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越小入园越容易焦虑
开学一个多月 ， 一些家

长仍在为每日送孩子去幼儿
园 苦 恼 不 已———孩 子 还 在
“抗议 ”，哭闹 、食欲不振 、情
绪低落、不与小朋友玩。 郑州
市儿童医院心理科主任焦敏
表示 ，这种表现叫 “分离性焦
虑 ”，建议孩子 3 岁入幼儿园

为佳 。 两岁孩子患分离性焦
虑 的 概 率 高 达 60% ，3 岁 约
为 20%。

焦敏说 ，通常 ，分离性焦
虑会自行减轻 ， 如果 1 个月
仍不见好转 ， 就应该带孩子
到医院进行心理辅导。

对于症状较轻的孩子 ，

家长应多与老师交流 ， 尽快
帮孩子融入集体生活 。 至于
严重焦虑的孩子 ， 除心理辅
导外 ， 家长可以尝试半天幼
儿园制 ， 给孩子一个心理缓
冲期 ；如果幼儿园允许 ，也可
以到幼儿园陪护一段时间。

过度的保护和照顾会使

孩子依赖性强 、胆小 ，所以 ，
家长平时要注意培养孩子自
理生活能力 ，如穿衣 、吃饭 、
大小便等。 此外，多与小朋友
接触 ， 可以减少孩子对家人
的过度依赖 ， 克服对陌生人
或环境的恐惧。

摘自《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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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招养出宝宝好胃口
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宝宝胃

口不好， 食欲不振还直接影响
到宝宝的生长发育和精神面
貌。宝宝食欲不好怎么办呢？下
面就教你 8 个简单的小窍门 ，
养出小宝宝的好胃口。

1.优化饮食环境
给宝宝创造愉快的饮食环

境，对他的挑食行为，不要施加
过多的压力。 进餐时，固定宝宝
的座位， 不让他在吃饭时走来
走去，更不要一边吃，一边玩或
看电视。 送到宝宝面前的食物
宁少勿多， 这比一下子给他一
大碗， 使他没吃前就觉得没法
对付要好得多。

2.给宝宝胃肠道减负
饮食要节制， 避免给宝宝

吃油炸食物， 吃很多冰激凌等
甜冷饮品， 以保护消化酶含量
和功能，维护食欲。

3.努力提高烹调技巧
烹制食物一定要适合宝宝

的年龄特点， 如断奶后的宝宝
消化能力比较弱， 饭菜要做得
细、软、烂。 食物的色彩、味道的
调配也很重要，如蛋黄玉米糊、
葱油蒸肝片、蔬菜牛肉土豆汤、
果汁豆奶、奶粉拌草莓等，这些
食品会提升宝宝的食欲。 对不
爱吃蔬菜的宝宝， 可以将蔬菜
切碎做成菜粥或菜饭， 或做菜

肉馅的包子、水饺、馄饨，宝宝
就会爱吃。 每天饮食都安排有
肉、禽、鱼和蛋，尽可能保证宝

宝的营养需求得到满足。
4.补水很重要

注意让宝宝喝水，不能等到

宝宝口渴时才想到。含糖或含乳
的饮品不是补水的好选择。

5.活动不能少
不能因为天气热就限制宝

宝的活动， 适量运动可以帮助
消化，让宝宝的身心“动”起来，
胃口也会调动起来。

6.管好冰箱防疾病
不要将食物放在冰箱冷藏

室内很久， 冰箱里拿出的饭菜
一定要加温消毒后再吃。

瓜果等生食洗净后， 最好
用开水冲洗消毒， 或者用凉开
水浸泡 20 分钟后给宝宝吃。

避免将没有吃完的瓜果等
生食放在冰箱冷藏室内， 然后

拿出来再直接吃， 这会让宝宝
呕吐或腹泻。 即使放很短的时
间也不安全。

7.加强饮食卫生
给宝宝吃的任何食物都要

保证新鲜和安全， 对放置时间
长的饮食最好别给宝宝吃。 另
外，教育宝宝要勤洗手，餐具要
用开水消毒。

8.多吃含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锌的食物

如鱼、肝脏、蛋类、小麦、高
粱米、小米、玉米、稻米、大豆、
胡萝卜、柠檬、橙子、西红柿、青
椒等。

摘自新浪育儿

四种家庭环境会毁掉孩子
不良家庭环境带给孩子的

影响，不仅是生活、健康、学习
方面， 更严重的是对情感、个
性、品德的恶劣影响，往往会伤
害幼小的心灵， 甚至影响其终
生。目前常见不良家庭环境有：

父母离婚
父母一旦离婚， 家庭的正

常生活就被破坏。 这种打击对
年幼的孩子往往比对成年的父
母更加沉重。 加上生活缺乏照
顾，情感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孩子稚嫩的精神世界仿佛整个
崩溃了，常表现情绪低沉、抑郁
寡欢、自卑感强、不合群、学习
成绩下降。

父母认识不一致
同一家庭中如果不同的成

人对培养下一代所持的态度不
同， 就会使孩子不能形成统一
的标准，从而失去方向性，增加
随机性。例如：孩子的母亲主张
孩子继续上学， 而父亲却坚持
孩子辍学经商， 为此经常吵闹
不休，使孩子无所适从，情绪不
稳定， 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或积郁成疾。

父母不惜钱物
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完成

家庭作业或得高分而给他们钱
或买昂贵的奖品，搞金钱、物质
刺激，这无疑是一种贿赂，使孩
子丧失内在的学习动力， 为钱
财读书，有害无益。 另外，父母
不惜钱物，家庭装修豪华，追求
吃喝玩乐， 往往使孩子贪图安

逸享受，不求上进。
父母娱乐过度

父母打牌成瘾， 甚至废寝
忘食，孩子的生活失去规律，在
嘈杂的环境中难以安心学习，
睡眠不足又影响次日的听课，
自然会影响学习效果。

父母应为孩子创造一个健
康的家庭氛围，即一个和睦、规
律、勤奋、充满生机的环境。 在
孩子进入学习情境之中时，不
要干扰其注意力， 避免高声喧
哗，必要时“牺牲”听音乐和看
电视等娱乐活动。另外，固定的
学习地点、充足的光照、室内空
气新鲜、桌椅合适、整洁安静，
也是必需的。

摘自育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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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早教，让宝宝更聪明
一般而言，幼儿早教的重

点大都放在以下三个方面：身
体、人格、智力发展，而这些重
点的实现往往都需要借助艺
术手段、艺术学习、艺术活动。
艺术早教主要是以促进幼儿
身心发展，培养艺术兴趣及特
长为主要目的的早教， 适合
0~5 岁小朋友。

根据科学研究，目前已知
的艺术早教对儿童的作用包
括———

感知空间方位
幼儿根据音乐的旋律线

产生了自身运动的韵律线，即
手、脚、身段的上下、左右、前
后等不同的位置变化。 另外，
在音乐游戏和舞蹈这个群体
活动中，也能更好地发展幼儿
的空间方位感知，如个体与个
体的位置变化、组与组的队形

变换。
促进动作协调发展
幼儿在做有节奏的身体

动作时，通过学习各种动作，
使大脑神经控制动作的能力
和保持平衡 的能 力有所发
展，幼儿音乐脑(右半球 )的经
常活动还可促进大脑左半球
的活动， 加强左右两半球的
联系， 为智力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在进行内容丰富的

音乐活动时，有很多机会需要
运用想象进行创造。 如，在舞
蹈中，幼儿“闻乐而思”，灵敏
地感知特定的时间、空间的各
种情态， 把音响转化为形象，
然后在头脑中形成种种栩栩
如生的形象和表情。

摘自《现代育儿报》

纠正任性，多跟同龄人玩

任性的孩子特别让父母
头疼，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不
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意愿。 任
性的孩子长大后还常常不能
适应社会， 人生道路上更容
易遇到挫折和障碍。所以，家
长应该及时纠正孩子的任
性。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任
性是儿童意志薄弱、 缺乏自
控能力的表现。 导致任性的
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孩子的
心理发展进程从幼儿到儿童

有一个自我中心期。 这一时
期的孩子受发展水平限制 ，
不善于从他人角度考虑问
题， 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情
感。尤其是三四岁的孩子，常
不肯按家长意图办事， 往往
只从自己需要出发， 还不会
真正理解别人。其二，家庭教
育不当。 家长对孩子宠爱过
头、一味迁就，一旦有不顺心
的事，孩子就大肆哭闹，直到
家长让步。 久而久之， 孩子
“以我为中心”的心态愈发膨

胀，终成习惯，逐渐演变为任
性的性格。

及早纠正孩子的任性非
常重要。 一个有效办法就是
让孩子多和同龄人在一起 。
在与同龄人相处过程中 ，孩
子的任性会失去用武之地 ，
因为同龄孩子都不会一味迁
就他人， 这会让他渐渐明白
别人都不喜欢跟任性的小孩
一起玩，从而慢慢学会妥协、
让步、放弃。慢慢会让孩子明
白， 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只
要想要就可以得到。 这种心
理品质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
的社会适应能力， 在未来人
生中勇敢面对不可避免的挫
折。此外，和同龄人交往还可
以增强孩子对社会的观察
力、团队合作意识，并逐渐摆
脱对父母的依赖。 有的孩子
任性惯了， 开始不适应和同
龄人玩，家长不要放弃，要坚
持带孩子体验跟同龄人一起
玩的乐趣， 针对具体情况给
予引导。

摘自《生命时报》

早教切忌盲目“智力开发”
日前由全国政协教科文

卫体委员会举办的 “学前教
育专题研讨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 教育部原副部长韦
钰指出， 儿童早期教育切忌
盲目进行“智力开发”。

韦钰说， 现在一提儿童
早期教育，就是 MBA、哈佛，
就是认识一千字，就是 3 至 5
岁能背 《三字经 》，这其实是
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 早期
儿童脑的可塑性最好， 但同
时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敏感
时期，如果盲目进行“智力开
发 ”，盲目给孩子 “加餐 ”，反
而会给儿童造成伤害： 科学
研究表明， 长期处于慢性压
力下的孩子， 成年以后患慢
性疾病的概率高， 也更容易
呈现反社会的行为； 而睡眠
不足或失眠、 父母的喜怒无
常、 强迫性教养和惩罚性教
养都会给儿童造成慢性压

力。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

孩子比成年人缺乏睡眠 ，看
看培训学校门口， 多少家长
拧着孩子的耳朵强迫孩子上
课后班， 再看看他们沉重的
书包里装着什么， 就知道中
国孩子的现状。 ”韦钰认为，
解决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现
实问题， 必须依靠教育的科
学研究， 特别是学习科学的
研究。 学习科学是一门新的
交叉学课，它从心智、脑与教
育的视角， 用认知神经科学
和情感神经科学来研究学习
者，以及教与学的过程。 我们
急需这些科学研究来引导家
长和社会， 并帮助政府和学
校进行教育决策， 以防止那
些看似科学其实是以盈利为
目的的早期教育行为耽误甚
至伤害儿童。

摘自光明网

婴幼儿优质睡眠
“三要三不要”

由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
健中心联合权威儿科睡眠专
家共同推出的国内首个《中国
婴幼儿睡眠健康指南》日前在
北京发布，推出婴幼儿优质睡
眠“三要三不要”法则。

“三要”指的是：要在宝宝
犯困时放到床上，培养其独自
入睡能力；要让宝宝与父母同
屋不同床，有助于夜晚连续睡
眠；要用纸尿裤等养育行为方
式提高宝宝夜晚睡眠效率。

“三不要”指的是：不要依
赖拍抱或摇晃等安抚方式让
宝宝入睡，不要让宝宝只有在
喂奶后才能入睡，不要过度干
扰宝宝夜晚睡眠。

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
中心儿童保健部副研究员黄
小娜表示，父母应“放手”让宝
宝享受安静睡眠。 夜晚睡眠效
率高、 夜醒次数少的宝宝，不
仅体重、身高等体格生长指标
相对较好 ，而且学习 、记忆等
认知能力的发展也相对较好。

摘自《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