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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爱您中国……”一首耳熟能详的旋律，唱出了千万人对祖国母亲的赤子情深。在她的襁褓中我们才能茁壮成长；在她的庇护下我们

才有欢歌笑语。岁月流转，在伟大的新中国71岁生日之际，让我们献上最深情的告白：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捧起一把泥土，我说这就是我的祖

国；掬起一朵浪花，我说这就是我的祖

国；弹奏一曲《春江花月夜》，我说这就

是我的祖国。从 1949 到 2020，七十一

年栉风沐雨，七十一年风雨兼程，七十

一年砥砺奋进。

翻开新中国的历史长卷，我看见正

在成长的祖国。毛泽东指点江山，坚实

的脊背顶住了八面来风；邓小平改革开

放，广袤的大地欣欣向荣；国家一代代

领导人，挽着五十六个民族的臂膀，团

结一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不同的岗位上闪耀着奋斗者的灿

烂光辉。2020年的春节，当一场新型冠

状病毒席卷武汉时，我们看到了许许多

多温暖人心的场景。

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第一时间

奔赴武汉；73 岁的李兰娟院士连续加

班每天只休息 3 小时。我的姨父是北

京某医院的一名医生，与家人聚少离

多，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享受片刻的舒适

和家的温暖。然而今年春节，疫情的爆

发，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打乱了他的

美好安排，也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在

与家人相聚几天后，他决定前赴武汉一

线参加疫情“防控战”。

他的这个决定遭到家人的反对，甚

至年迈的奶奶说出了只要他走，便绝食

的狠话来挽留他，只有父亲默默地支持

他，他明白儿子做出决定的道理：国家

有难，人间有爱，我们不能退缩！

离别的钟声敲起了，我们依依不舍

地目送他远去，他强忍着泪水不敢回

头，怕看到亲人们担忧的神情，怕这次

离别会成为永别！可是刚过完安检时，

在他回眸的那一刻，我看见他那强忍的

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作为中华儿女，我

们要以智慧为笔，以汗水为墨，在时间

的画卷上记录赤子之心，在历史的苍穹

下书写壮志豪情！

广汉市第九小学
六（4）班 蒋烨

指导教师 陈大会

新冠疫情牵动着每一个华夏儿

女的心，疫情发生以来，我时刻关

注消息，也在网上阅读了许多关于

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文章。其中，

一篇叫作 《世界欠中国的热搜》 的

文章深深打动了我，文章里的一字

一句依旧历历在目，深深地印在了

我的脑海之中。

文章主要叙述了中国和日本在疫

情期间如何处理大型国际邮轮靠岸防

疫的事件。“钻石公主号”停靠在日本

横滨码头，船上虽然划分了病毒危险

区和安全区，但管理一片混乱，形同虚

设。船上的医务人员也不重视防护，

有时连口罩都不戴，3700多人的排查

检测用了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足

以让一个轻症患者拖成重症患者，重

症患者走向死亡。可谓轻吞慢吐，完

全为病毒的扩散清平了道路。反观

“歌诗达赛琳娜号”刚刚在中国天津靠

岸，疫情专家和医务人员立即登船采

样，快速调查邮轮的现场情况，4806人

的排查检测应急处置工作，全部结束

仅仅用了24小时。

想到这些，我又不禁想到我们的

祖国。1 小时，武汉天河机场完成 20
余吨医药物品装卸交付；3天，13座方

舱医院陆续改造完成投入使用；6天，

50多支医疗队，6000余名医疗队员集

结湖北；9天，推出17款快速监测试剂

盒；10天，上万名施工人员昼夜不停，

建成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大医院……这

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

抗疫，这就是中国速度！“中国速度”让

我们看到了战胜疫情的希望，坚定了

打败疫情的信心，充满了对新生活的

向往。读着文章，自豪感油然而生，我

为我的祖国自豪，我为自己生在中国

自豪。

我作为祖国的一名小学生，在疫

情期间，尽量少出门，多“宅家”，

减少病毒的传播途径，不让病毒继续

猖狂下去，不为社会添乱。我在心里

默默地为武汉加油，为湖北加油，为

伟大的祖国加油！我相信，祖国一定

会战胜这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

一天天关注着疫情的变化，新增患者

的数字在一天天变小，我由衷地高

兴，我看到了中国速度带来疫情迅速

变化，看到了安宁幸福已一步步向我

们走来。

这次疫情还带给我深深的思考，

作为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我应该怎

样做。我的心中有了答案，我们都应

该珍惜光阴，好好利用每一分钟，好好

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作出贡献，让

中国加速腾飞！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家！我为我

是中国人感到骄傲，我更为我有一个

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1）班 史航鸣

捧起一把泥土，我说，这是

我的祖国；拾起一片绿叶，我说，

这是我的祖国；唱起一支山歌，

我说，这是我的祖国；仰望湛蓝

的天空，我说，这是我的祖国。

祖国的山，祖国的水，让我

倍感亲切与温馨；祖国的一草一

木，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万里

长城，让我感受了你的气势磅

礴；古老的村落，让我感受了你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祖

国，你是那样雄伟壮观，令人赞

叹。

曾经的你，饱受辛酸与痛

苦。圆明园的毁灭，让我看到了

你内心的悲愤与呐喊。卢沟桥

的枪声，激起了中国人民积聚在

心中的愤怒，多少华夏儿女抛头

颅、洒热血，在所不惜。1949 年

10月 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了！从此，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你掀开了新的篇章，

人民迈步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康庄大道。

今天的中国，人民安居乐

业，笑容满面。孩子们坐在宽敞

明亮的教室里，幸福地读书写

字、画画吟诗。啊，祖国，在你的

怀抱里，我们茁壮成长。

今天的中国，处处欣欣向

荣，欢歌笑语。少年儿童在党的

阳光雨露滋润下，努力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长大为祖国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您无

私地养育着我们，辛勤地培育着

我们，我们一定努力前行，不怕

困难与挫折，用智慧和力量，把

您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祖国，我永远爱着您！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于豆豆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奋斗者的光辉奋斗者的光辉

文章热情洋溢地讴歌了为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
及疫情期间夜以继日工作的钟南山、李兰娟，并由此想到自己的姨父，增强了文章
的感染力和真实性，结尾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感人肺腑。

点
评

祖国
我永远爱您

开篇作者用诗一样
的语言，赞美祖国。接
着，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抒发了少年儿童对祖国
深深地热爱之情。

点
评

了不起的中国速了不起的中国速度度
——读《世界欠中国的热搜》有感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
疫情应急处置的对比中，事实
和数字证明了中国在危难应
急中的速度，作者感爱到全国
万众一心的团结大爱，爱国之
情油然而生，立志为祖国的腾
飞而努力。

点
评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历

经多少风雨和磨难。无数英雄前

辈浴血奋战，牺牲自我，才换得我

们如今的舒适生活。他们，不应

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不仅值得

我们学习，更加值得我们去传承

去发扬。

惨痛的历史时刻提醒我们：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是我们青少年应该传承

与发扬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

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国家。一路走

来，历经多少坎坷与磨难，又一次

次从敌人的刀枪下站起来。有人

说，中国是东方一只沉睡的雄狮，

终有一天，它会被人们唤醒。我

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愿以吾

辈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

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价值，

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实现人生的价

值。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

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些人

将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

值；有些人只是庸庸碌碌走完他

的一生。有些人不甘被社会遗

忘，甘于奉献，甘于为祖国尽心尽

力；有些人却甘于平庸，甘于碌碌

无为。祖国是我们的避风港，是

我们坚实的后盾，我们应该报效

祖国，为祖国奉献出全部的价值，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千千万

万的人，终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凝

聚力，祖国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危难之际，请别害怕，因为你

的身后是强大的祖国，祖国给予

我们太多太多。在各种灾难面

前，祖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们也应该心存感激，誓要将祖

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们不仅是

祖国的花朵，也是祖国的护卫。

我们肩负着振兴中华的责任和实

现中国梦的使命感，也更应该奋

发图强，去完成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心中有梦，怀揣一颗感恩之

心，砥砺前行。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们

不仅是祖国的儿女，也是祖国的

代言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向上，中国便蒸蒸日上！

平昌县响滩中学
八（2）班 付玲
指导教师 杨柳

当今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变，我为生在这样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和自豪，我要为伟大的祖国点赞！

2016 年 8 月 16 日 1 时 40 分，随着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划破长空，全球首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

成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片欢呼。此

次卫星发射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

间科学研究又迈出重要一步，这是值得

每个中国人为祖国点赞的。

早在几千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

便提出了“光沿直线传播”的理论并设

计了著名的“小孔成像”实验，奠定了光

通信和量子通信的基础，在我国物理光

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因此，这颗伟大

的卫星以墨子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对

物理光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墨子号”信

息传输的“无条件”安全，“墨子号”是如

何保障信息安全的呢？第一，发送者和

接收者之间的信息交互安全不会被窃

听和盗取；第二，“主仆”关系可以主动

确认，“主人”才可指挥“仆人”，其他人

无法指挥“仆人”；第三，发送者和使用

者之间的传递口令一旦被恶意改变，使

用者便会马上知晓，重新发送和接收指

令。

在量子科技发展的国际跑道中，中

国属于后来者。因此，前期始终落后于

其他国家。经过我国科学家多年的努

力，中国终于成为国际一流的量子信息

研究国家，在量子科技发展的国际跑道

上遥遥领先。“墨子号”的问世，激发了

人们建造绝对安全通信网络的热情，量

子技术又成了各个科研人奋力角逐的

目标。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从毛泽东主

席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到“东方

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从国务院作

出决策并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到杨

利伟乘神州五号飞船胜利完成我国首

次载人飞行。我国航天史上这一幕幕

震撼人心的画面，都是科学家鞠躬尽瘁

换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祖国辉煌的

今天。

我要为祖国点赞，她养育了代代中

华儿女成就了璀璨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我要为祖国的科学家点赞，是他们在祖

国的大地上写下了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平昌县岳家小学
九（3）班 龚玲

指导教师 吴文兴

我为伟大祖国点赞立青春之志立青春之志 扬爱国之心扬爱国之心

作者言说了中国过去五千年的跌宕起伏，致敬先烈，心怀感
恩，由衷抒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更发出豪迈之声：少年向上，
中国便蒸蒸日上！小小少年的中国说，令人意气风发，慷慨激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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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头点题，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行文如流水一般，详略得当，重点
突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结尾恰到好处地点明中
心，情真意切，意味深长，感染力极强。

点
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