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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出情人节 !玫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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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你最美好的情人节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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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相识于情人节# 在情人节定情# 在情人节结婚的情侣或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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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给男友一个特别惊喜

情人节!玫瑰宣言
发短信至

#$%!&$'"

静秋$

我爱的是与你相处的时间!而人生有多

少时间" 只有你让我忘不了那段时间!是回

忆#也是思念$ 我爱你!留住时间吧%

贤汉

云$

真希望小路没有尽头! 就这样手拉手一

直走下去! 让我们共同走完以后生命的每一

个情人节$ 祝情人节快乐%

上好佳

亲爱的敏$

我们结婚两年了! 这段时间由于工作原

因! 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 但我的心始终和

你在一起 $ 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 你辛苦

了$ 我爱你! 直到永远%

爱你的老公$ 华

弯脚三$

阳光覆盖不了心中的思念! 岁月也不会

抚平心里的牵挂! 思念会越来越强%

爱你的大肚红

亲爱的运$

让我好好握着你的手! 如同捂着我的爱

在心头$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 幸福就是这样

简单! 无需复杂! 简单快乐一直陪你走到最

后% 情人节快乐%

梦莎

大乌龟$

虽然我们相隔很远 ! 一年也见不了几

次! 但我相信! 时间和空间不会影响我们的

感情! 因为我们都深爱彼此! 对吗" 情人节

快乐%

小白兔

阿玲$

看不到你! 我才知道夜的黑暗& 拉不到

你的手! 我才感觉到世界的寒冷& 听不见你

的声音! 我才知道什么叫寂寞& 等待着和你

一起过情人节的心情! 我才知道爱你' 可以

和你白头偕老是我唯一的福分' 老公! 祝你

情人节快乐%

你可爱的老婆菠萝

蝶$

你我因为工作的缘故相隔两地! 今年的

情人节不能一起过! 但我的心里永远爱你#

想你%

爱你的刘刘

哥哥$

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二个情人节! 虽然

它的开始没有爱情! 但是在这两年中! 我们

都学会了用爱去培育和珍惜! 我想说谢谢你

老公% 谢谢你给我这份爱与时刻的包容%

云小姐

亲爱的翠珍$

祝你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 好事接
!

连

"

! 心情
#

季如春 ! 生活
$

颜
%

色 #

&

彩缤

纷! 偶尔
'

点小财! 烦恼抛到
(

霄云外% 请

接受我
)*

心
)*

意的祝福' 祝你天天快乐!

我永远爱你%

爱你的和

丽菲$

我眼中有一道彩虹! 是你永不褪色的笑

容& 我心中有一份情感! 是对你默默地朝思

暮想' 知道我在想你吗"

风以泉

亲爱的傻瓜$

值此情人节之际! 谢谢您真诚深爱的陪

伴 ! 祝愿你幸福快乐 % 你既是我永远的爱

人 ! 又是我永远的情人 % 我愿意一辈子爱

你# 想你# 宠你%

爱你的呆子

老公$

节日快乐%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

利 # 笑口常开 # 心想事成 # 身体健康 ' 老

公! 我没忘记绒绒狗的礼物哟%

海花

宝宝$

这是我们第一个情人节! 我很珍惜你的

到来! 让我改变了许多' 现在! 在这我要向

全世界的人表达我对你的爱! 让我们永不分

离'

()*+

燕子$

我的心空没有云的行踪! 却发现你投下

了倩丽的影子' 我把对你的爱恋写满世界的

每一片绿叶! 挂满春夏秋冬的枝头' 在我生

命的河流里只能容纳你的船舶停靠! 在我生

命的征途上只有唯一的你才能留下足迹' 我

相信有一天迎风飘动的婚纱会荡出沉甸甸的

幸福! 大红喜字会流淌出浓浓的甜蜜' 绚丽

的季节! 我们相约一生' 让 (南国都市报)

的读者朋友见证我们忠贞不渝的爱情! 让日

月印证我们恒久的情缘'

爱你的兵

海姣$

我们从相识相爱到你离开我! 已经六个

年头了 '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伤痛的

事! 但! 是人都会有错! 既然是伤痛就让它

过去吧%

传生

丑小鸭$

过去就让它过去! 求求你试着再爱我一

回! 如果可以再苦再累我也愿意去背' 丑小

鸭! 爱你我一辈子不后悔! 我不敢说我会让

你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但是我敢说我

会让你幸福' 丑小鸭! 我爱你%

守护星

探真小姐$

感谢 (南国都市报) 给我机会让全省人

民帮我见证我对你的祝福' 有些朋友如此简

单! 简单得可以好久不联系也不会忘记' 思

念如此神奇! 神奇到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莫名

其妙的想起' 我愿成为你一生的好友! 你愿

意吗" 祝你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李先生

丹丹!

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是一场伤心&

在对的时间遇上错人! 是一声叹息& 在对的

时间遇上对的人! 是一生的幸福' 希望我们

的相遇是上天的安排' 既然爱上你! 我就不

会后悔! 我愿意永远陪着你! 用我的一生去

照顾你! 让你幸福%

文

老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青春逝去多流连!

感慨光阴似飞箭! 幸君相伴吾良辰' 情人节

快到了! 我以次来表达对你的眷恋! 你对我

的宠爱之情意' 如果有来生! 我还做你的妻

子'

虹儿

智老公$

不知道你看了会不会开心'

!**'

年里我

们不好的都已经过去! 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彼

此珍惜! 携手到老# 永远幸福% 在此祝你情

人节快乐# 身体健康# 事业兴旺%

爱你的老婆猪猪

星$

你现在还好吗" 因为腼腆! 我没能找到

你大学的电话 & 因为腼腆我没有勇气面对

你! 只能在背后看着你' 但是离开学校后!

就不能做我习惯了的事情 *看着你每天上下

学时你的身影 + 如果以前就有这么深的体

会! 我说什么都不会听父母的话转学' 当初

以为离开我们共同的校园! 我就可以坦然面

对' 可是却换来更多更深的思念,,不过!

那些回忆已经足够体味! 而且能在背后看着

别人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美! 只要你懂得去品

味 ' 期待能够再次看见你 ! 看见幸福 - 快

乐# 自信的你% 重逢的时候可以允许我说出

压在心底快十年的那句简单的问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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