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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到00后各代人的暑期回忆

那那些些年年，，
你你的的暑暑假假长长啥啥样样？？
本报记者 赵清华

上世纪70年代

干完农活尽情撒欢

很久以前，对于很多出生
在农村的孩子来说，暑假就是
不用上学的夏天，也是一段帮
大人们忙完农活后，可以尽情
跟小伙伴们撒欢的美好时光。
烈日炎炎，忙完一上午农活的
大人们吃过午饭后开始睡晌
觉，而孩子们却个个从自家屋
里跑出来。小一点的孩子跟在
大孩子的屁股后面，到处寻找
水沟野游，或者上树摘野果。

“我们那时候的暑假，老
师布置的作业很少，一两天就
完全能做完。”60后王美莲女
士说，她的暑假没有睡懒觉的
放松，只有干完活后和小伙伴
们在小树林里的狂欢。

“天还不亮，孩子们都还
没睡醒，就被母亲喊起来推
磨。”她忆起儿时的经历，她说
父亲当年在外地工作，家里没
有男劳力，生产队里要赚工分
只能靠推磨烙煎饼。凌晨三四
点钟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作为
家里的老大她就已经和母亲
一起一圈圈地推磨了，有时太
困竟推着就睡着了。

在那个没有风扇更没有
空调的年代，唯一的送风工具
只有蒲扇。“我们那时候，暑假
好像也不太热。”她说天最热的
那几天晚上，她便和大人们拿
着小凉席一起去屋后的河床上
乘凉，“身边若有蚊子，用蒲扇

‘忽闪’两下，它们就跑了。”
其实，早上推完磨，她这

一天的任务也就完成一多半
了。没有玩具的家里并不是她
和小伙伴们最好的游乐场，他
们最喜欢的是村子最西边的
那片小树林。男孩们爬到树上
用竹竿顶着面筋去粘蝉，女孩
给帮忙打下手；或是去果园里

“偷”些桃子西瓜之类的，在这
里分赃；或是来场警察抓小偷
的游戏，一般都是男女对决
的……

“经常是玩得正开心呢，
就被喊回家了。”王美莲回忆
道，因为母亲做饭需要她帮忙
烧火，她当时就想要是有哪天
做饭不用烧火，那该多好！“整
个暑假好像没什么计划，不读
书，也不做作业，玩到哪里算
到哪里。反正觉得暑假过得很
快，一眨眼就开学了。”

上世纪80年代

自由徜徉在书海里

相对来说，长于上世纪80
年代的一代要比上世纪70年
代的孩子们要幸福得多，少了
些来自家庭生活的压力，他们

的暑假活变得更加自由。
70后私营业主吴佩华早

已为儿子的暑假出国游列好
了计划，“暑假比寒假长，孩子
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像我们
那个年代只能靠看书、听广
播、看电视来拓展视野……”
正说着，他开始忆起自己儿时
的暑假生活。

一本《暑假生活》几乎包
揽了学生们的所有暑假作业，
除去“作业书丢了”“忘记带作
业了”等理由，只要开学时能
够完成《暑假生活》，这个暑假
你怎样玩也没有人约束你。作
为班级语文课代表的吴佩华
在放假的第一周进入疯狂作
业模式，把这一本书赶完，接
下来的四五十天时间就是彻
头彻尾的玩！把平时只能在课
间或放学后才能看的书一股
脑儿看完！

“我们那个年代，中小学
生 在 暑 假 出 游 还 是 比 较 少
的。”吴佩华说，当年在看完大
学生表哥的旅游照片时，他羡
慕不已，看着他羡慕的样子，
父亲也承诺等他上大学后也
可以暑假旅游。他当时的任务
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为此，
父亲还专门为他办了一张图
书馆的借书证。

拿到借书卡后，图书馆几
乎成为他每天必去的地方，有
时竟忘了吃饭，还得母亲去图
书馆找他才知道到了吃饭的
点。“其实，我们那时候还算是
比较自由的。”他说，父母没有
强制我自己做什么不想做的
事儿，而是根据他的兴趣帮他

办借书卡、买书，也使得他的
暑假很有意义。

上世纪90年代

与小伙伴一起拉二胡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老百
姓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家长
们除了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
物质生活外，有些已经开始帮
孩子报名各种专业辅导班，而
当时的辅导也主要以特长兴
趣为主。

今年28岁的烟台女孩王
文瑜，目前是当地一名小学老
师。每次暑假开始之前，她都
会鼓励学生们好好利用假期。
不能光顾着玩游戏，而是要培
养一个兴趣爱好，来让假期更
欢乐充实。

回忆起自己儿时的暑假，
王文瑜告诉记者，她当时几乎
都是在少年宫度过的。从幼儿
园一直到小学毕业，她的每个
假期都去学习二胡，最后考得
一个二胡十级证书。“学二胡
并没有想象的枯燥，毕竟从小
学得简单。”她说，是二胡将她
和小伙伴们联系起来，也让她
的暑假变得充实起来。原来因
为是家里的独生女，爸妈工作
比较忙，经常让王文瑜一个人
呆在家里，这让她感觉很孤独。
然而，假期里在少年宫却能以
学习的名义跟大家在一起，她
感觉比去哪里玩都高兴。

有时候，她从少年宫回到
家后，就会被奶奶领着去广场
遛弯。看到有老人吹拉弹唱
时，她们便停下来观赏一阵
子。后来，奶奶带她去公园时

干脆就带着二胡，找一个僻静
的小角落里，让她演奏。开始
时她还有些不好意思，但慢慢
就习惯了，“后来还引来了很
多小朋友围观，这让我很兴
奋。”

其实，暑假还有一个让她
难以忘怀的记忆就是当年的

《新白娘子传奇》、《白眉大
侠》、《射雕英雄传》，还有《西
游记》等电视剧。虽然，当年的
电视画面中没有炫目的制作
特效，但是演员们的演技却朴
实动人。“那时候，大人和孩子
都喜欢看，电视剧的魔力是相
当大，有时候做梦自己都成白
娘子了！”

2000年以后

被辅导班占据的暑假

“如今我的学习成绩很
棒，爸爸妈妈也没逼着我上补
习班。看着身边好多同学被逼
去上课,我真的很庆幸。”吴湘
宇说，小时候自己比较贪玩，
成绩很差，寒暑假经常被补课
占据，而如今“长大了”，成绩
提上去了，暑假就按照他想要
的样子过了。

“以前，上完辅导班我是
偷偷摸摸地玩。”爸妈不在家
时，他蹑手蹑脚地给小伙伴打
电话一一下通知：“上网，开
打！”不一会儿工夫，小伙伴们
在网上聚集玩网游、斗地主、
英雄杀……玩得不亦乐乎，当
然，也有被爸妈逮着的时候，
那肯定是一顿臭骂。

后来，2004年一次学校组
织的暑假实践活动让这个“玩
世少年”触动很大。“赚钱还是
挺难赚的，上辅导班交的学费
不是一般的贵啊！”从那时起，
他开始用心学习，也不再白白
浪费爸妈的血汗钱了。也正是
从那个暑假之后，他的成绩突
飞猛进。而他的父母也认定这
是辅导班的功劳，在接下来的
寒暑假里为他报了各种各样
的辅导班。“看着他们交的那
些钱，我是真的心疼啊！”吴湘
宇无奈地说。

他告诉记者，初中以后，
他的暑假生活已经被各色辅
导班瓜分得“体无完肤”了。不
知不觉中，他与儿时的玩伴们
之间的感情也开始疏远，都各
自过自己的假期，彼此之间甚
至连个电话都没有。“那样的
日子，我并不开心。”后来，吴
湘宇终于鼓足勇气向爸爸妈
妈坦白了自己的心声，以他现
在的学习状态，完全可以不报
辅导班也可以保持成绩优异。

“一开始，他们拉我进辅
导班的态度很坚决。”连续两
个学期都保持成绩稳定之后，
吴湘宇的父母才对他的暑期
辅导班生活松了口。

每年的七八月份，上学的孩子
们都会迎来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对
于家长来说，孩子的暑假究竟怎样
过才更有意义，这确实是一件令人
头疼的事情。而对于已经从幼儿园
毕业即将进入小学学习的孩子来
说，如何利用这个假期为适应小学
提前做些准备，就显得更为关键。
1、鼓励孩子的兴趣

如果孩子自己有很多的兴趣爱
好，因为平时上学而顾不上，假期应
该鼓励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
兴趣爱好上面。

如果孩子从小没有太多兴趣爱
好，在漫长的假期里面，就很容易被
动画片和电子游戏吸引，甚至成为
他的唯一爱好。如果孩子每天的闲
暇时间全部被电视机或电脑占据，
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当心了。我们应
该让孩子认识到还有很多比这些东
西更有意思的事情，同时也要为孩
子创造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虚拟世界
以外的真实世界。
2、鼓励孩子阅读

孩子的精神成长是离不开好书
相伴的，而平时太忙，没有太多时间
读课外书，假期正好是一个很好的
时间。

对于即将进入小学的孩子来
说，家长不要带有太多功利的色彩，
也不要强行让孩子写读后感，做读
书笔记。很多好书，只要孩子真正用
心去读了，对他的影响就会是潜移
默化的，不用死记硬背、生搬硬套。
当然这需要根据每个人的阅读习惯
而定。
3、鼓励孩子外出旅行

暑假是一个旅游的黄金时间，
但旅游并不只是休闲娱乐的功能，
孩子们更能在旅行中得到成长。其
实，一次旅行，就是一次体验，甚至
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当然，也是
一次绝好的成长机会。

美的教育、责任的教育、文化的
熏陶、自理能力的提升、独立意识的
培养、适应能力的提升、意志力的磨
炼等等，全都可以融入其中，潜移默
化。更重要的是，跟简单的说教和强
制的灌输相比，孩子是在愉悦的心
境中感受到的教育，其效果将会更
持久。
4、鼓励孩子参加运动

现在的很多家庭，让大一点的
孩子成天宅在家里不出门的越来越
多。据观察，经常在小区里面活动的
多是学龄前儿童，而小学阶段的孩
子少有每天在外面运动的身影。

其实，利用暑假，走出家门，进
行户外运动和锻炼是颇有意义的事
情。同时还能防止孩子的体重增加
过快。曾经有学校做过统计，假期以
后有九成孩子会长胖。假期里面吃
得好，零食多，不运动就是肥胖的罪
魁祸首。天气好的时候，让孩子多外
出活动，疯跑打闹，流流汗。
5、鼓励孩子提前做好学习准备

当然，在假期，孩子们也需要提
前为进入小学做好适当的学习准
备，家长可以布置一定的作业或练
习，让孩子具备基本的知识储备，为
顺利过渡到小学的学习奠定必要的
基础。

这个短暂的学习准备，对孩子
尽快适应下一阶段的学习还是有很
大的帮助。其实，如果家长有时间，
也完全可以在家利用假期，让孩子
提前做些学习上的准备。
6、别让孩子伤在电子产品上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很容
易接触到动画片、电子游戏等电子
产品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家长采
取堵的方式来处理，也将无济于事。
当周围的小朋友都在看一些流行的
动画片或玩一些流行的电子游戏的
时候，让自己的孩子与这些完全隔
绝很难做到。

链接

如何让暑假

更有意义

遥想儿时，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非暑假莫属。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美好的暑假生活，但不同
年代的暑假也是不一样的体验。没有补习班，没有兴趣班，没有写不完的假期作业……对于很
多人来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暑假是真正放飞身心的享受。再后来，暑期辅导班逐渐兴起，
学生们的暑假也逐渐被辅导课占据。又一个暑假悄然降临，记者采访了几个不同年代的代表
人物，让我们通过他们的暑期故事，来感受下这些年的暑假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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