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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妈妈我爱你， 祝你越来
越美丽，我要快快长大保护你！

市二十八小 一二班 段曦桐
辅导老师 赵老师

祖国，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
繁荣昌盛，更加强大！

市二十八小 二四班 刘宸苒
辅导老师 程老师

我爱你中国， 爱你坚守的过
往，也爱你执着的前行。 为了你更
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市二十八小 一一班 刘兴远
辅导老师 张焕均

亲爱的祖国我爱你， 愿祖国
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百姓安
居乐业。

市二十八小 二四班 段悠
辅导老师 程宇燕

我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我
爱我的祖国，我爱五星红旗，我愿
意在五星红旗下茁壮成长！ 我要
好好读书， 长大后我一定报效祖
国。 祝愿我的祖国更强大，向国旗
敬礼！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王颢钦
辅导老师 任老师

祖国， 我想对你说， 你是蓝
天，我就是白云，我永远依靠在你
的怀里，你是大地，我就是地上的
一棵小树苗， 仰望着你才能长成
一棵参天大树，你是那么的伟大，
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富饶，祖国我
的母亲我爱你！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杨雨彤

祖国妈妈， 我们在您的见证
下宣誓 ：我们会努力学习，天天向
上，为祖国贡献力量！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李沛昱

祖国啊母亲! 您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为了您更加强大。 我一定
会努力学习，将来用我所学知识，
为您再创辉煌。 祝祖国繁荣昌盛，
一天比一天更强大。 祝祖国母亲
生日快乐！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勇姿羽
辅导老师 任奇志

我爱我的祖国， 在祖国母亲
的怀抱里，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聂楚谕
辅导老师 任奇志

祖国之树屹立不倒， 祖国之
花永不凋谢，祖国之水万古长流！

市二十八小 一一班 王婧瑶
辅导老师 张老师

祝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祝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祖
国在习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美好！

市二十八小 二四班 李阳堃
辅导老师 程玉燕

是您，孕育了华夏的智慧；是
您，见证了子孙的成长。 祝我们伟
大的祖国大步朝前走。

市二十八小 二四班 冯柏然
辅导老师 程老师

我以我心爱国， 我以我行报
国，祝福祖国母亲永远繁荣昌盛！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张艺涵
辅导老师 任老师

亲爱的祖国， 我想对你说，
祝您生日快乐！ 永远繁荣昌盛！
我还小，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公民！
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我的梦想是做一名
人民警察。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张生博
辅导老师 任奇志

祖国是东方的明珠， 是亚洲
腾飞的巨龙， 是远方地平线上初
升的太阳，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之际，祝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市二十八小 一一班 王喜洋
辅导老师 张老师

祖国是我们心中的灯塔，照
亮我们前进的步伐； 祖国是我
们自信的源头， 赋予我们无穷的
力量。

市二十八小 二四班 李宗麟
辅导老师 程玉燕

艰苦奋斗七十年， 今得安稳
生活甜。 脱贫致富奔小康， 皆因
祖国母亲强。

市二十八小 四二班 王彩雅

我在祖国怀里成长， 祖国在
我心中扎根。

市二十八小 一一班 刘星语
辅导老师 张焕均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
我们的祖国永远和平。

市二十八小 四一班 闫壹朴
辅导老师 苏亚

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70 周年华诞。 70 年，筚路蓝缕，风
雨兼程;70 年，春华秋实，砥砺前
行。 我爱你中国， 爱你坚守的过
往，也爱你执着的前行。

市二十八小 二三班 李佳忆
辅导老师 王超

祝福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
更幸福、国力更强盛。

市二十八小 二三班 向育漩
辅导老师 王超

国旗国旗真美丽！ 祖国祖国
我爱你！

市二十八小 六二班 刘语涵
辅导老师 王丽 刘汉光

祖国我想对您说！ 您就是一
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 在风沙雨
雪里保护着我这棵小白杨， 我才
能茁壮成长！

市二十八小 二三班 季芮冰
辅导老师 王超

祝祖国繁荣昌盛，万古长青，
国泰民安！

市二十八小 四三班 周天庚
辅导老师 郑永奇

有一种花，叫向日葵，永远向
着太阳生长；我的名字叫向日葵，
我心中的太阳就是祖国， 我爱我
的祖国。

市八小 二五班 张席铭
辅导老师 宁肖清

少年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
未来，祖国是我们的骄傲。 我爱
祖国。

市二十八小学 二二班 朱鹏涛
辅导老师 张云宾

风一程，雨一程，风雨兼程七
十载！ 新时代，新风貌，繁荣富强
永昌盛！

华龙学校 三一班 申扬婕

新中国经历了七十年的发
展，彻底站起来了，我作为一个中
国人特别自豪。

华龙学校 高三一班 崔富生

祖国是太阳， 谢谢您给我们
美好的生活，祖国我爱你，希望我
们手拉手一起成长！

市八小一七班 刘育彤

华诞七十共欢腾， 国富民强
遍喜容。 东建习富日昌盛， 学堂
奋读为国荣。

南阳书院小学 五一班 祁依晨

为何这一草一木皆如发肤，
因为我对我的祖国爱得深沉。

南阳书院小学 五一班 刘科源
辅导老师 刘老师

我们都有同一个妈妈， 祖国
妈妈。 因为有了祖国妈妈的保护，
我们才能健康茁壮地成长。 我们
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南阳书院小学 五一班 史成宇
辅导老师 刘健伟

母亲生日举国庆， 全民上下
共欢颂。 日益富裕家国兴， 我为
妈妈举红灯。
南阳书院小学 一（3）班 杜云熙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国富民
强，万代相传。
市三十一小学 二六班 王卓然

辅导老师 吴文娟

70 年浴血荣光，70 年红旗漫
卷，几多悲壮，几多豪迈。 血与火，
铸我强国。

市三十一小学 四一班 杨丰嘉
辅导老师 李海娟

太阳从东方升起， 希望从东
方升起，巨龙从东方升起，中国从
东方崛起。

市三十一小 一四班 杨浩轩
辅导老师 蒋媛媛

我以我心爱祖国， 我以我行
报祖国，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市三十一小 一六班 李明哲
辅导老师 徐淼

您从战火中走来； 您在封锁
中前行；您在改革中蜕变；您在和
平中壮大；我爱你祖国母亲。

市三十一小 二三班 孙珑格
辅导老师 段秋平

我最亲爱的祖国啊， 好好学
习，健康成长，就是我对您最真挚
的爱！ 生日快乐！

市三十一小 二三班 王欣怡
辅导老师 冯艳丽

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 昨天
的你，历尽艰险，奋发图强；今天
的你，国富兵强，盛世景象！ 我爱
你，祖国，心中的自豪时时荡漾！

市三十一小 四三班 张满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如同彩
虹一般多彩， 永远带着绚丽梦想
奔向美好明天！

市十二八小 四一班 李玉姝
辅导老师 苏老师

有一种感动叫“五星红旗”，
有一种骄傲叫“我是中国人”，有
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市三十一小 二四班 李畅雯
辅导老师 陈老师和袁老师

在七十年前的今天， 东方的
一个国家正式成立， 那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 我爱我中国！

市三十一小 二四班 张靖宜
辅导老师 陈付焕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献上我美好的祝福， 祝祖国繁荣
富强， 日新月异！ 我以我心爱祖
国，我以我行报祖国！

市三十一小 二七班 刘思妤
辅导老师 冉生弦

我的祖国她叫“中华人民共
和国” ， 祖国妈妈您好！ 我的祖
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 我的祖国有五十六个兄弟民
族，资源丰富、地大物博。 五千年
的文化养育了无数子孙后代。 一
条大河， 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
岸。 ”这句歌词描写我伟大的母亲
河“黄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 这是我中华民族的
摇篮，“长江”“万里长城永不倒”
这是我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自
豪、我幸运、我幸福。 因为我是祖
国妈妈的孩子！ 我自豪， 神七飞
船遨游太空。 我自豪，百年奥运圆
梦。 我自豪， 世博在上海成功举
办。 汶川、玉树灾难中涌现出无数
的英雄壮举，我自豪。 我很幸运，
生长在幸福的家庭。 我有爱我的
奶奶和爸爸， 有关心爱护我的老
师， 有团结友爱小朋友。 我非常
幸福， 我成长在没有硝烟和战乱
的国家， 我成长在没有饥饿和贫
穷的国度。 我天天快乐的成长。
祖国，谢谢您。 给了我这么好的学
习环境。 我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
上，掌握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
我衷心对您说“祖国妈妈您好”！
市三十一小 一年级四班 李佳语

辅导老师 蒋媛媛

祖国妈妈，您生日之际，祝福
您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我
爱您！

市三十一小 二一班 白翊骁
辅导老师 毛涛 刘彦秋

新中国迎来 70 周岁华诞，作
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少年， 我为我
祖国的强大而感到骄傲！ 在此我
只想对祖国母亲说一句 祖国妈
妈，生日快乐，我爱您！

市三十一小 一六班 郑皓天

祖国，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母
亲，我们是你的未来，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
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市三十一小 一六班 牛增森
辅导老师 温倩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市二十八小 二三班 王子文

祖国啊，祖国，是你让中华民
族的心连在一起， 是你让中华儿
女扬眉吐气！ 祖国，我爱你！

市三十一小 二六班 郭梦雅
辅导老师 吴老师

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繁
荣昌盛！ 有您的守护， 我快乐成
长！ 自信幸福！ 在这特殊的日子
里，我光荣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我
骄傲！ 时代赋予我力量，我为祖国
强大而努力学习！

市三十一小 一三班 刘颜恺
辅导老师 徐倩

祖国妈妈，感谢您!�感谢您给
我优美的环境!�感谢您给我漂亮
的校园!

市三十一小 二一班 葛子萱
辅导老师 毛涛

昨日您伴我成长， 今日我为
您护航。祝您生辰快乐！愿您繁荣
昌盛！

市三十一小 二六班 常俊涵
辅导老师 吴文娟

感谢祖国母亲给予我们小学
生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 我们一定
好好学习为建设祖国奉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市三十一小 二六班 张婉玥
辅导老师 吴老师

中华儿女心连心， 遇到困难
共打拼，和谐社会同携手，祖国母
亲少烦忧！

市三十一小 二七班 霍艺心
辅导老师 白露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市三十一小 二五班 张镱渤

辅导老师 田丛改

我在祖国怀里成长， 祖国在
我心中扎根。

华龙学校 高三一班 李鹏硕

祖国是我们心中的灯塔，照
亮我们前进的步伐， 祖国是我们
自信的源头，赋予我们无穷的力量。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张雅涵
辅导老师 张老师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最
真诚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华龙学校 三二班 岳云锋

七十年蕴聚，中华文明升起；
七岁童读书，国安家康成长。

市二十八小 一一班 王博涵
辅导老师 张焕均

祖国欢庆在今朝， 辉煌历史
几十载，一年一度国庆日，五星红
旗风中飘，祝愿祖国更繁荣，只愿
祖国更加辉煌，祝祖国万岁，更加
强大。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秦秀丹
辅导老师 张云宾

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祖国就
像妈妈，有了妈妈才有家！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蔡珂欣
辅导老师 张云宾

从 1949 到 2019 您迎来了 70
岁生日。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黎璐漫
辅导老师 张云宾

亲爱的祖国我想对你说 ，今
年是您的生日，祝祖国繁荣富强，
您在我心中永远美丽富饶， 我为
您的繁荣而骄傲！ 我为你的伟大而
自豪！ 我爱您———我的祖国。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李万秋
辅导老师 张云宾

神州大地繁华似锦， 祖国长
空乐曲入朝。 在这美好日子里，我
们最真诚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张静怡
辅导老师 张云宾

我爱我的祖国， 祝伟大的祖
国生日快乐！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张韶轩
辅导老师 张云宾

中国，我亲爱的祖国！ 我愿把
我的青春献给你，让你朝气蓬勃，
我愿把一片赤诚送给你， 使你意
气风发！ 祖国祖国， 你是我的骄
傲，我因你而自豪！

市二十八小 六二班 王晨莹
辅导老师 王丽

祖国是东方的明珠， 是亚洲
腾飞的巨龙， 是地平线上初升的
太阳，在我心中，在每一个中国人
的心中！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王智颖
辅导老师 张云宾

我爱你， 我的祖国是多么地
雄伟壮观！ 我爱你，我的祖国是多
么地繁荣昌盛！ 我爱你，我的祖国
地大物博！ 祝福你亲爱的祖国生
日快乐！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王峻领

马上就是新中国七十岁生
日，在这全国欢庆的时刻，我为我
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感到自豪，我
爱你中国。 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听着悠扬的国歌， 让我们和祖国
一起成长，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让未来更美好。

市二十八小 二二班 李永琦
辅导老师 张老师

祖国是高耸的山峰， 为我们
遮风挡雨； 祖国就像母亲一样温
暖着我们的心灵， 祝福祖国繁荣
昌盛。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李卓航
辅导老师 张老师

国庆家庆民庆普天同庆 ，
国圆家圆梦圆赤子团圆 。 五
十六个民族心心相连 ， 手手
相牵 ， 深深祝福祖国更加繁
荣昌盛！

市二十八小 四一班 朱智勇
辅导老师 李海娟

我爱伟大的祖国， 祝福祖国
繁荣富强。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王樱洁
辅导老师 段老师

祖国 母 亲 ， 为 了 您 的 尊
严 ，祖辈浴血奋战 ；为了您的
繁荣，父辈挑起重担 ；为了您
的和谐 ，英雄无私奉献；为了
您的辉煌，大家勇往直前！ 我
还小， 但一定会努力奋进 ，成
为最佳接力人！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阮驰元
辅导老师 张老师

祖国就像妈妈的怀抱一样，
温暖！ 祖国就像避风港一样，无论
在哪里生活，都感受不到害怕！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李百通

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符，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那就是您，
我的祖国母亲。我高歌祝福您！祝
愿祖国更强大！

市三十一小 二六班 王雨荷
辅导老师 熊浈浈

祖国崛起，人民幸福，民族兴
旺，努力学习。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张芸恺
辅导老师 张蕾

祖国，您好！ 生为中国人，我
很骄傲，也很自豪，在您生日即将
到来之际， 借此平台对祖国说声
生日快乐！

市二十八小 二四班 吴雨鑫
辅导老师 程老师

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赵鑫蕾

辅导老师 张蕾

黄河孕育了华夏民族， 长江
见证了炎黄历史。 伟大的祖国，我
为你自豪！

市二十八小 五二班 唐豆豆
辅导老师 张蕾

国庆来临， 我作为一名少先队
员，看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感到无
比的骄傲， 我要弘扬优秀的中华传
统，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小学生。 我要
向国旗敬礼，我爱你祖国!

市二十八小 二三班 贺鑫玥

让我们共同努力祝福伟大的
祖国，感恩祖国母亲，增强民族凝
聚力，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市二十八小 二一班 钮韵皎
辅导老师 任奇志

祝愿祖国妈妈繁荣昌盛！ 国
泰民安！ 少年强，则国强！ 作为未
来的接班人，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
习，成为祖国的栋梁！

市八小二五班 邢添乐
辅导老师 宁肖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