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后：旅游季 走遍天涯海角 玩出旅游达人
讲述人：小红（1993 年生）

从小我就喜欢玩，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放
养式”的，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条条框框。每年
暑假，爸妈都会抽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因此，我的
暑期时间大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上高中后，父母开始允许我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每次旅行，我都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些年我到过国内很多城
市，也去过台湾和新马泰。我认为，最开心的事就
是经常到一个新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欣赏各具特色的天成美景， 在旅途中锻炼自己，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暑期旅游，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就是自己跟一个好友第一次出国旅游。 记得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仗着自己懂几句蹩脚的英
语口语，就飞到了马来西亚。结果，刚下飞机就在
问路时遇到了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整个人一下
都懵了。 幸好后来遇到两个中国留学生，这才问
到了路。

那次回国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最起码口语要过关。

今年的暑期行程，我早早就计划好了，决定
考完试就跟几个好友去柬埔寨旅游。 大学期间，
我打算继续我的旅行计划，都说“心灵和身体总
有一个在路上”，现在，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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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自己儿时

的暑期生活吗 ？ 不同年
代，人们的暑期生活也各
有其不同特点。 下边，就
让我们通过这一个个回

忆的片段，串起一条时间
的长轴， 带你穿越时空，
感受 60 后、70 后、80 后、
90 后和 00 后等各年龄
群体独特的时代印记吧。

00 后：体验季
暑假怎么过 家长说了算
讲述人：晓华（2000 年生）

我的暑期生活很难让我兴奋起来。 每年还
没放假，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送我去读什么兴
趣班。 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占据了我暑
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
出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句话，暑假怎么过，
得看爸妈的安排。

说起兴趣班， 由于我打小性格就像男孩
子，所以，三年级那个暑假，妈妈帮我报了舞蹈
班。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的舞步很生硬，更跟不
上音乐的节拍，感觉非常吃力。 后来，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我进步挺大，但心里还是不喜欢
跳舞。

今年刚升上初中，我的第一个暑假更加忙
碌了。 妈妈帮我报了绘画班、英语和数学补习
班，每周一至周五，我要学画画；每周二、周四
下午，我要学英语；周六和周日还得学数学。 同
时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暑假作业，这让
我觉得暑假跟平时上课没啥两样。

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暑期生活跟我也差
不多，上补习班的占了多数。 私下里聊天，我们
都希望能有多一点外出游玩的时间。 但我也知
道，父母也担心我们外出不安全，而他们上班
很忙，也没时间陪伴我。 现在我就盼着快些长
大，能在假期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早点从“被
安排”中走出来。

60 后：干活季 大多数时间 都在照顾弟弟妹妹
讲述人：美玲（1963 年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农村， 家里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我是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弟
弟妹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过暑假，作
为家中的老大，我都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
任。

每天早上天刚亮， 我就要和父母一起起
床，到离家两三里路的村口老井去挑水。 那
时候一日三餐很简单，有时蒸上几个红薯，有
时用青菜熬点白粥。 虽然粗茶淡饭，可我们都吃
得很开心。

这么过暑假，我是不是有些像保姆呀？其实，

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同龄人都是
这么过来的。 不是帮家里干农活或做家务，就是
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时间能跟同学、朋友聚在
一起玩。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别样的乐趣。 记得
村里晚上常常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为开心
的时候。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抢位置。不放电影的日
子，我们也有其他保留“节目”，躺在稻草堆里数
星星，跑到田里抓萤火虫等等；现在想起来，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好。

70 后：电视季 看漫画动画片 玩游戏度夏
讲述人：阿军（1975 年生）

相比 60 后， 我们 70 后的暑期生活要丰富
些，最起码大家能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动画片和电
视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热追的对象。 每年放暑
假，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守着电视机
狂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
《星球大战》……除了迷动画，我还喜欢看漫画
书，《城市猎人》、《尼罗河女儿》、《灌篮高手》等
等，直到现在，不少漫画书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
如流。

虽然看漫画书和动画片占据了我暑假的大

部分时间， 但一些好玩的游戏同样让我记忆犹
新，最难忘的就数丢沙包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沙
包都是自己缝制的，找几块碎布，用针线缝成小
袋子，装满沙子，封口，就能叫上几个小伙伴玩
上一整天了。

现在想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真的挺好
打发的，只要有个玩具，哪怕是几粒小石子，也
能玩上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 如今，儿时那
些无忧无虑的暑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
一去不复返；但偶尔忆及，思绪里还会涌起一股
甜甜的味道。

80 后：补习季 暑假里 不得不上的兴趣班
讲述人：小翘（1988 年生）

“学画画”、“学舞蹈”、“学英语”……
小时候过暑假，印象中能玩的东西很多，但

要学的东西更多。 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过暑假
哪有时间“放假”，整个假期都要帮家里干活。 我
们 80 后可好，虽然不用下地干活做家务，能玩
到的游戏种类也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是假期的

“主要内容”。 记得我小时候过暑假，社会上最流
行各种兴趣班，身边的同学都在学，我也不可避
免地赶了趟“潮流”。

那时我上的是绘画班，报名后还没开课，我
就兴匆匆地缠着爸爸准备各种学习用具，画板、
颜料笔、 调色碟……只要是文具店看得到的画
画用具，我都让爸爸买回来。

连续上了两周的补习班， 我对画画的兴趣
只减不增。 后来，看到有同学学弹电子琴，我也
让爸爸买了一台电子琴，自己在家里瞎弹。 结果
正应验了爸爸常说我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年代
的孩子，学啥都是 3分钟热度。 ”如今，那台电子
琴仍然安静地躺在我闺房的床底， 琴盒上早已
蒙上厚厚一层灰尘。

除了上兴趣班， 我也还有不少时间能跟
小伙伴外出玩耍。 我们最喜欢玩的是过家
家 ，小伙伴聚在一块儿 ，你扮国王 ，她扮公
主；大家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当
做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景，到现在我都
难以忘怀。

结束语

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假期
从 60后帮家里带娃的“干活季”，到 70 后

风靡漫画动画片的“电视季”；从 80 后跟风参
加兴趣班的“补习季”，到 90 后由爹妈带着外
出长见识的“旅游季”，再到如今 00 后家长安
排的“体验季”。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完善，暑
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无论是哪个年
代，暑假对每一个曾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
好的。

祝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90 后：旅游季 走遍天涯海角 玩出旅游达人
讲述人：小红（1993 年生）

从小我就喜欢玩，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放
养式”的，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条条框框。每年
暑假，爸妈都会抽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因此，我的
暑期时间大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上高中后，父母开始允许我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每次旅行，我都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些年我到过国内很多城
市，也去过台湾和新马泰。我认为，最开心的事就
是经常到一个新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欣赏各具特色的天成美景， 在旅途中锻炼自己，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暑期旅游，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就是自己跟一个好友第一次出国旅游。 记得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仗着自己懂几句蹩脚的英
语口语，就飞到了马来西亚。结果，刚下飞机就在
问路时遇到了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整个人一下
都懵了。 幸好后来遇到两个中国留学生，这才问
到了路。

那次回国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最起码口语要过关。

今年的暑期行程，我早早就计划好了，决定
考完试就跟几个好友去柬埔寨旅游。 大学期间，
我打算继续我的旅行计划，都说“心灵和身体总
有一个在路上”，现在，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了。

00 后：体验季
暑假怎么过 家长说了算
讲述人：晓华（2000 年生）

我的暑期生活很难让我兴奋起来。 每年还
没放假，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送我去读什么兴
趣班。 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占据了我暑
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
出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句话，暑假怎么过，
得看爸妈的安排。

说起兴趣班， 由于我打小性格就像男孩
子，所以，三年级那个暑假，妈妈帮我报了舞蹈
班。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的舞步很生硬，更跟不
上音乐的节拍，感觉非常吃力。 后来，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我进步挺大，但心里还是不喜欢
跳舞。

今年刚升上初中，我的第一个暑假更加忙
碌了。 妈妈帮我报了绘画班、英语和数学补习
班，每周一至周五，我要学画画；每周二、周四
下午，我要学英语；周六和周日还得学数学。 同
时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暑假作业，这让
我觉得暑假跟平时上课没啥两样。

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暑期生活跟我也差
不多，上补习班的占了多数。 私下里聊天，我们
都希望能有多一点外出游玩的时间。 但我也知
道，父母也担心我们外出不安全，而他们上班
很忙，也没时间陪伴我。 现在我就盼着快些长
大，能在假期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早点从“被
安排”中走出来。

60 后：干活季 大多数时间 都在照顾弟弟妹妹
讲述人：美玲（1963 年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农村， 家里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我是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弟
弟妹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过暑假，作
为家中的老大，我都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
任。

每天早上天刚亮， 我就要和父母一起起
床，到离家两三里路的村口老井去挑水。 那
时候一日三餐很简单，有时蒸上几个红薯，有
时用青菜熬点白粥。 虽然粗茶淡饭，可我们都吃
得很开心。

这么过暑假，我是不是有些像保姆呀？其实，

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同龄人都是
这么过来的。 不是帮家里干农活或做家务，就是
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时间能跟同学、朋友聚在
一起玩。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别样的乐趣。 记得
村里晚上常常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为开心
的时候。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抢位置。不放电影的日
子，我们也有其他保留“节目”，躺在稻草堆里数
星星，跑到田里抓萤火虫等等；现在想起来，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好。

70 后：电视季 看漫画动画片 玩游戏度夏
讲述人：阿军（1975 年生）

相比 60 后， 我们 70 后的暑期生活要丰富
些，最起码大家能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动画片和电
视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热追的对象。 每年放暑
假，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守着电视机
狂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
《星球大战》……除了迷动画，我还喜欢看漫画
书，《城市猎人》、《尼罗河女儿》、《灌篮高手》等
等，直到现在，不少漫画书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
如流。

虽然看漫画书和动画片占据了我暑假的大

部分时间， 但一些好玩的游戏同样让我记忆犹
新，最难忘的就数丢沙包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沙
包都是自己缝制的，找几块碎布，用针线缝成小
袋子，装满沙子，封口，就能叫上几个小伙伴玩
上一整天了。

现在想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真的挺好
打发的，只要有个玩具，哪怕是几粒小石子，也
能玩上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 如今，儿时那
些无忧无虑的暑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
一去不复返；但偶尔忆及，思绪里还会涌起一股
甜甜的味道。

80 后：补习季 暑假里 不得不上的兴趣班
讲述人：小翘（1988 年生）

“学画画”、“学舞蹈”、“学英语”……
小时候过暑假，印象中能玩的东西很多，但

要学的东西更多。 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过暑假
哪有时间“放假”，整个假期都要帮家里干活。 我
们 80 后可好，虽然不用下地干活做家务，能玩
到的游戏种类也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是假期的

“主要内容”。 记得我小时候过暑假，社会上最流
行各种兴趣班，身边的同学都在学，我也不可避
免地赶了趟“潮流”。

那时我上的是绘画班，报名后还没开课，我
就兴匆匆地缠着爸爸准备各种学习用具，画板、
颜料笔、 调色碟……只要是文具店看得到的画
画用具，我都让爸爸买回来。

连续上了两周的补习班， 我对画画的兴趣
只减不增。 后来，看到有同学学弹电子琴，我也
让爸爸买了一台电子琴，自己在家里瞎弹。 结果
正应验了爸爸常说我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年代
的孩子，学啥都是 3分钟热度。 ”如今，那台电子
琴仍然安静地躺在我闺房的床底， 琴盒上早已
蒙上厚厚一层灰尘。

除了上兴趣班， 我也还有不少时间能跟
小伙伴外出玩耍。 我们最喜欢玩的是过家
家 ，小伙伴聚在一块儿 ，你扮国王 ，她扮公
主；大家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当
做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景，到现在我都
难以忘怀。

结束语

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假期
从 60后帮家里带娃的“干活季”，到 70 后

风靡漫画动画片的“电视季”；从 80 后跟风参
加兴趣班的“补习季”，到 90 后由爹妈带着外
出长见识的“旅游季”，再到如今 00 后家长安
排的“体验季”。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完善，暑
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无论是哪个年
代，暑假对每一个曾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
好的。

祝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90 后：旅游季 走遍天涯海角 玩出旅游达人
讲述人：小红（1993 年生）

从小我就喜欢玩，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放
养式”的，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条条框框。每年
暑假，爸妈都会抽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因此，我的
暑期时间大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上高中后，父母开始允许我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每次旅行，我都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些年我到过国内很多城
市，也去过台湾和新马泰。我认为，最开心的事就
是经常到一个新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欣赏各具特色的天成美景， 在旅途中锻炼自己，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暑期旅游，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就是自己跟一个好友第一次出国旅游。 记得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仗着自己懂几句蹩脚的英
语口语，就飞到了马来西亚。结果，刚下飞机就在
问路时遇到了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整个人一下
都懵了。 幸好后来遇到两个中国留学生，这才问
到了路。

那次回国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最起码口语要过关。

今年的暑期行程，我早早就计划好了，决定
考完试就跟几个好友去柬埔寨旅游。 大学期间，
我打算继续我的旅行计划，都说“心灵和身体总
有一个在路上”，现在，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了。

00 后：体验季
暑假怎么过 家长说了算
讲述人：晓华（2000 年生）

我的暑期生活很难让我兴奋起来。 每年还
没放假，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送我去读什么兴
趣班。 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占据了我暑
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
出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句话，暑假怎么过，
得看爸妈的安排。

说起兴趣班， 由于我打小性格就像男孩
子，所以，三年级那个暑假，妈妈帮我报了舞蹈
班。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的舞步很生硬，更跟不
上音乐的节拍，感觉非常吃力。 后来，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我进步挺大，但心里还是不喜欢
跳舞。

今年刚升上初中，我的第一个暑假更加忙
碌了。 妈妈帮我报了绘画班、英语和数学补习
班，每周一至周五，我要学画画；每周二、周四
下午，我要学英语；周六和周日还得学数学。 同
时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暑假作业，这让
我觉得暑假跟平时上课没啥两样。

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暑期生活跟我也差
不多，上补习班的占了多数。 私下里聊天，我们
都希望能有多一点外出游玩的时间。 但我也知
道，父母也担心我们外出不安全，而他们上班
很忙，也没时间陪伴我。 现在我就盼着快些长
大，能在假期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早点从“被
安排”中走出来。

60 后：干活季 大多数时间 都在照顾弟弟妹妹
讲述人：美玲（1963 年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农村， 家里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我是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弟
弟妹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过暑假，作
为家中的老大，我都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
任。

每天早上天刚亮， 我就要和父母一起起
床，到离家两三里路的村口老井去挑水。 那
时候一日三餐很简单，有时蒸上几个红薯，有
时用青菜熬点白粥。 虽然粗茶淡饭，可我们都吃
得很开心。

这么过暑假，我是不是有些像保姆呀？其实，

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同龄人都是
这么过来的。 不是帮家里干农活或做家务，就是
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时间能跟同学、朋友聚在
一起玩。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别样的乐趣。 记得
村里晚上常常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为开心
的时候。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抢位置。不放电影的日
子，我们也有其他保留“节目”，躺在稻草堆里数
星星，跑到田里抓萤火虫等等；现在想起来，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好。

70 后：电视季 看漫画动画片 玩游戏度夏
讲述人：阿军（1975 年生）

相比 60 后， 我们 70 后的暑期生活要丰富
些，最起码大家能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动画片和电
视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热追的对象。 每年放暑
假，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守着电视机
狂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
《星球大战》……除了迷动画，我还喜欢看漫画
书，《城市猎人》、《尼罗河女儿》、《灌篮高手》等
等，直到现在，不少漫画书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
如流。

虽然看漫画书和动画片占据了我暑假的大

部分时间， 但一些好玩的游戏同样让我记忆犹
新，最难忘的就数丢沙包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沙
包都是自己缝制的，找几块碎布，用针线缝成小
袋子，装满沙子，封口，就能叫上几个小伙伴玩
上一整天了。

现在想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真的挺好
打发的，只要有个玩具，哪怕是几粒小石子，也
能玩上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 如今，儿时那
些无忧无虑的暑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
一去不复返；但偶尔忆及，思绪里还会涌起一股
甜甜的味道。

80 后：补习季 暑假里 不得不上的兴趣班
讲述人：小翘（1988 年生）

“学画画”、“学舞蹈”、“学英语”……
小时候过暑假，印象中能玩的东西很多，但

要学的东西更多。 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过暑假
哪有时间“放假”，整个假期都要帮家里干活。 我
们 80 后可好，虽然不用下地干活做家务，能玩
到的游戏种类也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是假期的

“主要内容”。 记得我小时候过暑假，社会上最流
行各种兴趣班，身边的同学都在学，我也不可避
免地赶了趟“潮流”。

那时我上的是绘画班，报名后还没开课，我
就兴匆匆地缠着爸爸准备各种学习用具，画板、
颜料笔、 调色碟……只要是文具店看得到的画
画用具，我都让爸爸买回来。

连续上了两周的补习班， 我对画画的兴趣
只减不增。 后来，看到有同学学弹电子琴，我也
让爸爸买了一台电子琴，自己在家里瞎弹。 结果
正应验了爸爸常说我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年代
的孩子，学啥都是 3分钟热度。 ”如今，那台电子
琴仍然安静地躺在我闺房的床底， 琴盒上早已
蒙上厚厚一层灰尘。

除了上兴趣班， 我也还有不少时间能跟
小伙伴外出玩耍。 我们最喜欢玩的是过家
家 ，小伙伴聚在一块儿 ，你扮国王 ，她扮公
主；大家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当
做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景，到现在我都
难以忘怀。

结束语

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假期
从 60后帮家里带娃的“干活季”，到 70 后

风靡漫画动画片的“电视季”；从 80 后跟风参
加兴趣班的“补习季”，到 90 后由爹妈带着外
出长见识的“旅游季”，再到如今 00 后家长安
排的“体验季”。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完善，暑
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无论是哪个年
代，暑假对每一个曾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
好的。

祝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90 后：旅游季 走遍天涯海角 玩出旅游达人
讲述人：小红（1993 年生）

从小我就喜欢玩，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放
养式”的，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条条框框。每年
暑假，爸妈都会抽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因此，我的
暑期时间大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上高中后，父母开始允许我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每次旅行，我都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些年我到过国内很多城
市，也去过台湾和新马泰。我认为，最开心的事就
是经常到一个新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欣赏各具特色的天成美景， 在旅途中锻炼自己，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暑期旅游，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就是自己跟一个好友第一次出国旅游。 记得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仗着自己懂几句蹩脚的英
语口语，就飞到了马来西亚。结果，刚下飞机就在
问路时遇到了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整个人一下
都懵了。 幸好后来遇到两个中国留学生，这才问
到了路。

那次回国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最起码口语要过关。

今年的暑期行程，我早早就计划好了，决定
考完试就跟几个好友去柬埔寨旅游。 大学期间，
我打算继续我的旅行计划，都说“心灵和身体总
有一个在路上”，现在，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了。

00 后：体验季
暑假怎么过 家长说了算
讲述人：晓华（2000 年生）

我的暑期生活很难让我兴奋起来。 每年还
没放假，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送我去读什么兴
趣班。 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占据了我暑
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
出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句话，暑假怎么过，
得看爸妈的安排。

说起兴趣班， 由于我打小性格就像男孩
子，所以，三年级那个暑假，妈妈帮我报了舞蹈
班。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的舞步很生硬，更跟不
上音乐的节拍，感觉非常吃力。 后来，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我进步挺大，但心里还是不喜欢
跳舞。

今年刚升上初中，我的第一个暑假更加忙
碌了。 妈妈帮我报了绘画班、英语和数学补习
班，每周一至周五，我要学画画；每周二、周四
下午，我要学英语；周六和周日还得学数学。 同
时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暑假作业，这让
我觉得暑假跟平时上课没啥两样。

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暑期生活跟我也差
不多，上补习班的占了多数。 私下里聊天，我们
都希望能有多一点外出游玩的时间。 但我也知
道，父母也担心我们外出不安全，而他们上班
很忙，也没时间陪伴我。 现在我就盼着快些长
大，能在假期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早点从“被
安排”中走出来。

60 后：干活季 大多数时间 都在照顾弟弟妹妹
讲述人：美玲（1963 年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农村， 家里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我是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弟
弟妹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过暑假，作
为家中的老大，我都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
任。

每天早上天刚亮， 我就要和父母一起起
床，到离家两三里路的村口老井去挑水。 那
时候一日三餐很简单，有时蒸上几个红薯，有
时用青菜熬点白粥。 虽然粗茶淡饭，可我们都吃
得很开心。

这么过暑假，我是不是有些像保姆呀？其实，

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同龄人都是
这么过来的。 不是帮家里干农活或做家务，就是
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时间能跟同学、朋友聚在
一起玩。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别样的乐趣。 记得
村里晚上常常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为开心
的时候。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抢位置。不放电影的日
子，我们也有其他保留“节目”，躺在稻草堆里数
星星，跑到田里抓萤火虫等等；现在想起来，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好。

70 后：电视季 看漫画动画片 玩游戏度夏
讲述人：阿军（1975 年生）

相比 60 后， 我们 70 后的暑期生活要丰富
些，最起码大家能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动画片和电
视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热追的对象。 每年放暑
假，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守着电视机
狂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
《星球大战》……除了迷动画，我还喜欢看漫画
书，《城市猎人》、《尼罗河女儿》、《灌篮高手》等
等，直到现在，不少漫画书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
如流。

虽然看漫画书和动画片占据了我暑假的大

部分时间， 但一些好玩的游戏同样让我记忆犹
新，最难忘的就数丢沙包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沙
包都是自己缝制的，找几块碎布，用针线缝成小
袋子，装满沙子，封口，就能叫上几个小伙伴玩
上一整天了。

现在想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真的挺好
打发的，只要有个玩具，哪怕是几粒小石子，也
能玩上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 如今，儿时那
些无忧无虑的暑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
一去不复返；但偶尔忆及，思绪里还会涌起一股
甜甜的味道。

80 后：补习季 暑假里 不得不上的兴趣班
讲述人：小翘（1988 年生）

“学画画”、“学舞蹈”、“学英语”……
小时候过暑假，印象中能玩的东西很多，但

要学的东西更多。 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过暑假
哪有时间“放假”，整个假期都要帮家里干活。 我
们 80 后可好，虽然不用下地干活做家务，能玩
到的游戏种类也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是假期的

“主要内容”。 记得我小时候过暑假，社会上最流
行各种兴趣班，身边的同学都在学，我也不可避
免地赶了趟“潮流”。

那时我上的是绘画班，报名后还没开课，我
就兴匆匆地缠着爸爸准备各种学习用具，画板、
颜料笔、 调色碟……只要是文具店看得到的画
画用具，我都让爸爸买回来。

连续上了两周的补习班， 我对画画的兴趣
只减不增。 后来，看到有同学学弹电子琴，我也
让爸爸买了一台电子琴，自己在家里瞎弹。 结果
正应验了爸爸常说我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年代
的孩子，学啥都是 3分钟热度。 ”如今，那台电子
琴仍然安静地躺在我闺房的床底， 琴盒上早已
蒙上厚厚一层灰尘。

除了上兴趣班， 我也还有不少时间能跟
小伙伴外出玩耍。 我们最喜欢玩的是过家
家 ，小伙伴聚在一块儿 ，你扮国王 ，她扮公
主；大家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当
做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景，到现在我都
难以忘怀。

结束语

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假期
从 60后帮家里带娃的“干活季”，到 70 后

风靡漫画动画片的“电视季”；从 80 后跟风参
加兴趣班的“补习季”，到 90 后由爹妈带着外
出长见识的“旅游季”，再到如今 00 后家长安
排的“体验季”。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完善，暑
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无论是哪个年
代，暑假对每一个曾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
好的。

祝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90 后：旅游季 走遍天涯海角 玩出旅游达人
讲述人：小红（1993 年生）

从小我就喜欢玩，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放
养式”的，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条条框框。每年
暑假，爸妈都会抽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因此，我的
暑期时间大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上高中后，父母开始允许我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每次旅行，我都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些年我到过国内很多城
市，也去过台湾和新马泰。我认为，最开心的事就
是经常到一个新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欣赏各具特色的天成美景， 在旅途中锻炼自己，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暑期旅游，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就是自己跟一个好友第一次出国旅游。 记得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仗着自己懂几句蹩脚的英
语口语，就飞到了马来西亚。结果，刚下飞机就在
问路时遇到了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整个人一下
都懵了。 幸好后来遇到两个中国留学生，这才问
到了路。

那次回国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最起码口语要过关。

今年的暑期行程，我早早就计划好了，决定
考完试就跟几个好友去柬埔寨旅游。 大学期间，
我打算继续我的旅行计划，都说“心灵和身体总
有一个在路上”，现在，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了。

00 后：体验季
暑假怎么过 家长说了算
讲述人：晓华（2000 年生）

我的暑期生活很难让我兴奋起来。 每年还
没放假，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送我去读什么兴
趣班。 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占据了我暑
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
出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句话，暑假怎么过，
得看爸妈的安排。

说起兴趣班， 由于我打小性格就像男孩
子，所以，三年级那个暑假，妈妈帮我报了舞蹈
班。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的舞步很生硬，更跟不
上音乐的节拍，感觉非常吃力。 后来，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我进步挺大，但心里还是不喜欢
跳舞。

今年刚升上初中，我的第一个暑假更加忙
碌了。 妈妈帮我报了绘画班、英语和数学补习
班，每周一至周五，我要学画画；每周二、周四
下午，我要学英语；周六和周日还得学数学。 同
时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暑假作业，这让
我觉得暑假跟平时上课没啥两样。

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暑期生活跟我也差
不多，上补习班的占了多数。 私下里聊天，我们
都希望能有多一点外出游玩的时间。 但我也知
道，父母也担心我们外出不安全，而他们上班
很忙，也没时间陪伴我。 现在我就盼着快些长
大，能在假期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早点从“被
安排”中走出来。

60 后：干活季 大多数时间 都在照顾弟弟妹妹
讲述人：美玲（1963 年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农村， 家里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我是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弟
弟妹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过暑假，作
为家中的老大，我都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
任。

每天早上天刚亮， 我就要和父母一起起
床，到离家两三里路的村口老井去挑水。 那
时候一日三餐很简单，有时蒸上几个红薯，有
时用青菜熬点白粥。 虽然粗茶淡饭，可我们都吃
得很开心。

这么过暑假，我是不是有些像保姆呀？其实，

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同龄人都是
这么过来的。 不是帮家里干农活或做家务，就是
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时间能跟同学、朋友聚在
一起玩。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别样的乐趣。 记得
村里晚上常常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为开心
的时候。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抢位置。不放电影的日
子，我们也有其他保留“节目”，躺在稻草堆里数
星星，跑到田里抓萤火虫等等；现在想起来，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好。

70 后：电视季 看漫画动画片 玩游戏度夏
讲述人：阿军（1975 年生）

相比 60 后， 我们 70 后的暑期生活要丰富
些，最起码大家能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动画片和电
视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热追的对象。 每年放暑
假，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守着电视机
狂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
《星球大战》……除了迷动画，我还喜欢看漫画
书，《城市猎人》、《尼罗河女儿》、《灌篮高手》等
等，直到现在，不少漫画书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
如流。

虽然看漫画书和动画片占据了我暑假的大

部分时间， 但一些好玩的游戏同样让我记忆犹
新，最难忘的就数丢沙包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沙
包都是自己缝制的，找几块碎布，用针线缝成小
袋子，装满沙子，封口，就能叫上几个小伙伴玩
上一整天了。

现在想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真的挺好
打发的，只要有个玩具，哪怕是几粒小石子，也
能玩上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 如今，儿时那
些无忧无虑的暑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
一去不复返；但偶尔忆及，思绪里还会涌起一股
甜甜的味道。

80 后：补习季 暑假里 不得不上的兴趣班
讲述人：小翘（1988 年生）

“学画画”、“学舞蹈”、“学英语”……
小时候过暑假，印象中能玩的东西很多，但

要学的东西更多。 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过暑假
哪有时间“放假”，整个假期都要帮家里干活。 我
们 80 后可好，虽然不用下地干活做家务，能玩
到的游戏种类也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是假期的

“主要内容”。 记得我小时候过暑假，社会上最流
行各种兴趣班，身边的同学都在学，我也不可避
免地赶了趟“潮流”。

那时我上的是绘画班，报名后还没开课，我
就兴匆匆地缠着爸爸准备各种学习用具，画板、
颜料笔、 调色碟……只要是文具店看得到的画
画用具，我都让爸爸买回来。

连续上了两周的补习班， 我对画画的兴趣
只减不增。 后来，看到有同学学弹电子琴，我也
让爸爸买了一台电子琴，自己在家里瞎弹。 结果
正应验了爸爸常说我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年代
的孩子，学啥都是 3分钟热度。 ”如今，那台电子
琴仍然安静地躺在我闺房的床底， 琴盒上早已
蒙上厚厚一层灰尘。

除了上兴趣班， 我也还有不少时间能跟
小伙伴外出玩耍。 我们最喜欢玩的是过家
家 ，小伙伴聚在一块儿 ，你扮国王 ，她扮公
主；大家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当
做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景，到现在我都
难以忘怀。

结束语

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假期
从 60后帮家里带娃的“干活季”，到 70 后

风靡漫画动画片的“电视季”；从 80 后跟风参
加兴趣班的“补习季”，到 90 后由爹妈带着外
出长见识的“旅游季”，再到如今 00 后家长安
排的“体验季”。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完善，暑
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无论是哪个年
代，暑假对每一个曾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
好的。

祝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90 后：旅游季 走遍天涯海角 玩出旅游达人
讲述人：小红（1993 年生）

从小我就喜欢玩，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放
养式”的，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条条框框。每年
暑假，爸妈都会抽时间带我出去旅游；因此，我的
暑期时间大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上高中后，父母开始允许我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每次旅行，我都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些年我到过国内很多城
市，也去过台湾和新马泰。我认为，最开心的事就
是经常到一个新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欣赏各具特色的天成美景， 在旅途中锻炼自己，
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暑期旅游，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就是自己跟一个好友第一次出国旅游。 记得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仗着自己懂几句蹩脚的英
语口语，就飞到了马来西亚。结果，刚下飞机就在
问路时遇到了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整个人一下
都懵了。 幸好后来遇到两个中国留学生，这才问
到了路。

那次回国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最起码口语要过关。

今年的暑期行程，我早早就计划好了，决定
考完试就跟几个好友去柬埔寨旅游。 大学期间，
我打算继续我的旅行计划，都说“心灵和身体总
有一个在路上”，现在，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了。

00 后：体验季
暑假怎么过 家长说了算
讲述人：晓华（2000 年生）

我的暑期生活很难让我兴奋起来。 每年还
没放假，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送我去读什么兴
趣班。 而兴趣班、补习班的学习，也占据了我暑
假三分之二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抽
出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 一句话，暑假怎么过，
得看爸妈的安排。

说起兴趣班， 由于我打小性格就像男孩
子，所以，三年级那个暑假，妈妈帮我报了舞蹈
班。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的舞步很生硬，更跟不
上音乐的节拍，感觉非常吃力。 后来，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我进步挺大，但心里还是不喜欢
跳舞。

今年刚升上初中，我的第一个暑假更加忙
碌了。 妈妈帮我报了绘画班、英语和数学补习
班，每周一至周五，我要学画画；每周二、周四
下午，我要学英语；周六和周日还得学数学。 同
时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暑假作业，这让
我觉得暑假跟平时上课没啥两样。

我们班里许多同学的暑期生活跟我也差
不多，上补习班的占了多数。 私下里聊天，我们
都希望能有多一点外出游玩的时间。 但我也知
道，父母也担心我们外出不安全，而他们上班
很忙，也没时间陪伴我。 现在我就盼着快些长
大，能在假期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早点从“被
安排”中走出来。

60 后：干活季 大多数时间 都在照顾弟弟妹妹
讲述人：美玲（1963 年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农村， 家里
生活条件并不优越，我是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弟
弟妹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过暑假，作
为家中的老大，我都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
任。

每天早上天刚亮， 我就要和父母一起起
床，到离家两三里路的村口老井去挑水。 那
时候一日三餐很简单，有时蒸上几个红薯，有
时用青菜熬点白粥。 虽然粗茶淡饭，可我们都吃
得很开心。

这么过暑假，我是不是有些像保姆呀？其实，

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同龄人都是
这么过来的。 不是帮家里干农活或做家务，就是
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时间能跟同学、朋友聚在
一起玩。

白天很忙碌，夜晚却充满别样的乐趣。 记得
村里晚上常常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我们最为开心
的时候。 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常常刚吃过
晚饭就扛着几张小板凳去抢位置。不放电影的日
子，我们也有其他保留“节目”，躺在稻草堆里数
星星，跑到田里抓萤火虫等等；现在想起来，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好。

70 后：电视季 看漫画动画片 玩游戏度夏
讲述人：阿军（1975 年生）

相比 60 后， 我们 70 后的暑期生活要丰富
些，最起码大家能看上电视了。

小时候，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动画片和电
视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热追的对象。 每年放暑
假，我都会把假期作业先丢到一边，守着电视机
狂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阿凡提的故事》、
《星球大战》……除了迷动画，我还喜欢看漫画
书，《城市猎人》、《尼罗河女儿》、《灌篮高手》等
等，直到现在，不少漫画书里的故事我还能倒背
如流。

虽然看漫画书和动画片占据了我暑假的大

部分时间， 但一些好玩的游戏同样让我记忆犹
新，最难忘的就数丢沙包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沙
包都是自己缝制的，找几块碎布，用针线缝成小
袋子，装满沙子，封口，就能叫上几个小伙伴玩
上一整天了。

现在想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真的挺好
打发的，只要有个玩具，哪怕是几粒小石子，也
能玩上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 如今，儿时那
些无忧无虑的暑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
一去不复返；但偶尔忆及，思绪里还会涌起一股
甜甜的味道。

80 后：补习季 暑假里 不得不上的兴趣班
讲述人：小翘（1988 年生）

“学画画”、“学舞蹈”、“学英语”……
小时候过暑假，印象中能玩的东西很多，但

要学的东西更多。 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过暑假
哪有时间“放假”，整个假期都要帮家里干活。 我
们 80 后可好，虽然不用下地干活做家务，能玩
到的游戏种类也更多了， 但这些都不是假期的

“主要内容”。 记得我小时候过暑假，社会上最流
行各种兴趣班，身边的同学都在学，我也不可避
免地赶了趟“潮流”。

那时我上的是绘画班，报名后还没开课，我
就兴匆匆地缠着爸爸准备各种学习用具，画板、
颜料笔、 调色碟……只要是文具店看得到的画
画用具，我都让爸爸买回来。

连续上了两周的补习班， 我对画画的兴趣
只减不增。 后来，看到有同学学弹电子琴，我也
让爸爸买了一台电子琴，自己在家里瞎弹。 结果
正应验了爸爸常说我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年代
的孩子，学啥都是 3分钟热度。 ”如今，那台电子
琴仍然安静地躺在我闺房的床底， 琴盒上早已
蒙上厚厚一层灰尘。

除了上兴趣班， 我也还有不少时间能跟
小伙伴外出玩耍。 我们最喜欢玩的是过家
家 ，小伙伴聚在一块儿 ，你扮国王 ，她扮公
主；大家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了出来当
做玩耍的道具，那热闹的场景，到现在我都
难以忘怀。

结束语

让孩子自己选择快乐假期
从 60后帮家里带娃的“干活季”，到 70 后

风靡漫画动画片的“电视季”；从 80 后跟风参
加兴趣班的“补习季”，到 90 后由爹妈带着外
出长见识的“旅游季”，再到如今 00 后家长安
排的“体验季”。 时代在变迁，物质在完善，暑
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无论是哪个年
代，暑假对每一个曾经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美
好的。

祝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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