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工赚生活费、参加志愿者培训……

大大学学生生的的中中秋秋节节
小小计计划划还还真真不不少少

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一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香甜的月饼，赏大大的月亮，
是再美好不过的了。中秋这个日子，就是由月、夜、家组成的。

月亮圆圆，月饼圆圆，每个人在这一天，最期待的也是阖家团圆。在这里，我们
也向大家说一声：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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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王在辉

又是一年中秋节，虽然中秋
节假日只有短短3天，但不少人
已经做了详细的打算。各高校开
学时间大多是在九月初，新生们
都在忙军训，所以中秋节几乎都
是在学校过。

曲师大2013级新生妍慧，老家
是济南，这是她第一次住校。她说
原来过中秋节，一大家人聚在一
起，非常开心，这次过中秋节少了
独生女的她，家里人一定挺难过。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准备宿舍几
个人一起聚个餐，出去转转，玩得
高兴点就不那么想家了。”

“我们宿舍有个同学的妈妈
怕她太想家，刚来看了她，给我
们带了月饼。”在一边休息的一
名女生说。

在曲师大军训场地，记者见
到了法学院2013级新生杨丝雨。

丝雨老家东营，性格非常开朗。
“中秋节那天我们宿舍六个人准
备上去唱首歌，还要抽空看看向
往已久的大海。”杨丝雨说，“我
比较独立，平时经常跟爸爸聊微
信，不是很想家。挺期待和同学
一起过中秋。”

与上面这些新生不同的是，
大二学生小林这个中秋节要在
快餐店打工。在大学城一家快餐
店里，小林正在忙活着收拾桌
子。“只要没课，我就来这里打
工，晚上一般八点多下班。开学
没多久，中秋节不回家了，在这
打工赚生活费。”虽然打工挺辛
苦，但是小林一直保持着笑容。

曲师大的学生小涂说：“过
几天有个激光雷迪尔级世界帆
船锦标赛志愿者培训要参加，所
以也不能回家啦。如果不培训的
就和学校社团的朋友们聚一
聚。”

中秋假期太短

回不了家挺愧疚

@啊摩尔船长：中秋因为工作原因可
能回不去了，心里挺愧疚的，父母打电话
说，工作忙就别回来了，工作要紧。其实我
知道他们是想我回去的。希望十一不这么
忙，能回去陪陪他们。

@木头人121926129：很想回家过啊，
可是这么远，来回一趟三天时间就没了。
还是等到十一在回家吧。

@淡淡一笑：三年前的中秋节没有回
家，长久在外，人变得麻木，变得没有节假
日。

求学在外思念家

想念小时候过中秋

@小希LaurenHo：想念爸妈了，想念小
时候在家过中秋节了，爸爸总是会给我和
妹妹买上一打厚厚的大大的又好吃的月
饼，我还记得月饼的样子，又大又圆，里面
有花生米和冰糖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小
玩意，可好吃了，我和妹妹最开心了。那时
的月饼味道让我难忘啊，现在怎么吃也吃
不到当年的味道了……

@杏仁米朵：中秋团圆夜，而我却在异
地求学。说起来这也算我的第二故乡了，
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两年，但是我已经喜欢
上了你——— 日照。

中秋回家和家人

吃个团圆饭

@如烟往事俱忘却11：中秋当然回家，
一家人坐在一起，做一大桌子的饭菜，没
事聊聊天，然后吃着月饼赏着月。是多么

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到时候一起吃螃蟹，
分月饼，赏圆月。

@wenxue：中秋节快到了，也要准备
点东西回家，陪爷爷奶奶及爸爸妈妈吃顿
团圆饭了，回家和家人们聚在一起，才是
最欢乐的事。

@xiaohuihui9721：回家过中秋，工作以
后陪爸妈的时间更少了，这个中秋回家好
好陪陪爸妈，回家吃奶奶给做的月饼。

平时闲着没事

请多回家看看

@大司马缸砸光：自从上大学之后就
没在家过过中秋了，现在毕业一年多了，
离家也近了，一定要回家过中秋。月是故
乡明，不为别的，主要的是回家多陪陪父
母，他们才是我们魂牵故乡的依靠。

@静静：中秋节又来了，这一年又快完
了，每当这个时候都想回家看看父母，很
长时间也没回去了，给父母的电话也很
少，我知道父母肯定是担心我牵挂我，他
们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过的好，
该回家看看了，哪怕就是吃顿饭也好……

带着对象回家

好好孝顺下父母

@笨丫头小辛：去年中秋，回家看了一
眼，没来及吃顿饭！今年带着我的他回去，
希望能给爸妈带去点欢乐的气氛。

@安康安康：中秋节到了，带着老婆孩
子回家过节，赏月吃团圆饭。

@老季：快到中秋节，周末和老婆回家
看看老母亲!母亲越来越老，儿女越来越远!

趁节日，回家伺候伺候老人家，让她高兴
高兴。

本报见习记者 杜光鹏 整理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在外的
游子们，心中割舍不下的是故乡的回忆，对亲人的思念。
本报新浪微博，也与网友尽情互动。一起来看看他们都
是怎么过中秋节，如何诉说对家人思念的吧。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记者团的同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月1 2日，在中秋佳节到
来之际，济南明天儿童康复
中心的老师来到了山东体彩
中心，给体彩送来了一份充
满爱心的节日“礼物”——— 老
师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月饼
和贺卡，寄托了深深的祝福
和谢意。

济南明天儿童康复中心
一直致力于孤独症儿童的康
复训练。孤独症儿童被称为

“星星的孩子”，他们就像天
上的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

世界里，这一特殊群体更需
要社会的关心和爱护。体彩
作为一项公益事业，一直以
回报社会、奉献爱心为己任，
在关爱孤独症儿童方面同样
也是不遗余力，2 0 1 2年 7月，
济南体彩为明天康复中心送
去了价值3万元的康复器材；
2 0 1 2年教师节，山东体彩人
又 来 到 明 天 康 复 中 心 慰 问

“天使的妈妈”；2 0 1 3年 5月，
孤独症儿童运动会在山东体
彩的支持下顺利举行，孩子

们从中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
快乐。

为了感谢山东体彩长期
以来对孤独症儿童的关爱，
今年中秋节前，济南明天儿
童康复中心的孩子们亲手制
作了月饼和贺卡，送给体彩
中心的叔叔阿姨们。一张小
小的贺卡，寄托了孩子们的
无限心意；一盒甜甜的月饼，
送 上 了 中 秋 佳 节 的 浓 浓 祝
福。

(孙秀红 )

浓浓浓浓谢谢意意 深深深深祝祝福福
孤孤独独症症儿儿童童为为山山东东体体彩彩送送来来中中秋秋月月饼饼

9月1 1日，“排列5” 第1 3 2 4 7 期开
奖，开奖号码“67308”，全国共中出77注，59

注被烟台彩友揽获，其中 1 0注花落烟台
05130号体彩站，49注花落烟台05103号体
彩站。59注大奖，590万奖金，着实让烟台彩
友震撼了一下，更让人吃惊的是，两个网

点的站长所描述的中奖者特征基本吻合，
疑为一人所中。

12日一早，两家体彩站就被前来沾喜
气儿的彩友围住。喜中百万大奖的红色横
幅高高挂在05130号体彩站门前，彩友边打
票边好奇地打听着中奖者的身份，刘站长
介绍说，中奖者是位东北口音的中年男
子，是个老彩友：“由于他最近一周经常来
购买排列5，而且每次对自己所选号码都
很有信心，多倍投注，而且单票只打两注，
所以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刘站长描述
的彩友体貌特征和打票方式得到了05103

号体彩站辛站长的应和，老辛说，自己站
上中出的49注大奖也是这样一位体貌特征
的彩友中的。于是彩友们纷纷猜测，5 9注
大奖应该被一人包揽！

大奖如果被一人包揽的话为何要在
两家体彩站打票，他为何对自己所选的号
码如此有信心，对于排列5玩法，大奖得主
究竟有啥“绝招”. . . . . .让我们共同期待大奖
得主早日现身，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吧！

(于丹)

排排五五559900万万大大奖奖喜喜降降我我省省

NBA赛事精彩绝伦，激动人心，受到广大球迷的
追捧和喜爱。而体彩顶呱刮NBA第三代10元新票凭
着12次的超高中奖机率，个性十足的票面，刚一上市
就迅速走俏。9月9日，威海彩友小王(化姓)就幸运刮
出了我省第一个NBA10元新票头奖25万元。

据了解，彩友小王对体彩的各种玩法都颇有研
究，尤其钟爱“11选5”和顶呱刮。9月9日，小王来到荣
成文化路上的17235体彩投注站，进门后便扎在走势
图前研究起来，一边研究还一边和旁边的站长聊天。
因为了解小王十分喜欢尝试新票，站长便向他推荐
刚上的NBA新票。小王一听立马心动了：“我喜欢这
个罗斯，给我来两张这个吧！”拿到票后，小王仔细地
刮起来。突然他大声喊道：“啊！我的号码和中奖号码
里都有13，我中奖了！个、十、百、千、万，二十五万，我
中了25万，是罗斯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太棒了！”中了
奖的小王极度兴奋。

谈到奖金的安排，小王兴奋地向笔者一一说道：
“首先我得给老家的父母汇些钱，然后用剩下的钱在
荣成定个房子交首付，这样我就在威海落脚扎根
啦！”

(张笑尘)

我省顶呱刮NBA新票

首个25万大奖中出

体彩高频“11选5”的
任选七游戏是从1-11中任
选7个号码进行投注，选
中全部5个奖号即中奖，
单注奖金26元。

“任选七”即2元买7个
号码，只要选中5个奖号
即可中奖，可采用单式、
复式、胆拖投注。在体彩
高频游戏“11选5”各玩法
中，“任选七”深受彩民喜
爱，中奖率较高。

选号参考：①选重号
(上期奖号选择2-3个)；②
选热号(近期出现次数较
多的、连出3-5期以上的
号码重点考虑)；③选连号
(一般至少选择2组二连号
或三连号)。

任选七：

选7中5高概率

◎网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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