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生活巨变之 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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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衣着变化
感受时代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湛江的普通百姓在穿衣打扮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着装可以说是社会文明的晴雨表，能够直接体

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生活方式。从呆板到个性，从闭塞到开放，从单一
到多元，从自家裁剪到网上淘宝。70年来，湛江百姓在衣着的变迁，让人们真切
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变，同时也倍加珍惜今日的美好生活。近日，记者走访了
湛江一些普通市民，请他们谈“衣”的变化。｛ ｛

“小时候，
在过年时才有新衣服穿”

家住吴川梅菉街道广沿路的陈丽琼阿姨，出
生在上世纪60年代，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中有
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在陈姨的记忆中，她和两
个姐姐只在过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穿，“母亲在
春节前做好新衣服后，一定要藏在衣柜里，等除
夕守岁的时候再拿出来穿上。”

“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又三年’，说得太真实了。”陈姨说，两个姐
姐一个比她大5岁、一个比她大2岁，记得小时候
她和二姐总是穿大姐穿不了的衣服，大姐衣服也
不多，所以二姐偶尔还能有新衣服穿。陈姨说，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家家都是如
此，大点的孩子穿小了，小点的就接着穿，直到衣
服再也没人能穿，还要裁裁剪剪做点儿别的小东
西。

陈姨讲到，小时候感觉每到晚上，母亲不是
给小女儿补衣服，就是给大女儿织毛衣。虽然是
用旧毛线织衣服，但母亲也格外细心，总是把最
新的毛线织在领口、袖口和衣服的底围附近，这
样就看不出来是旧衣服了，到最后的旧毛线总会
变成穿在里面的毛线裤。

陈姨说，那时虽然家里生活穷，但印象深刻
的是每到春节前，母亲都早早给我们兄妹准备好
过年穿的新衣服。每年一到冬天，母亲就开始准
备过年的衣服了，为了买布料，母亲经常跑百货
商店，那时母亲买衣料经常说的是：“今天去商店
见到好睇的布料了”。

“改革开放后，家里的经济情况渐渐好起来
了，开始不再为穿衣发愁，大家都紧跟着时代发
展步伐，开始追求个性化服饰，以个人喜好扮美
自己。”陈姨说，服装也日渐潮流化发展，不断进
步、创新，透过衣着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一个开放
的、伟大的祖国。

着装风格的变化：
从呆板到个性，从单一到多元

“在上世纪50、60年代，人们的衣
服主要以“黑、白、蓝”为主，衣着消费观
念是耐穿耐脏，面料则主要以“牢、大、
粗”为准。”73岁的吴川一中退休教师梁
杰向记者介绍说，从50年代开始的一段
漫长时间里，中国经历过一个“票证时
代”，当时物质比较匮乏，为保证老百姓
能买到基本生活用品，则对紧俏物质采
用发票证的办法。买东西时，人民币、
票证缺一不可，小到柴米油盐，大到自
行车、缝纫机等等，都需要凭票购买。

梁杰老师介绍说：“1954年9月18
日，吴川县开始实行棉布凭证供应。
1983年12月取消布证，棉布、针织品敞
开供应。”那个年代，布票不够，钱也不
宽裕，穿衣必须精打细算，最让人头疼
的是纯棉服装容易破损，于是，穿打补
丁的衣裤、戴保护衣袖的袖套，便成了
那个年代及普通家庭很长一段时间的
特征。

梁杰说，70年代涤纶织的“的确良”

布开始流行，的确良布不吸汗、不透气，
但不容易皱、易洗快干、比棉布结实。当
时“的确良”可以说是时尚品，谁要是能
有这么一件衣服，用当时的话讲，就是太

“时髦”了。8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和轻
纺工业的发展，布匹供应日趋丰富，棉纺
织品、化纤制品的种类样式越来越多。
人们的穿衣开始发生变化，也有了更多
的选择，当时的喇叭裤是群众印象中最
深刻的流行款式，“的确良”布的颜色也
开始变得多样起来。

“进入上世纪90年代、21世纪，人
们在穿衣打扮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梁杰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老百姓着装风格也由呆板
到个性，由单一逐渐走向多元，色彩由单
调趋于斑斓，而隐于背后的，则是社会经
济的巨大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变
化。人们穿衣不再是为了避寒保暖，而
是自身气质、品位和生活态度的表现，
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

“衣”的变化印证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电商”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上购
物。人们随时随地打开手机，使用网络购物，移动支
付，国内国外的服装应有尽有，任你选购，快递送货上
门。各种购物平台日臻完善，各国潮牌涌入人们的视
野，潮流买手直播时装周最新动态，身处各地的人们和
最新流行之间只隔着一块显示屏，湛江人的衣柜在这
样的大形势下自然更加丰富，手指轻轻一点，最潮流的
衣服便“飞”到身边。

赤坎居民杨先生说，他80多岁的母亲要买衣服，给
他发来个微信，他在网上搜索后给老妈发个截图，老妈
相中了，他就下单买好后直接发货到家。母亲感慨地对
他说：“从做衣难、买衣难，过年的新衣服准备大半年，到
如今手指一点衣服送到家，这几十年的变化太大了，我
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小时候是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能穿上新衣服，如
今穿新衣服已不是过年的专利了，我们的衣柜里经常增
添新衣服，五彩缤纷的衣服，让我们的生活有品位有滋
味。”梁杰老师说，70年来衣服的变化，不仅是花色、款
式、品质不断提升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从买衣难，做衣
难，到商场货架上的衣服花色繁多琳琅满目，再到如今
网上买衣送货上门的方便快捷，“衣”的变化印证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

梁杰老师认为，衣服作为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它
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是生活变迁、思想解放、社会进
步的重要见证。它以独特的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
济及文化的变迁。70年来衣着的变化，承载着老百姓
难忘的回忆，也是一幅描摹在人们身上的生动历史画
卷。“透过衣着的变迁，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个崭新的、
开放的中国；新中国成立70年，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美
好生活，真心祝愿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幸福安康。”

“30岁还不结婚，丢不丢人？” 近日，杭州的
小王被父亲同事的催婚气进了医院，“催婚”再度
成热门话题。调查发现，面对催婚，有的年轻人表
示理解，但也有人坦言不会妥协。专家提醒，父母
过度催婚会给子女带来精神压力，因此要注意沟
通的方式方法。

花式催婚>>>不找男朋友，不给用洗衣机

儿女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做父
母的多半会着急上火。

小何今年30岁，提起催婚的话题，她很无
奈。小何说，前几年外公生病，妈妈就想让她抓紧
找个男朋友。外公去世后，妈妈还是时不时地催
她，有时甚至以再过几年就照顾不动外孙为由，要
小何赶紧结婚生娃。

不只言语上催，小何说她妈妈还有许多实际
行动。“嫌我老找不到男朋友，我妈已经不给我做
晚饭了，连洗衣机都不让用了。”但即便如此，她也
不打算妥协，“我也不是不想结婚，可要遇到合适
的人才行”。

小孙今年25岁，爸爸虽然明面上没催过她，
却直接把小孙的个人信息挂到婚姻介绍所去了，
这让小孙哭笑不得，“我经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电话，上来就说自己儿子工作多好，家里有几套
房”。虽然被相亲了，但小孙表示，自己能理解父
母的苦心，只要父母催婚的方式不过激，她都可以
接受。

调查>>> 子女“能敷衍就敷衍”

面对父母的催婚，子女会有什么想法？
小赵说，刚谈恋爱时，父母只是询问：“闺女，

什么时候把男朋友带来给我们看看呀？”但恋爱没

谈多长时间就变成了“闺女，啥时候安排两边的父
母见面啊”。面对父母的催促，小赵说自己只能敷
衍应对。

除了敷衍回应催婚，也有人干脆不和父母一
起住了。此外，为了让父母满意，一些年轻人还会

“租”个男（女）朋友带回家。很多人表示，他们也
理解父母的苦心，但婚姻也得看缘分，急不来。

数据>>> 晚婚已成为趋势

数据显示，2007－2016年的10年间，全国结
婚的人中“30岁＋”的人群占比由26.1％上升至
37.7％。网友总结：“上完学就20多岁了，毕业首
要任务是找工作，参加工作以后忙于工作，圈子
小，又遇不到合适的人，慢慢就晚婚了呗。”

专家分析，现在，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提高，参
加工作时间推后，导致结婚越来越迟。除客观原
因，作为目前结婚的“主力军”90后，对待结婚更
是有想法。加之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不少人不愿
意那么早结婚。

建议>>> 双方沟通时顺势而为

对于催婚和被催婚，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婚
姻家庭咨询师庄丽萍认为，父母会催婚也是因为
爱孩子，出发点是好的，但父母不应盲目催婚，可
能会给子女带来精神压力，所以在和子女沟通时
要注意方式方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邱建新也建议，催婚要注意方式方法，就好比弹
簧，有时越催子女就反弹得越厉害，因此和子女沟
通时要懂得顺势而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子女，毕竟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

据《现代快报》

我孙子10岁，今年读小学四年级。从
他6岁启蒙之初，从教师岗位退下来的我，
便引领他阅读、习文。不敢说有多大成绩，
但略有感想，与您分享。

阅读，从兴趣入手
6岁小儿，大脑充满好奇。好奇、兴趣是

学习的金钥匙。
学生字时，除看图识字外，我从实物着

手。一块木头，有凸有凹，我让他用手摸边
角，感受凸与凹的内涵，并用碳素笔将字写
在相应的位置。为培养观察的兴趣，我教他
种蒜苗，一步步操作，一天天观察，引导他写
观察日记。

上小学时，他读有趣的诗歌，朗朗上
口。读写景状物的小散文，我要求大声读，

读准字音，通过
口耳交融，体会

文字美。春
游河堤，低

吟“万条垂下绿丝绦”；夏赏莲池，高唱“早有
蜻蜓立上头”；秋览公园，朗诵“霜叶红于二
月花”；冬踏积雪，领略“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豪迈。

兴趣驱使他利用睡前读书，一本本，一
册册，乐此不疲。

阅读，从难从严要求
我严格要求孩子，朗读不破句，语气不

走偏，思想情感跟随作者走，回答问题要有
独立见解。我要求他一篇文章至少读四遍：
先初读，了解文章梗概；重读，带着问题找答
案；细读，体会作者感情；精读，准确写出答
案。刚开始训练时，他觉得烦、累。尝到甜
头后，便如鱼得水，三年级暑假就完成了四
年级的阅读、作文。他写作文总是独辟蹊
径，从不走我的思路。

接送孙子上学的路上，我常指导他背课
文、复述他读过的小故事。要求他复述尽量
尊重原文，然后提问：这本书好在哪？哪篇
文章给你的印象最深……

阅读，以身作则示范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会

改变孩子的性格和行为习惯。
父母长辈每天手不释卷，书桌床
头随时可捧读心仪的书本，给孩
子的影响就是书香雅室，读书不
倦。否则，大人沉迷于手机电
脑，孩子被冷落、忽视，一定要发
问：“电脑那么有趣，爸妈不要
我，却要它！”

引领孙辈读诗书，是给孩子最
丰厚的财富，比任何遗产都可贵。

刘激扬

花式催婚可能适得其反 引领孙辈读诗书

记者林明聪 通讯员黄浩

吴川一中退休教师梁杰保存的“广东省布票
（1979）”。 记者林明聪翻拍

万家灯火 育儿经

1962年在上海外滩
留影，衣服朴素厚实。

（资料图片）

▲

时尚有品味是当今穿
着的追求。▲

记者欧阳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