爱您，祖国！
此致
敬礼
2019年4月25日

指导老师：陈丽辉

不忘初心 报效祖国
——给祖国母亲的一封信

洞头区城关小学605班 苏祺宸

亲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您知道吗？当我每天起床，抬头看到窗外美

丽景色时，感到自己非常幸福，能生活在伟大祖国
的怀抱里，我感激您——祖国，我的母亲。

到您的大地上走走，发现您是多么美丽！您
是风，轻轻抚摸我的脸，用小草，挠挠我的腿。突
然听见大海唱着歌曲，闻声而去，伴着那蔚蓝的波
涛声，看见了一艘渔船从远处驶来，靠在了码头
边，这时从上面下来几个抬着篓筐的渔民叔叔，皮
肤都已经晒成古铜色了，但脸上挂满笑容，让人不
禁有了亲近感。鱼儿，小虾都活蹦乱跳着，渔民叔
叔互相开心谈笑，似乎很满意今天的收获，这时岸
边也热闹起来了，海鲜交易的讨价声，还价声，还
有那大海的欢唱声，组成了一道活泼，欢乐的交响
曲，让我感到我们因为拥有您祖国母亲资源丰富，
博大胸怀，而快乐生活着。

有时，我也会问自己，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看不见您，摸不着您，想抱抱您，也不知道您在
哪里，但我总感觉到您就在我身边，为我绽开花
儿，为我丰收果实。

“哈”！“嘿”！这时传来了一阵阵练武声，我看
见了英姿飒爽的女子民兵连战士在操练，不禁想
起为祖国母亲的成长而抛头颅，洒鲜血牺牲自己
的先烈们。是您祖国母亲坚贞不屈，换来我们现
在幸福生活，是您祖国母亲给予了我们的一切，我
们会努力珍惜，好好学习，一直奋斗。

现在，对于您，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深刻的
印象，您是伟大的母亲，给予了我们生命；您是一
个坚强的母亲，在战争中您伤痕累累，看着自己的
子孙一个个倒下，您流下伤心的眼泪，但您不退
缩，不软弱，依然全力保护我们；您是快乐的母亲，
一天天看着我们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看着我们庄
严地升起五星红旗，您总会绽开笑脸；您还是个美
丽的母亲，身旁百花齐放，天边彩虹的美丽身姿，
与一只只欢乐歌唱的小鸟，都让我倍加感到祖国
母亲您的美丽动人。

我知道，我深深热爱的一个国家叫中国，不仅
仅是因为您的美貌和富强，更因为您是母亲，一位
名叫中国，给予炎黄子孙生命的母亲。我爱您，祖
国母亲！

此致
敬礼
您的炎黄子孙
2019年4月25日

指导师：陈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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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职教中心18旅游 邱博林

尊敬的祖国母亲：
您好！作为您的儿子的我

心里有许多话想对您说。从一
出生开始，我就成为了您生命
中的一部分，沐浴着您的关心
和爱护，在您的殷切盼望中快
快乐乐得走过了十八年的岁
月，我们的心早已贴的很近很
近，那就让这封信作为我们之
间沟通的桥梁吧！

时间如流水，冲走了秦汉
的血雨腥风，洗去了唐宋的骄
奢淫逸，淘尽了明清的屈辱卑
琐，“知辱明耻，克己复德”的
荣辱道德观念，在史长河的潮
起潮落中，积淀，再积淀，直
至成为支撑历史的河床，中华
儿女以荣辱为浆，荡在奔流不
息的河流中，于“平流无险
处”，荡起骄人的水似花。

民生丰裕达三江国运昌
盛，安邦有道通四海国威大
振！是因为中国曾经经历了多
少沧桑、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啊；我热爱我的祖国，是因为
在党的领导下；我喜欢我的祖
国，是因为祖国的壮丽风景使
人心旷神怡……

是啊，祖国就是我们的母

亲，这个国家孕育着我们，是
国家的发展，才让我们有了今
天的生活，背后有着多少辛
酸，中国人曾受尽了耻辱，但
我 们 终 于 站 了 起 来?! 可 谓 是

“苦尽甘来”。
漫步于历史的繁华街道，

穿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早
已逝去了刀光剑影,唯一抹不去
的,是古人那铮铮铁骨的爱国情
怀。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美好未
来，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所换来
的，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的中
国，祖国母亲，她教导我们，养
育我们。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
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了。30年
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
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
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
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巨变。从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
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
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
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2019年4月25日
指导老师：林雪莲

弘扬家国情
礼赞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