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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东部，太平洋
西岸，有一只九百六十万
平方千米的“金鸡”，这就
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
国！如今，这只沉睡了几
百年的雄狮，再一次屹立
于世界强国之林。我们的
祖国古老而又伟大，我们
的祖国已傲然挺立于世界
的东方！

几十年前的中国人，
还在为温饱而打拼，几十
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可以
改变世界。简陋的街道变
得宽敞明亮，现代化的小
区拔地而起，交通工具种
类越来越多，出行更加方

便，各类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另外，沿海的各个经
济特区，也在为中国增添
新的活力。

在科技领域，中国是
一个后起之秀，现在的高
端科技产品，已经走出国
门面向世界。当初的中国
人，科技落后，而在今
天，炎黄子孙引领着世
界，5G等一系列成果，标
志着中国在指引着世界发
展。

同样，衡量一个国家
的还有她的综合军力。晚
清时代的中国，在西方列
强的践踏下，赔款割地，

现在，这些事情是永远不
可能重演的。中国向来是
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但
不是一个懦弱的国家。先
进的武器确立了中国的强
国地位，也保护了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我爱我的祖国，我们
的祖国迈过千秋坎坷，洗
刷了百年耻辱，用百折不
挠的毅力挺起了民族脊
梁。不论身边风云如何变
化，带着民族的希望，坚
定地走向世界，稳步走向
未来！中华民族进入了一
个快速发展、雄起的新时
代！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六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六（（44））班班 张金源张金源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陈华卿陈华卿

中国，一个伟大、繁
荣充满东方神韵的国度，
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
岸。在这块 960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汇集了秀丽
的自然美景、众多的历史
遗迹、丰富多彩的文化，
13亿勤劳、智慧、好客的
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我只是中国一个不起
眼的小子民，但也深爱着
我的祖国。

中国，我的母亲，我
爱您！我爱您的博大胸
怀，长江、黄河是您的动
脉；青藏高原是您的脊
梁；上海、广州是您的牙
齿；北京是您的心脏；桂
林山水是您飘逸的长发
……您美丽动人，美得无

法形容，让人陶醉！
我爱您的勇敢顽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
欺凌，母亲您贫困交加，
遍体鳞伤。但您没有倒
下，而是坚强的面对，终
于在 1949年 10月 1日，新
中国成立了。您的子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建
设，特别是改革开放时
期，经济快速增长，大中
小城市高楼林立，退耕还
林，保护了生态平衡。北
方草原羊肥马壮，山清水
秀。南方金黄稻浪滚滚，
鱼满池塘。都市商铺林
立，货物琳琅满目。您重
新焕发容颜，又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令世人震惊，

使外国人刮目相看！
我爱您的气魄，我爱

你的“酷”，从加入WTO
到申奥成功，从“神舟系
列”的成功发射到奥运会
的英勇奇冠，都在向世界
证明了您的强大！

我的祖国，我的母
亲，马上就要迎来您的 70
岁生日了，这个日子是灿
烂的，这一天应该是难忘
的，因为 13亿华夏儿女都
为您祝寿。我谨以少先队
员最崇高的敬礼，祝您生
日快乐，兴盛昌隆！相信
我，几十年后，我会用一
份最珍贵的礼物回报您，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六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六（（11））班班 吴婕吴婕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杨琦杨琦

红色？何谓红色？是
绿叶相衬间的红花娇艳欲
滴？是蓝天白云间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是枪林弹雨
中挥洒的热血？还是革命
先驱的赤诚之心呢？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红
色精神的熏陶中长大的，
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
用他们对祖国的虔诚，对
革命的热情，谱写出了一
曲壮丽的红色之歌，陪我
们走过漫长岁月。

在抗日战争胜利 70周
年庆典上，国人缅怀历史
的爱国情怀仍没有褪去，
每每想起那振奋人心的阅
兵仪式，我都难以平复内
心的激动，自豪的心情忍
不住翻阅那血泪纵横的历
史篇章，汹涌一腔无限的
豪情壮志。清晨，我们升
国旗，站在温暖的曙光

下，耳边响着那熟悉的旋
律，那属于我们的曲与
词，注目着随风飘扬的五
星红旗徐徐升起，最终在
音符落地的那一刻定格，
我闭上眼睛，眼前一片
红，似漫天的血与光，我
仿佛在那片红色当中看到
一支红军队伍，渡金沙
江，夺泸定桥，用血肉将
万里长征谱写。在震耳欲
聋的枪声、炮声中，革命
先驱们浴血奋战，我们虽
人多，但武器少，又不先
进，所以完全是靠血肉拼
搏出来的。

我们不能忘记在那段
岁月里，为解放事业作出
巨大贡献，甚至献出生命
的革命先驱和那些不惧生
死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
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因此，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眼前的
生活，坚决不做影响国家
利益的事，牢牢抓住自己
的幸福，为国家的繁荣昌
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红色足迹是中国共产
党及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
解放，拯救国家兴亡时，
留下的宝贵革命历史遗
迹，拥有极深刻的历史意
义和精神内涵，正是这些
老一辈共产党战士不畏牺
牲，反抗压迫，坚持革命
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刘胡兰、黄继光、王
小二……还有那些辛勤劳
动的劳动者，是他们的伟
大，他们的无私，换来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
创造了中华之崛起，留下
了深刻而伟大的足迹！

红色足迹红色足迹
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四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四（（55））班班 田羽淇田羽淇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方晓兰方晓兰

中国—中华民族伟大的母
亲，您是华夏儿女的根。

翻开历史课本，一幕幕的英雄
事迹展现在我们眼前。在祖国遭受
外强肆虐时，多少人毫不犹豫的挺
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祖国，
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祖国的兴
旺、民族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在
敌人的酷刑诱惑下，英雄们并没有
向“魔鬼”低头，而是宁死不屈，周
恩来、黄继光、方志敏……他们都
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如今，作为后代的我们，热爱

祖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想起
先烈的英勇，他们的精神时时刻刻
鼓舞着我们前进。让我们用实际行
动表示对您的爱，那就是刻苦学
习，健康成长。让我们的意志像钢
铁般坚韧。用我们的汗水与智慧，
让祖国的锦绣山河变得更加绚丽
多彩。让我们把先烈的精神发扬光
大，一起谱写中华民族更璀璨的诗
篇！

让我们深情地说：“祖国，我爱
您！”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
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六市中区沙河子小学六（（22））班班 艾新悦艾新悦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李梦龙李梦龙

自从知道了关于抗日战争的
事情后，我感觉我们更应该热爱
祖国，热爱那些为祖国而失去性
命的先烈们，如果没有他们用生
命换来的和平，就没有我们现在
的幸福生活。

祖国雄伟壮观，土地辽阔。
北京是祖国的心脏；香港是一颗
璀璨的明珠；富饶的西沙群岛是
我们祖国的宝库；美丽的小兴安
岭是我们的后花园；青藏高原是
我们的屏风；一望无际的内蒙古
大草原是我们的奶源；长江、黄
河是祖国的金腰带。大自然给予
了我们一个地大物博的家园，祖
国像一颗闪耀的明珠，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

我爱我的祖国。五千年的礼
仪之邦，是唐诗宋词灿烂的文化
传承。

我爱我的祖国。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
立，则国独立。我们只有在学校
里学好知识，拥有强健的体魄，
良好的品德，才能成为国家的栋
梁。爱国诗人陆游写道：“死去元
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翁。”爸爸为我解释了这首诗的意
思，我才明白，陆游希望自己的
子孙能够和他一样为国家效力。

我爱我的祖国。加油吧，同
学们!做个积极向上的“五好少
年”，祖国的未来由我们掌握。

我爱您我爱您，，中国中国
市中区沙河子小学五市中区沙河子小学五（（33））班班 曾峻珠曾峻珠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戴莉戴莉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母亲，我们
应当好好爱护她、保护她，不应该
伤害她，目前我国的矿产资源正在
一点点的减少，沙漠覆盖的面积正
在一天天的增长。我们现在更应该
多植树造林，要不然地球这个美丽
富饶的家园，迟早会毁在我们手
里。

从古至今，有多少爱国人士抛
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才换来今天
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热爱祖国的精神，为祖国作出贡
献。比如说学习《詹天佑》这篇课文
后，我知道了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
爱国工程师。我很欣赏他的爱国精
神。

正是因为詹天佑的爱国之心，

使他担当起了京张铁路的总工程
师，正是因为他的爱国之心，使他
在修筑铁路中，遇到困难也不会退
缩。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爱国之心，
让他不断努力，终于经过了重重的
困难，使我们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
条铁路——京张铁路，比原计划提
早了两年竣工。

读了《詹天佑》，我不禁想到
古今中外的那些英雄，他们大多数
不都是为国牺牲的吗？像赵一曼，
宁死不屈，最终用生命报答了祖
国。

我们要热爱祖国，唱响和谐，
让爱国之歌，和谐之曲伴随着我们
成长！

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市中区沙河子小学五市中区沙河子小学五（（33））班班 郭曜恺郭曜恺 辅导老师辅导老师 戴莉戴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