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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祖国妈妈：
您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母亲，在这肥沃又辽阔

的土地上，用您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具有龙精神的
中国人！

在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壮观的北京故
宫，有风景迷人的杭州西湖，有驰名中外的万里长
城，有物产丰富、美丽富饶的台湾。您的美丽怎么也
说不完。

祖国妈妈，您已走过了 60多个春夏秋冬，从神
一到神七，从香港回归到澳门回归，从北京申奥成功
到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您的儿女们
在兴奋和快乐中度过，让我们无不扬眉吐气，豪情万
丈。祖国妈妈，您用热情的双手迎来五洲四海的朋
友。如今，您已骄傲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祖国妈妈呀！我为您骄傲，我为您自豪！为了您
更加繁荣昌盛，我将更加努力，好好学习，长大为您
分担忧愁，为您解决难题！

祝祖国妈妈永远美丽，永远富饶！
您的孩子

慈吉小学 五（5）班 岑沂燕
小记者证号：A1800384 指导老师：张利敏

亲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今年的 10月 1日是您 69岁的生日，在这里我祝

您生日快乐！
60多年来您经历了风风雨雨，也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的伟大成就。我的家乡慈溪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其中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听奶奶说，建国初期，人们忙于生计，根本就无
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一般家庭的孩子能读到小学毕
业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那时候的学校又小又破，山
里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听妈妈说，在她上学的时候，教育已经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人们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开始慢慢重
视孩子的读书问题。学习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因此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现在的我，每天在慈吉小学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
习，在漂亮整洁的校园里活动，还有外教老师给我们
辅导英语口语，音乐老师教我们乐器演奏，美术老师
教我们写字画画。我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体会到
了学习的乐趣！

亲爱的祖国妈妈，您的崛起，令世界瞩目。我们
在您的怀抱里长大，感到无比的幸福。我想深情地告
诉您：“祖国妈妈，我为您骄傲！我为您自豪！我相
信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亲爱的祖国妈妈：您的昨天，我没有亲眼目睹；
你的今天，我亲身经历；而您的明天，我将亲自建
设！我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带
领我的孩子在您的怀抱里茁壮成长。

此致敬礼
爱您的孩子

慈吉小学 二（3）班 方思林
小记者证号：B1800135 指导老师：刘开薇

亲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在这层林尽染的季节里，

您的生日到了，我祝您生日快乐。
祖国妈妈，以前有人这样说您：“中国虽然拥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可是已经衰弱了，它将会成为一头
永远沉睡的狮子，它的威武早已一去不复返。”但
是，无论面对多少困难，多少挫折，您不也都坚强地
挺过来了吗？

祖国妈妈，您知道吗？那天，我坐在沙发上，看
见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激动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谁也不会明白我心里有多么高兴。

祖国妈妈，未来的您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幅盛世景
象呢？

未来的您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全国人民都会
幸福安康。您足够强大，与世界各国秉承和平共处
的原则；您经济发达，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在
您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奋进。全国人民为您骄傲和自
豪！

祖国妈妈，我对您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会努力学
习本领，在不久的将来，去改变我们的城市，去强盛
我们的国家。助您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让您永远是和
平幸福的代名词！

敬祝
生日快乐！

您的孩子
曙光实验学校 五（1）班 古雪熙

小记者证号：A1802047

亲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2018年 10月 1日迎来了您 69岁的生日，在这

里孩子祝您生日快乐！
总听外公讲述您的到来是多么不易，那时

的您是多么的被动。经历了“鸦片战争”、“九
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
战争的残酷让人们期待和平，这是我们最美好
的愿望，也是我们共同的呼声。再看如今的您
是多么的繁荣富强。 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
办，让全世界都认识了现在的您。航天事业突
飞猛进，飞机场、高铁站、地铁站、港口、码
头等等一个个相继建成，加速着您发展前进的
步伐。洋房别墅、小轿车、数码电器让我们过
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暑假里我还见证了您更为震撼人心的一面。那
天凌晨4点我们便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却发现那
早已人山人海。没过一会，就听到人群中喊：“出
来了出来了。”顿时广场上鸦雀无声，只听见

“笃，笃，笃”整齐的脚步声。近了，只见英姿飒
爽的解放军们手握步枪，我不由得也捏紧了拳头。
当国歌响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观看的
人们也自豪地唱起了国歌，有好多人脸上还挂满了
泪水。我知道那是骄傲的兴奋的泪水，一股无形的
精神力量油然而生。

祖国，亲爱的妈妈！您的飞速发展让全世界震
惊，您的崛起令世界瞩目。我们在您的怀抱里长
大，感到无比的幸福与自豪。

祝：
祖国妈妈繁荣昌盛！

爱你的孩子
慈吉小学 五（6）班 姜烨浩

小记者证号：A1800406
祖国母亲：

您好，在这里我要向您说一声：“祖国母亲，生
日快乐！”

1949年 10月 1日，您从羞辱中走来。在天安门
城楼上，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国
人民站起来了。这庄严的宣告，雄伟的声音，使全
场三十万人一起欢呼起来。他们都喊着：“中国共
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
岁！”这时，您如同重获新生一般，拥有了一个崭
新的生命。

2008年8月8日，您开心极了。那是我们中国人
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荣耀，这是我
们中国人的光荣。您的儿女也不负所望，创造了 51
块金牌的辉煌成绩，处于奖牌榜的第一位。您的光彩
让世界瞩目。

可想起当年惨不忍睹的战争，那时，您的子女在
苦难中成长，站起来了，将敌人统统赶走，重新修
建，让您恢复了原本的面貌。

华夏子女在您细心地哺育下茁壮成长，谢谢您，
祝您生日快乐！

您的儿女
慈吉小学 五（6）班 王钦晨

小记者证号：A1800417

亲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爸爸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给我生命的妈

妈，一个是给我营造和平环境，助我茁壮成长的祖
国妈妈。首先我要感谢自己的妈妈，感谢她在夏夜
给我扇扇子，在雨天为我打伞，在生病的时候送我
上医院，在犯错时给我正确的引导。一次，老师让
我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
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
妈。”

是呀，祖国妈妈，在您的呵护下，一晃九年过
去了，我正茁壮成长着：在您的关爱下，我拥有了
一个美丽的校园，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马
路上的红绿灯和条条洁白的“斑马线”让我们的交
通有了秩序，安全得到了保障；是您让我们吃上了
新鲜、可口、干净的水果。我觉得您越来越美丽
了。

从小，爸爸妈妈就带我去领略您的大好河山，无
限风光。我去过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空气清新的
厦门、广西北海，风景宜人的千岛湖，广阔的东北大
草原……

再看看我们的家乡——慈溪，正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美丽的明月湖畔
人影绰绰，慈溪大剧院里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安居乐
业，生活幸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您给予我们的！谢谢您，我
的祖国妈妈！最后祝您69岁生日快乐！

爱您的孩子
实验小学 二（1）班 高贝妮

小记者证号：B1800643 指导老师：余燕

敬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今年是您 69 岁的生日，首先祝您生日快

乐！我出生在浙江，是一名小学生。我一出生就
在您的怀抱里快乐成长。我仰慕您，热爱您。还
记得 4岁时，在地图上看到了您。我才知道祖国
妈妈您是多么伟大，多么美丽。您有 56 个民
族，大家聚在一起是多么团结呀！上学后，我才
知道，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百年奥运，全国人民
都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儿
女，流淌着中华血脉。

其实，我很想快点长大，多学一些知识，为祖
国妈妈做贡献！愿与您一同跨越困难，创造辉煌！
祝愿您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

热爱您的孩子热爱您的孩子
慈吉小学慈吉小学 二二（（44））班班 应双羽应双羽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BB18001371800137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陆佳欣陆佳欣

敬爱的祖国妈妈：
您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在
您 69岁生日来临之际，从小在您的怀抱里茁壮成长
的我想把这首歌唱给您听，您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才迎来69岁的生日啊！

您地大物博，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是一
个美丽的国家。您有雄伟的万里长城、壮观的北京故
宫、奔腾的长江黄河、巍峨的珠穆朗玛峰、风景优美
的西湖……您遗留下来的这些是多么珍贵，您让整个
世界变得五彩缤纷，您的丝绸、茶叶、陶器早就闻名
中外，享有盛誉。

您的科技发展更是迅速。听爷爷说新中国刚成立
时只有自行车和公交车，而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小轿
车。载人飞船成功地发射，实现千年飞天梦想……我
每时每刻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祖国妈妈呀！我为您骄傲，我为您自豪！我一定
会努力学习，为您增添光彩！我更坚信，越来越繁荣
昌盛的中国，必将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您的女儿
慈吉小学 二（4）班 周妤涵

小记者证号：B1800138 指导老师：陆佳欣

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特别的“好吃”。妈妈跟
我说：“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我们来做月饼吧！”

我先拿出一团冰皮和一些面粉，把面粉粘到冰皮
上，再把冰皮揉匀。皮好了，就把馅儿放到冰皮上，
把馅儿裹住，像宝宝穿上了一件衣服。这时月饼宝宝
完成一半了。把白粉洒进准备好的模具里，然后把刚
才捏好的圆圆的月饼宝宝放进模具，用手按平，再把
模具翻过来，倒出完工月饼。看着完工的月饼我很自
豪，妈妈也夸我做得好。

俗话说：“无月不中秋。”意思是没有月亮怎么过
中秋呢？你看，月亮姐姐她镶嵌在深蓝色的夜空中，
好似一个白色的玉盘，洒下千丝万缕银色的光辉，照
耀着我们，为中秋增添了无限欢乐。等着月饼出炉的
我，在阳台上张望着月亮，鼻尖萦绕着若有若无的月
饼香。

终于出炉了，吃着亲手制作的月饼，欣赏着美丽
的月亮，我爱过中秋。

育才小学 三（4）班 娄氿
小记者证号：A1803386

别样的中秋

下午，我们班举行了快乐中秋节的活动。
我们准备了许多有趣的节目，有背古诗，有讲

关于中秋节的故事等。而我最喜欢的是我同桌孙培
轩所讲的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听着故事，我慢慢拆
开月饼，捧出那个可爱的小家伙。月饼又圆又黄，
闻一闻，香香的。我咬了一口，外面脆脆的，里面
有一层豆沙，豆沙里有一个大大的蛋黄。一口下
去，将蛋黄味、豆沙味都一次性吃进了嘴里，豆沙
的香甜混着蛋黄的鲜味，味道好极了。我三两下就
把月饼全都吃完了。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
城区中心小学东部 二（1）班 冯歆媛

小记者证号：B1800075 指导老师：潘焕琪

快乐中秋节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天

为了团聚在一起，在外打工的子女都会回家看看年
迈的父母。中秋节的月亮特别的圆，特别的亮，而
中秋的人儿心里特别暖。

这一天，大街小巷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
洋溢着中秋节的气氛。我和妈妈一起去买月饼，
一走进月饼店，热情的服务员向我介绍了各式各
样的月饼，最吸引我的是鲍鱼月饼，因为它像圆
圆的玉盘。还有豆沙味的、榴莲味的、哈密瓜味
的月饼……我们在阳台上吃着月饼，说说笑笑，
特别有趣！我仰望着圆圆的月亮，爸爸讲起了嫦
娥奔月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玉兔……

今年的中秋节我特别高兴！一家人聚在一起说
说笑笑，赏月吃月饼真的特别有意义！

润德小学 三（3）班 陈煜煊
小记者证号：A1802179

中秋节

爸爸告诉我，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在中秋节除
了吃月饼还有吃石榴的风俗。今天正好是中秋节，我
在心中暗暗想：要是有石榴吃就好了。

早上，我和爸爸路过小区花园，忽然发现有一
棵树上挂着红红的果子，远远看去像一个个小小的
灯笼挂在树枝上。我忙拉着爸爸走过去仔细瞧：

“哇，原来是一棵石榴树呀！”这棵石榴树的树干和
我的手臂一样粗，一株株紧紧挨在一起，笔直往上
长，大约有两层楼那么高。绿色的树叶长得像小刀
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树枝两侧，一个个圆鼓鼓
的大石榴挂在树枝上。我叫爸爸摘下一个石榴，急
忙拿回家，剥开外壳里面的果实晶莹剔透、闪闪发
亮。拿一颗送到嘴里，甜甜的、香香的。爸爸说:

“石榴不但好吃，还能保护视力，而且多吃石榴还
有美容的作用。”我暗暗想：难道妈妈那么漂亮，
是因为爱吃石榴？

吃完早饭，我又在小花园里摘了几个石榴，想送
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让他们也尝尝。

这个中秋，有石榴为伴，我们一家人都特别开
心！

实验小学 二（1）班 胡轶珵
小记者证号：A1802726 指导老师：余燕

中秋节吃石榴

下午，我们一家人带着中秋节礼物去看望太太
（外曾祖母）。

太太今年 91岁，生病了，非常虚弱，躺在床上
全身没有半点力气，闭着眼睛也不会说话，更不能吃
饭，只能喂一点点水。我和弟弟大声喊她：“太太！
太太！”可是她不答应，只能微微动动手指头。我想
起以前每个周末我和弟弟去看望她时，她总是拄着拐
杖，很有精神气地站在院子门口笑得合不拢嘴，给我
们塞很多好吃的东西。看着躺在床上的太太，我的心
里很不是滋味。

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但是这可能是太太最
后的中秋节了。在这个中秋，我们家没有过多的喜
悦，心里沉甸甸的，但是我们要和太太好好过，让这
个团圆的日子没有遗憾。

慈吉小学 双语2A班 余沛阳
小记者证号：A1804063 指导老师：张卓颖

最后的中秋

给祖国妈妈的一封信

中秋月圆人团圆

话说中秋放假前昔，我们班举行了一次活动——
思故乡，迎中秋。

节目开始了，一台台精彩的节目呈现在我们眼
前。你瞧！芯语穿着贴身漂亮的民族服装，换上红舞
鞋，看上去美极了！

音乐响起，芯语随着音乐的节奏，慢慢地舞动起
来，看着那婀娜的舞姿，犹如一位下凡的仙女，让人
仿佛置身于她的舞蹈意境中，很是令人陶醉。不一会
儿又传来了敲鼓声，原来是她使出来的“杀手锏”，
鼓声时而温柔时而强劲。这一声声鼓声扣动着我们的
心弦，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望无迹的大草原，大伙儿
围成圈，中央燃烧着高高的篝火，唱着跳着，不禁让
我回想起远在内蒙的亲人……老师、同学那热烈的掌
声把我拉回了现场！

在这么多同学们表演的节目中，令我印象最深的
是最后一个压轴的歌唱节目——《卡路里》。我们班
四个女生凭着她们刚学的歌词、动作，相互鼓励、齐
心协力，完美地演唱了这首歌曲！中间她们还对老
师、同学、家长献上了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中秋
节快乐！”虽然这句话很朴素，但是载着她们最甜美
的祝福。当歌曲接近尾声时，她们一起大声说道：

“祝老师减肥成功！”瞬间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得前仰
后翻。

欢歌笑语中，我们度过了这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慈吉小学 五（13）班 胡荩尹

小记者证号：A1800552 指导老师：胡群锋

欢歌笑语话中秋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这次中秋节我要和

妈妈在家做冰皮月饼！
早晨，我和妈妈去集市买做冰皮月饼的材料。

回到家后，我们首先将牛奶、植物油、糖粉倒入碗
里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把糯米粉、粘米粉、小麦
粉倒入另一个碗里搅拌均匀，然后将混合好的牛
奶、植物油、糖粉倒在一起，搅拌均匀，我搅呀
搅，发现它的颜色变得像洁白无瑕的白玉兰。搅拌
好后，把它放进烧开的蒸锅，大火蒸上半个小时！
冷却后把冰皮分成许多份，搓圆，压扁，在里面放
入适当的馅儿，馅有许多种：有红豆沙，绿豆沙，
蛋黄……接着在把冰皮合上，搓圆。最后，我们把
做好的圆球放进磨具，压出图案，这样就大功告成
了！

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月饼，一
边抬着头赏月，长辈讲着《嫦娥奔月》的故事……

这个中秋节我真开心尝到了自己做的月饼。
第三实验小学 五（5）班 卢嘉琳

小记者证号：A1803942 指导老师：郑筱薇

冰皮月饼

夜幕降临夜幕降临，，月亮悄悄地露出了脸蛋月亮悄悄地露出了脸蛋，，好像一轮又好像一轮又
大又圆的明镜大又圆的明镜。。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它被远处的一朵乌云遮住了它被远处的一朵乌云遮住了
脸脸，，只剩下一点点亮光只剩下一点点亮光。。我和家人我和家人
拿出了月饼拿出了月饼，，围坐在一起赏月围坐在一起赏月，，大大
家有说有笑的感觉真幸福啊家有说有笑的感觉真幸福啊！！

城区中心小学城区中心小学 部部
二二（（44））班班 徐翰徐翰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8046191804619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胡梦央胡梦央

欢度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