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浓情中秋，味浓情
更浓。

千百年来，古老
而传统的节日年年轮
回，它们从流逝的时光
中，标识出一个个饱含
情感意义的日子。在平
淡琐碎的日常中，提
醒我们记起并珍惜，
生活中最宝贵的那些
人和事。

中秋来临之际，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壹点
号特推出“中秋团圆
饭”主题征文活动。经
过短短三天的征集，壹
点号创作者们踊跃参
与，投稿30余篇。这里
我们精选了3篇征文，
与大家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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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点号作者马西良

秋来月如水，中秋月更明。
中秋节到了，农家小院热闹起

来了。金黄的树叶，不时从树上像蝴
蝶飘落，空气中布满稻谷的清香，圈
里的猪不停地撒欢，引得主人不时
扔进一块地瓜、一个玉米棒子、一把
青菜，稳定这畜生闹节的情绪。

城里的亲戚，乡里的好友、邻居
间的晚辈，提几盒月饼，驮一箱子
酒，割几斤肉，你到我家串串门，我
到你家说说话，叙叙家常，引得庄里
摇着尾巴的小狗，在门口不停地叫。
狗是通人性的，主人吼一声“这不是
外人”，狗也知趣地停止了叫声。

中秋是团圆节，在外地的儿女
都要回来。十五不能在家吃团圆饭
的，总要买几斤月饼，给爸买几条
烟，给妈买箱奶，临走再给父母放几
个钱。车子要走，娘总忘不了给装点
鲜花生、鲜豆角，刚烙好掺着豆子的
煎饼，从墙上摘下几个丝瓜、大南瓜

带回城里的家。
临近黄昏，村庄升起一层层暮

霭，家家户户炊烟升起。路上布满了
乡亲们拉玉米、花生的车子。车子装
满了收获的庄稼，装满了农家人一
年的希望，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二叔到我家喝几盅”“三哥到
我那里聊聊”。这时农家人不吝啬
语言，总是把人们说得心里暖暖
的。菜的香味，酒的香味，不时飘
来。月光如水洒在大地上，搬上八仙
桌子，将刚炒出锅的辣子鸡、买的猪
头肉，还有花生、黄瓜、肉炒豆角、清
炒四角梅……七个碟子八个碗摆满
了桌子。

男人们酒量大，宴席还在进行，
妇女们离开酒桌，将那堆在院子里
山一样的玉米，剥开皮系上，等着男
人喝完酒往树上挂。花狗瞅着飘着
香味的菜肴，啃拾着扔下桌子的骨
头。而不想入睡的大黄鸡也来了精
神，眼瞪着女主人的手里，看看玉米
棒上有没有虫子，也想享受一顿美

食。
老人们念叨着没有回家的孩

子，感叹着今天的好生活。天上一轮
明月爬上天空，唤起人们对团圆的
向往。孩子们不厌其烦地问着“哪个
是桂花树”“吴刚捣药累不累”“嫦娥
长得俊不俊”。飘着酒香的农家小院
格外热闹，人们沐浴在洁净如水的
月光中，明月印证着家庭亲情与朋
友的友情。天上月满圆，地上人团
圆，素心对月，各抒情怀。

月上中天时，酒菜的香气布满全
村，酒喝大了，话也多了，声音越来越
响，家家灯火通明，户户喜气洋洋，农
家小院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人们
在明月朗朗的小院里，在月光的洗礼
下，享受着回归自然的乐趣。

“那故乡的山，那故乡的水，那
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那故乡的
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是情。最美的
中秋永远只是在梦中了，它停留在
童年的记忆里，成了我今生最珍贵
的财富。

□壹点号作者华丽

临近中秋，天空的那轮蟾月越发
地大了圆了亮了。每每望之，总感觉
在浩瀚的天宇间，有一双奇妙之手，
每日握着一支银色的素笔，在那空缺
处昼夜不停地描摹着、勾勒着。于是，
月儿渐渐丰盈起来，圆润起来，硕大
的玉盘镜子一样悬在了八月十五的
苍穹，悬在了世人期盼的目光中。

这样的夜晚，我会放下一切琐
事，一个人静静地伫立窗前，抬头仰
望那轮明月。我不由想起了埋藏在
心底的那些遥远的时光，那些温馨
的过往。记得儿时，每每到到中中秋秋，，母母亲亲
便便会会搜搜罗罗一一番番，，找找出出一一切切可可食食之之材材，，
做做几几块块月月饼饼，，炒炒几几个个好好菜菜。。父父亲亲则则在在
院院子子里里摆摆上上八八仙仙桌桌，泡上一壶茉莉
花茶。在他们眼里，中秋仅次于春
节，即使生活再困难，也要竭尽全力
让孩子们感受到佳节的乐趣、团圆
的乐趣。

暮色降临，一家人围坐在小桌
旁，开始享受这难得的美好时光。我
们一边吃着香喷喷的菜肴，品尝着
母亲做的印有“中秋快乐”字样的月
饼，喝着父亲泡的茉莉花茶，一边观

赏赏着着那那轮轮越越升升越越高高、、越越走走越越近近的的明明
月月，，别别提提多多开开心心了了。。这这个个时时候候，，父父亲亲
还还会会拎拎出出一一瓶瓶高高粱粱大大曲曲，，自自斟斟自自饮饮，，
慢慢品咂。看着他一杯一杯呷着小
酒，很享受很自得的样子，我忍不住
抢过酒杯也喝了一口。没想到，看起
来清冽纯净的液体，到了我这儿就变
得暴烈起来，又苦又涩又冲的滋味
儿不仅难以下咽，还呛得我猛然咳
嗽起来，脸也涨得通红。

父亲在我的脸上爱抚地捏了一
下，轻声说，喝酒要细品慢咽，不能像
喝水那样一口气往下灌，母亲则赶紧
为我端过来一杯清茶……饭后后，，母母亲亲
又又炒炒了了一一盘盘西西瓜瓜子子，，父父亲亲开开始始摆摆龙龙门门
阵阵。。父父亲亲是是个个饱饱读读诗诗书书的的人人，，在在我我少少
时时的的心心目目中中，，他他渊渊博博的的知知识，比得上
一部百科全书。父亲还是个幽默风趣
的人，每当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们讲故事，那也是我们最
开心最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的
肚子里究竟藏了多少有趣的故事，好
像永远也讲不完道不尽。每当听着他
津津有味、娓娓动听的叙述时，我都
会忘却周遭的一切，甚至忘却自己，
完全沉浸在故事里。

多少年过去了，那样的时刻，那

样样的的氛氛围围，，成成了了我我一一生生中中最最美美好好最最
难难忘忘的的回回忆忆。。那那晚晚的的月月亮亮真真圆圆真真大大
啊啊！！沐沐浴浴着着融融融融的的月月色色，，我我们们一一个个个个
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中
秋节的来历；听他讲嫦娥奔月、吴刚
伐桂、玉兔捣药的故事；听他讲末代
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那
个“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的大
月饼……

不知是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解太
具吸引力，还是天上那个可爱的玉
兔也想听一听这些有趣的故事，总
之，她优哉游哉地来到我家院门外
那棵高大的树梢上就停下不走了。
我想，此时如果有个梯子攀上去，一
定能看得清她美丽的容颜，够得着
她银色的衣袖。

在尽享佳节的美好和团圆中，
我和弟妹渐渐长大。多少年过去了，
那月下的情景，月下的一切，好似一
部发黄的老电影，时不时就会在我
的脑海里回放。

今夜，房间里依旧不需要任何
的照明，却一样清晰，一样可见。重
温逝去的一幕幕，那永远也不可能
再现的一幕幕，内心便似雨水打湿
了一般，湿淋淋一片。

故乡最美中秋夜

中秋望月

中秋月夜杂感

□壹点号作者王永港

1
月光很皎洁地从天上洒下

来，像碎银子般。我呆呆地坐在
石板上，听蛐蛐在我身边尽情
地歌唱。静静默默的微风轻轻
溜过，留下一片沙沙的声响。

十年前的今夜，我孤独地
守着月亮。十年后的今夜，月亮
守着孤独的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我只是笑笑，因为
笑总比哭要好。

“今天中秋节了！”我默默
地说着，或许月亮听得见。

2
总是在想，为什么那么喜

欢月亮？
儿时，在母亲怀里，听关于

月亮的故事，有玉兔，嫦娥，桂
花树……不记得是在何时第一
次见到月亮，更不记得月亮是
在何时印在心上。但是，有月亮
的晚上，总想起母亲，想起母亲
那动听的故事。

母亲一生操劳，总是希望
我有大的出息，可是我……我
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母亲，只是
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母亲，祝
福着自己。

今晚月圆，我却在异地他
乡，只好把我的思念，化作一缕
月光，洒向母亲的心房吧……

3
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愿

望，远离家乡，浪迹天涯。
“你看那风筝，即使飞得再

高，再远，也逃不掉手中的那根
线！”父亲有一次突然对我说。
我的心猛地一颤，就像月光在
皱起的水面上波动，碎了一池。

暑假回家，才发现父亲老
了，头上添了许多的白发，脸上
也爬满了皱纹，而且眼睛也有
点花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劝父
亲，让他少种点地，少操劳一
些，因为他一生钟爱着土地，从
来没有闲过一次！

走的那天，父亲很早就去
送我，乘着淡淡的月光，听潮水
拍打着海岸，我的心就湿了，湿
得厉害，就像草叶上的露珠，晶
莹剔透。

我知道，很多年前的那个
愿望，其实是很幼稚，很可笑的。

我知道，我走得再远，飞得
再高，也是走不出父亲心里那
份牵挂。

4
今夜，月圆。
今夜，中秋。
今夜，我独自守着月亮。
今夜，月亮守着孤独的我。
然而，我的思绪，却乘着月

光，飞向我那遥远的故乡……
（文章均有删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自制月饼，浓浓的亲情在其
中。

9月21日，济南情报员“sdey ~风吹麦浪”向齐鲁晚报官
方客户端齐鲁壹点情报站发来山大二院南部院区（济南善
德养老院）的“家人们”共迎中秋的照片，DIY月饼走起，这
些创新的花样，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一起来看看吧。

“陪伴在老人身旁，幸福满溢，温暖和甜蜜从唇齿间流
淌进老人心里，祝福所有老人幸福安康！”情报员“sdey ~
风吹麦浪”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互动记者 王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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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酥脆，一面柔软，白里透黄，麦香浓郁。”这里所
说的就是盛家火烧，其绝佳的口感常引来食客这样的评
价。9月21日，情报员“山左吴人”向齐鲁壹点情报站发来一
则美食情报，中秋节前一天，情报员来到威海石岛，带您
走进盛家火烧民俗展示馆，去看看那里的美食。

“盛家火烧是盛家村一门独特的手工技艺，至今已有
几百年历史。”情报员介绍说，盛家村人制作火烧有个绝
招，一般只用三把火就把火烧制熟，因此有很多人慕名而
来，那个味道浓浓的麦香味，勾起了大家的童年美好记忆。

“三把火”听起来容易，却离不开师傅们对火候等要领
的掌握。这“三把火”分别是：
第一把火，把锅预热，在
火烧的一面“烙花”；
第二把火，把火烧
另一面烙成金黄
色；第三把火，把
锅盖上，火烧就
基本熟了。 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
互动记者 王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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