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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河南

这个六一 也属于“超龄儿童”
大河报带您看童年回忆“五连杀”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文 网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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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儿童节快到
了，朋友圈里的小朋友和家长
们热闹极了，忙着六一汇演、忙
着准备礼物收礼物。有意思的
是，越来越多的“超龄儿童”吵
着要过儿童节，他们的童年记
忆是什么？是麦场里的嬉闹、
是公园里的游船、是照相馆里
一张带妆的照片。临近儿童
节，大河报“老照片里的河南”
活动帮您盘点不同年代小朋友
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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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号参赛作品：穿着军
装拍照，
酷酷的

1983 年，李先生 3 岁，当时穿军
装是一件很酷很时髦的事。临近春
节，在部队工作的父亲回家探亲，找
别人借了相机拍下这张照片。李先
生身上的军装是在日杂公司工作的
妈妈亲手缝制的。有了军装还得有
军帽，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李先生
的妈妈去买了一顶小军帽。1983 年
的许昌市文明街没有汽车，自行车也
很少，李先生手拿气球，站在街中间
拍下这张酷酷的照片。这套军装李
先 生 穿 了 4 年 ，直 到 衣 服 小 得 穿 不
上。后来手巧的妈妈又做了新的军
外套，李先生穿着它跟表兄妹们去照
相馆合了影。

②
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还
童 ”，你 的 童 年 有 哪 些 独 特 记
忆，欢迎跟我们分享，不管年龄
多高，开心就好。祝所有的大
朋友和小朋友童心永驻！
大河报与河南省档案局
（馆）联手举办的“档案见证改
革开放，寻找老照片里的河南”
活动还在继续，活动继续征集
拍摄于 1978 年至 2018 年间，
反映河南风土人情的照片，
我们不仅准备了 3 万元奖
品，还将挑选优秀照片举办
摄影展。
您有 2 种方式参加
活动：
1.扫描活动二维
码上传照片
2.如果您有多
张照片上传，请发送
到
邮
箱
：
1059978344@qq.
com
如果有任
何问题请咨询
大河报热线电
话
：
0371-96211

童年记忆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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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383 号参赛作品：安阳娃
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山西拍的

3 童年记忆第三站：

184 号参赛作品：麦场是他
们的游乐场

⑤

暴露年龄的时候到啦！
83 年的街道
93 年的乡村
99 年的幼儿园……
这些场景在你的记忆里
有吗？
温馨、温暖、感动
河 南“ 超 龄 儿 童 ”晒 童
年，扫码来看。

扫一扫报名参加

70 号参赛作品：春游和六
一汇演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在没有智能手机、电脑和 PAD
的年代，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都干点
啥？郑州的潘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
春游和六一汇演了。
这张照片是 1999 年郑州新英幼
儿园春游的场景。据潘先生回忆，当
时的春游花费一整天时间，每个小朋
友的书包里装着家人准备的午饭，在
老师带领下乘中巴车来到春游地点，
吃吃喝喝、
唱唱歌，
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让小朋友们开心极了。但处于安全等
考虑，
这样的春游机会并不多，
潘先生
读幼儿园期间，
这是唯一一次。
快毕业时，幼儿园组织毕业班的
小朋友们准备六一汇演，潘先生说，
节目排练了一个多月，汇演结束后，
这群“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如
今 26 岁的潘先生还能清晰地记得第
一天上幼儿园的场景：妈妈把他送到
幼儿园，对着哇哇大哭的他说“哭也
没用”，哭完第一天，潘先生就被幼儿
园的饭“圈粉”，吃货总是容易满足，
不知道现在幼儿园小朋友的胃是否
那么容易被
“收买”？

童年记忆第二站：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85 年的山西
省长治市。照片中右边这个小萌娃
就是照片的上传者杜先生。杜先生
老家在安阳县大平村，当时只有 5 岁，
父亲在长治建筑工地打工。长时间
未见，杜先生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长
途跋涉到长治探望父亲，并在长治拍
下了人生第一张照片。第一次面对
镜头，
他的脸上写满了好奇和呆萌。

④

童年记忆第四站：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93 年新乡县
翟坡镇西大阳村。照片的拍摄者詹
先生是一名摄影师，夏收时节他带着
相机转悠，发现在晒麦场上两个儿童
在查数自己家的装麦口袋，翻来覆去
再也查不清，
随即拍下这一镜头。
当时联合收割机还不多，割麦子
大多用镰刀，这是一项特别辛苦的活
儿。弯着腰一干就是一天，不仅累还
有一定的危险性。割完后拉到麦场里
起场、扬场，
从麦穗上脱离的麦粒打晒
晾干后就要装袋了，这时候小孩子就
派上用场了，
小心翼翼撑着口袋，
不出
几分钟，一个瘪瘪的袋子就被灌成了
圆柱形。大人们的皮肤在麦场里晒得
黑红，
小孩子却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
麦秸垛当蹦蹦床，
满场跑着躲猫猫、吃
冰糕，
麦场里收完麦子后，
夏天就真正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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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第五站：
60 号参赛作品：留守的
他们，是父亲千里之外的牵
挂

这是洛阳的一对小姐弟，姐姐 7
岁，弟弟不到 1 周岁。照片的上传者
是孩子们的父亲陈先生，
在
“老照片里
的河南”
的活动页面中，
陈先生给这张
照片标注为
“千里之外的想”
。陈先生
1989 年出生，是一名中医针灸推拿
师，
现在一个人在上海工作，
媳妇和母
亲在家照顾着两个孩子，只有春节的
十天假期能和家人团聚。好在孩子懂
事，
尤其是女儿，
小小年纪已经有独立
意识，敢一个人拿着喇叭在街头叫卖
拖把，陈先生说：
“多少的拼搏只为你
俩快快长大，多少的苦累只要看上一
眼就烟消云散，
思念只在心里，
努力还
在继续！
”

奶业知识
百日百题

002
问：我省年人均奶类消费情
况怎么样？
答：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
年人均奶类消费 100 公斤左右，
消费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年人
均消费量达 300 公斤以上，其中
美国高达 400 公斤。
《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食用牛奶
或相当量的奶制品 300 克，折合
年消费约 110 公斤。目前，我国
年人均奶类消费量 36.9 公斤，约
为世界平均水平和国家建议水
平的 1/3。我省年人均奶类消费
不及全国平均水平。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结
构的不断调整，奶业发展潜力和
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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