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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飞

-

云里游： 我只是一只渴望有

你陪伴有你爱的小鸟， 因为你的存在，我

才会飞得更高。我不需要什么童话般的爱

情 ，我也相信 ，我们本身的故事 ，已是童

话，你是王子，我是公主。今年，我只希望

能跟你一起，在巴黎铁塔下，海誓山盟。

幸福感觉跟我走： 十年风雨同行，你

为家庭操心，为家人操劳。扶持鼓励我创

业， 每一个进步的过程都有你的付出，在

此刻，我只想让你生活轻松些，送你一套

组合厨具，让生活更舒心！

semmer-yu

： 再艳丽的玫瑰也会凋

谢，但我对你爱永远不变；再甜的巧克力

也会过期，我对你的热情却永远也不会消

退；电影感人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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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而已，我对你的

宠爱却是一生一世直到永远心不移！亲爱

的，我爱你！让我来保护你一辈子吧

!

Sally

茶茶 ：想要的其实也不多 ，在

你身边 ，为你做一份早饭 。老来可以相

伴就足够 ，彼此深爱 ，彼此相伴 ，彼此

依偎 。我想成为你生命中的独一无二 。

我的人生很美 ，只因有你 。七夕节 ，草

坪上 ，我们一起看星空 ，看牛郎织女 。

我爱你 ！

飞鸟游侠： 你的秀发被风牵引着，你

的衣裙被风轻拂着

,

飘飘曳曳，你俯下身

轻轻抹平我在海边留下的脚印，每当我思

绪清醒，我只觉得自己是守船的艄公

,

在

晚风中，开着轩逸，等待着你！我们一起走

下去！

女王

-

菲菲：亲爱的，知道你正在为事

业而拼搏，了解你的辛苦，我愿意做你坚

强的后盾。希望今年你生日那天送你一部

苹果手机， 用它记录下我们甜蜜的每一

天。亲爱的，不要太辛苦。不要太苛求自己

了，这个家，有你在我就满足了。

无敌小小穎： 即使遇到过多大的困

难，也无法令我们分开。和你一起走过的

日子，总令我如此回味。虽然你可能无法

看到这段爱的留言，但相信你能感受到我

对你浓浓的爱意，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名

字我的姓氏”，爱家，爱你，爱轩逸！

愚蠢的毛毛：人群中那一瞥，熟悉的

宛若前世那张脸。追寻百年终让我们在红

尘中碰面。从此我们的世界被爱点亮。

甜甜私房妞： 在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相遇，然后相恋。我只希望

每天清晨醒来能看见你温柔

的脸， 给你一个轻柔的

吻。我想念我们在一

起的每一天，就

算在彼此身

边，还是

如 此 想

念。老公我

爱你 ！ 有你

在身边 ，我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腊八花：你是我生命中最

闪亮的音符， 我的生活因你

而精彩！ 感谢你陪我一起

度过的十五个春夏秋冬。

今秋，只想牵着你的手，

看你的眼， 光着脚丫，

一起漫步在海边的

沙滩上。

千 雪 宝 贝

儿 ：亲爱的 ，我

知 道 你 的 压

力 很 大 ，面

对 养 家 的

压力 ，面

对着生病了容易发脾气的父亲，面对

着工作上的压力……所以有时

候也请你放松一下， 我说过

你是属羊的，而我属狗，

我愿意永远做你的

牧羊犬，守护着

你 一 生 一

世。

活动

播报

A uto

“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

———新一代轩逸爱家梦想感言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7月19日至9月30日，东风日产面向全国推

出“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新一代轩逸爱家

梦想感言征集活动。 消费者可以通过官网或微

博以#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发表自己对家人的

“爱家轩言”及“心动逸刻”家庭梦想。

此次活动除了有丰富的奖品之外， 东风日产

还将选取优秀“爱家轩言”，通过媒体平台、微

电影等多种形式展现消费者的爱家情怀， 并最

终评出前十名优秀“爱家轩言”获胜者，帮助他

们实现家庭梦想。

目前， 正在进行的是“爱家轩言之有你有

爱”主题征集票选阶段，已有近10万名网友通过

官网或微博以#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发表自己对

家人的“爱家轩言”及“心动逸刻”家庭梦想。这

数万条爱家宣言，言语或华丽，或朴实，形式有诗

词歌赋倾诉衷肠，也有短短一句胜过千言。

我们将为您展示网友支持率较高的 “爱家

轩言”，分享爱的感受。

#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之有你有爱#

优秀爱家轩言展示

素颜暖心：一定是三生有幸才得

你相伴，在相濡以沫的平淡日子里，感染

彼此的气息，被渐渐同化。当日复一日

的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上烙印， 当一圈

又一圈的年轮在我们脚下走过，我们

互相体贴关爱，一起走过那些平淡

而又美丽的日子。

张玲的秋天： 其实遇见

你是我最幸福的， 会经常不

经意收到你的礼物，时刻关

心着我， 但是最让我感动

的还是这么多年了你从

来不要求我干家务活，

对我提出的要求都是

百依百顺，在这里我

想说亲爱的你辛苦

了，我永远爱你。

long_tiger

：

我 的 生 活 本

是 平 淡 无

奇，是你的

出 现 让

我的心湖泛起了涟漪。你可知道，你已不仅

走进了我的心，更走进了我的生命。认识你、

被你爱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情。 我希望，在

未来的每个日子里都有你相伴。 亲爱的，我

爱你，永远！

麻利马力轰：我们牵手一起走过今后的

日子，不管是鲜花铺路，还是荆棘满地，不离

不弃，彼此相爱，我会永远伴随你左右！只愿

与你携手到老！我爱你！直到地老天荒心不

变……

苏伯爵该隐：老婆大人，一直以来你辛

苦了。为了这个家你付出得太多。也谢谢你

能包忍我的坏脾气。 你的好我默默记在心

里，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的爱只属于你。让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而努力，只愿和你到白

头。

天佑我们

faye

： 这一生只要有你什么都

愿意 有欢喜有哭泣一切变成甜蜜， 黑夜和

晨曦，狂风和四季， 我像温暖的摇椅永远抱

紧你，我的心从未曾犹豫，最真的爱，全都献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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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粒：如果生命中不曾有你，就

不会有相聚时的甜蜜；如果生命中不曾有

你，就不会有分离时的牵挂；如果生命中

不曾有你， 我就不懂魂萦梦牵的含义。希

望能和你晨起相携，暮时相扶，在平淡中

相守，一起手牵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子清为车狂：从小你就照顾着我，明

明比我小， 还总装出一副大人样。

7

岁认

识你到现在你成为我儿子的妈， 二十几

年的陪伴， 生命中因为有了你才更加丰

富多彩。

10

月你生日，我愿和你一起去丽

江， 在纯美的环境中继续谱写我们爱的

篇章。

堇山

鄮

山： 结婚二十年， 有你的付

出，才有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一直想陪

着你出去旅游一趟， 因各种原因至今未

成行，希望借轩逸的东风，陪你去神秘的

西藏走上一趟。

songbingcai

：三年前，我指着电视荧

屏上的你， 对朋友说，“我要她成为我未来

的妻子”，朋友对我说，“除非有奇迹”。三年

后， 我真的奇迹般牵着你的手走进了婚姻

的殿堂。而现在，我只想带你去泰姬陵度蜜

月，去领略那与爱情有关的美丽奇迹。

补拙当勤： 在这有末世预言的年份

里，不管是否真实，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走过剩下的夏、秋、冬。在我们最值得纪

念的日子里， 我将陪你到你心仪已久的

地方，重温那些年温馨的旧梦！

仕的先生

e

：我们相遇相识相爱，这一

牵手定是一生， 没有华丽的婚礼没有奢华

的生活，朴实带给我们真诚，我们为了生活

漂泊， 却也享受其中， 只想有一款单反相

机，记录下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年华老去时

让记忆永相随！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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