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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异乡祝福不变

发言人：马洪祥（枣庄） 职业：职员

小时候，每逢中秋，母亲总
是会到小卖部买回一两包月饼，
供全家聚于月下细细品尝。月圆
之夜，父亲把桌子搬到院内，一
家人围坐桌旁，边饮茶赏月，边
品味月饼，边聊天说笑，边享受
无边亲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
身心的快乐，镌刻在你的回忆深
处，永远也不会淡忘。你只是轻
轻想来，一种幸福感便也填满你
的身心。

那时的月饼包装简洁素朴，
不像今天看来外表豪华而尊贵，
令人一看即生望而生畏之情。月
饼的外包装上一般印有一个红
圈，是正方形外包装的内切圆。

圆内印有图形，也是红色，开始
并不懂其中之意，待到读书以
后，性别意识渐强，方觉那图形
主体是一个飘逸的女子。她举头
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明月，似有所
思，若有所想。现在想来，她大
概是在思想远方的亲人吧。

小时候吃过的月饼品种单
一，一般每包八块，每块里面都
点缀着青红丝，内加冰糖、花生
仁等，但吃起来却也香甜可口，
回味无穷。不过一个人吃整个的
月饼并没有什么意思，把每个月
饼平均切开，一家四口一人一
块，细嚼慢咽，偶尔相视一笑，
那样才有趣。我想，那也许是因

为增添了与人分享的感觉，所以
才有了那种沁人心脾的愉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月饼品牌多起来了。我所
生活的烟台就有土生土长的知名
名牌巧媳妇、威利发等；外地的
京式月饼、沪式月饼、广式月饼
等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由于
人们认为本地月饼上市早，新鲜
有保证，价格相对也便宜，所以
常常只认本地月饼。外地月饼因
应市场的需求，多走高端路线，
包装豪华，品味考究，供人们选
来走亲访友之用。月饼的品种也
变得丰富多样起来。以馅心来
看，传统的有五仁、枣泥、豆
沙、冰糖馅，瓜果的有凤梨、香
蕉、草莓馅，还有莲蓉蛋黄、海
藻、火腿馅等等。如果你喜欢吃
月饼，就可能在月饼的海洋里看
得眼花缭乱，往往会每样来上一
份呢。

从月饼变迁的历史，我们可
以真切地感受到，现在人们的生
活真是好起来了。

我一直都在读书，与家人一
起分享月饼的日子渐渐少了。读
大学期间，中秋放假时间往往很
短，也就不回家，只是给父母一
个电话，问候一声，报个平安。
学校会给每个人一点补助，或是
五元钱，或是两个月饼，但总是
没有往日过节的快乐，只有一个
人思念家人的愁绪。等到工作
了，以为可以趁假期回家，却发
现中秋往往来的不是时候，一般
都是九月学校开课期间，也就打
消了回家的念头。想家的时候，
就给父母打电话，不一样的是身
在异乡，对父母的节日祝福却是
不变的。

今年的中秋适逢国庆假期，
很想带新婚的妻子一起回老家，
与父母共度中秋佳节。

一年一度中秋至，
又是月明团圆时。不
管是工作有多么忙碌，
还是离家有多么遥远，
人们都要在这传统的
中秋节日里赶回家，阖
家团圆，共度中秋。现
在，中秋之夜的欢度，
有的家庭依然选择在
家里，有的家庭却选择
在饭店、酒店。笔者以
为，还是在家里过中秋
节味浓。

家里过中秋节味浓

发言人：杨修元（枣庄） 职业：职员

在家里欢度中秋节，更能体
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所固有
的特性。在古代，中秋节是仅次
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被认为中
华民族的团圆节，每到这一天，
许多远离家乡的游子，纷纷赶回
家中，与父母亲友欢聚一堂，把
酒言欢。现在也是如此，只有在
家中与祖父母，与父亲，与兄弟
姊妹、子女等亲人一起过中秋
节，才能过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的味道来，才能过出满满的
亲情来。如果在饭店、酒店过中
秋节，与全家人平常一块出去吃
顿饭没有什么差别，过节的气氛

和情趣会骤然减少很多。
在家欢度中秋节，亲自动手

做菜，更能增加节日的气氛。在
家中，全家人齐动手，在说笑
中，很快地就把菜做好了，其中
不乏家人想吃的佳肴美味。有的
老年人会在做菜中拿出看家本
领，有的小媳妇们会在做菜时不
动声色地露出一手，这一道道精
致的美食顿时勾起全家人的食
欲，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电
视播放的中秋节晚会的节目，边
畅饮美酒边品尝不同风味的月
饼，全家人谈笑风生，晚辈们向
长辈道出真诚美好的祝福，长辈

们向晚辈们提出由衷的期盼，这
其乐融融的家庭过节氛围，无不
增添了中秋节浓郁的节日氛围。
在这方面，笔者就有很深的体
会，有一年中秋节，怕父母做菜
劳累，就全家人一块到了一家很
有名的酒店，在一起过中秋节。
在酒店饮酒用餐中，父母并没有
像以往在家过中秋节那样高兴，
好像是在应付“饭局”，一副闷闷
不乐的样子。事后，父母才道出
了原委：“父母是让你们回家来过
中秋节的，不是让你们请父母到
酒店喝酒吃饭的，这样过节还有
什么意思。”虽然在饭店、酒店过
中秋节，省去了做菜、做饭的麻
烦和劳累，但是，绝对没有了在
家里过中秋节的节日氛围，也吃
不出亲自动手做出饭菜的味道来。

在家欢度中秋节，全家人一
起赏月，才是中秋节的真谛。金

秋送爽的中秋之夜，全家人围坐
在庭院的小桌旁，仰望天空中高
悬的明月，沐浴着如银似水的月
光，听着蟋蟀的弹唱，看着树下
随风而浮动着的斑驳光影，全家
人一块赏月，这时何等的人间仙
境，让人们心之向往；爷爷给孩
子们讲述着月亮的故事：嫦娥奔
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孩
子们用心听着，好奇地问着，无
不对月亮产生着痴迷……这最能
体现出人们期盼中秋节之夜“天
上月圆，人间团圆”的美景。如
果在饭店、酒店过中秋节，对于
赏月也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全
家人对一块赏月的温馨与享受了。

在这一年一度的万家团圆的
中秋之夜，愿天下做儿女的，要
挤出时间，回到家中，陪老人、
陪亲人过一个阖家团圆、节味浓
郁的中秋节吧。

常言道，月到中秋分外明，
又快要到中秋佳节了，每当中秋
夜，在那高悬天空如玉如盘的朗
朗明月映照下，20世纪 80年代脍
炙人口歌曲《十五的月亮》深情
地唱道：“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
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
我也思念……”那悠扬动人的旋
律，在夜空中回荡，明亮的月
光，拉近了家乡与边关的距离，
送给军人满满的团圆梦想与期待。

那年，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
海防前沿，为祖国站岗放哨，中
秋佳节也不例外，当万家灯火团
团圆圆的欢乐时刻，官兵们的中
秋月夜，有另一番别样情怀。

中秋节前几天，在我们连队
里，可忙坏了周事务长，为了让
比平时更紧张而站岗放哨的官兵
们，在节日里也和家里一样“过
个年”，他东奔西走张罗着为大家
准备丰盛的伙食，除了上级调拔
来的给养外，鸡鸭鱼肉“一个都
不能少”。

中秋节当日，连队没有安排
高强度训练，午饭后连队以班为

单位，所有成员围坐在了一起交
流谈心，营连首长也分到班里
去，每个人都把在部队的感受拿
出来跟大家一块分享。我们班有
一位新战士，中秋节有点想家，
在班里的李副营长深情地讲述来
部队的感受，“想家的时候就努力
克制，既然选择了当兵，就不能
儿女情长，每天和几十名战友在
一块，战友就是家人，中秋佳节
和战友一块过，就等于与家人共
度良霄，中秋了，家家团圆，可
是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职责就是
守护他们的团圆！”一席话，这位
新战士虽落了泪，但坚定的表
示：要握紧手中枪，把对亲人的
思念，对亲人的爱转化到训练场
上，让祖国，让人民放心，军
人，流血流汗不流泪！

晚饭前，全营官兵汇集到营
部门前小广场，观看别开生面的
拔河比赛，甲方为战士队，乙方
为排以上的首长队，哨音一响，

“开拔”，官兵们都铆足劲拔起
来，啦啦队欢声雷动，“参战”官
兵身体斜得几乎都接近地平线

了，战士队看到对方都是自己的
首长，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信念，一松弛，让首长队拉了
过去，首长队获胜，营长开了腔“战
士们可不要让啊！”第二局开场，战
士队初露锋芒，一使勁，拉过分界
标志，胜一局，战士队再铸辉煌，

“二比一”胜首长队，营长歪倒在
地，又站起来，高兴地说：“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好样的！”

“晚宴”开始前，连队还为战
士们安排了一项特别的“福利”，
每位战士给家里面打个电话，这
个消息让战士们喜出望外，战士
们拿着电话，有的拨给家人，有
的拨给朋友，战士们坐在一起，
一个人打电话，其余的人则在旁
边听着，和 《春晚》 小品一样，
二班副拿起电话，拨到了家里，

“喂，妈，妈妈，是我啊！”短短
的几个字说完，他的眼框已满是
泪水，其余的战士在一旁听着，
眼里也嵌着幸福的泪水，浓浓亲
情在中秋夜格外暖心。

“晚宴”开场，以连队为单
位，在食堂里“摆开战场”，炊事
班准备充分，爱吃辣，有辣，爱
吃甜，有甜，有“横跨”大江南
北的大米饭，有风靡西北高原的
高卷馍……中秋夜，让海防前哨
的将士们也品味到家乡饭，在军
营的大家庭里涵盖着自己的小

家。当“晚宴”进行正酣时，时
钟吿诉我，该轮到我站岗执勤
了，于是背起钢枪，奔赴哨位。

当我执勤完毕，官兵们已集
合在广场上，坐在马札上，手中
捧着军营自制中秋月饼，军用水
壶相伴，以茶代酒，欢度中秋
夜，小广场搭起简陋舞台，开始
中秋晚会，这时一轮满月高悬在
军营的夜空，官兵们仰望如玉如
盘的朗朗明月，一边把“酒”问
月，一边吃月饼，这时台上音乐
响起，演出开始，战友们自导自
演，欢歌笑语兵说兵、兵演兵，
官兵同台献艺的深情以及台下观
众热烈的掌声，将浓浓的节日氛
围烘托的热闹非凡，奏响一曲具
有军营特色的晚会，为远方亲人
过节送去衷心的祝福……晚会最
后，二连五班长与来部队探亲的
副营长爱人一起上台，演唱一曲
《十五的月亮》把晚会推向高潮，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
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
念，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
逻在祖国的边防线，我在家乡耕
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班，
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
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
半也有你的一半……”小合唱变
成全体官兵的大合唱，悠扬的旋
律在夜空中回荡，飞向远方。

我在军营过中秋

那悠扬动人的旋
律，在夜空中回荡，
明亮的月光，拉近了
家乡与边关的距离，
送给军人满满的团圆
梦想与期待。

发言人：戴忠群（枣庄） 职业：退休人员

共一轮明月
念悠悠故乡亲情

想家的时候，最是
中秋节来临的日子。随
着年龄的增大，自己也
在谋生之地成家立业，
中秋届临之前，不经意
间，怀想家乡的情绪往
往弥漫了整个的夜晚。

又到中秋月圆时
中秋寄语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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