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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爸爸5年，他把爸爸做成事业

带带娃娃也也拉拉风风 坐次摇摇车

染上手足口病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穆静
实习生 魏先群 李倩 ) 随着天
气转暖，又到手足口病的高发期。记
者采访发现，进入4月份手足口病患
者较之前增加了不少，儿童摇摇车
等也可能成为手足口病的“罪魁祸
首”。目前，济南市的市级手足口病
定点医院有两家，为济南市传染病
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5月到8月是高发期

3岁的天天右手手臂上起了几个
小红点，还伴随有高烧和腹泻的症
状，到医院后确诊为手足口病。手足
口病是传染性疾病，天天病好后，妈
妈回忆天天可能去过的传染的地
方，推测其为在坐摇摇车时被传染。

“我和当时几个家长总结的宝宝被
传染的地方，都是摇摇车。这个车不
消毒，长期暴露在外面，很多宝宝都
是在坐过之后发病的。”

据了解，手足口病传播途径较
多，主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
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以及被污染
的手、毛巾、手绢、牙杯、玩具、餐具
等感染。专家表示，儿童完全可能通
过被污染的摇摇车感染手足口病，
可去药店买专门的消毒喷剂，玩前
玩后都喷喷消消毒。

11日，在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
院，小儿手足口病专家姜医生告诉
记者，5月到七八月份是手足口病的
高发期。从三四月份开始随着天气
的回暖，门诊量也随之增多。“较之
前的一天几个到几十个，现在每天
的门诊量能达到一百多个。”姜医生
告诉记者，5月份到七八月份一天至
少能接诊四五百人。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综合传染病
科的主任医师宋修光介绍，自3月末4

月初天气暖和了以后，手足口病患者
是比原来多一些了。这种传染病会通
过消化道、呼吸道等多种方式传播。
一般症状较轻的患者可以拿些药回
家治疗，但如果患者出现持续高烧、
血压高、心率快、肢体抖动等症状，那
就是重症患者了，需要留院治疗，重
症患者多是3岁以下的孩子。

市级定点医院有两家

据了解，目前手足口病定点医
院，市级的有两家，分别为济南市传
染病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
院。此外，各县(市、区)也有县级手
足口病定点医院，如章丘市人民医
院、平阴县人民医院、济阳县人民医
院、商河县人民医院、长清区人民医
院、历城区人民医院。

儿科专家将做客

食药局66666111热线

本报4月14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通讯员 张斌 ) 16日上午9：
30—11：30，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将邀请济南市儿童医院儿科专
家林爱伟主任医师做客济南市便民
购药公益服务热线。

市民可拨打便民购药公益服务
热线66666111咨询儿童用药方面问
题，春季儿童要注意哪些疾病，怎样
预防小儿呼吸道疾病，怎么给孩子
合理地补充维生素等问题都将有权
威的答案。

林爱伟，女，50岁，主任医师。对
小儿常见病、多发病、不明原因发
热、小儿肝病、颅内感染及其它常
见感染性疾病救治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穆
静 实习生 李倩 魏先群)

儿童玩具随处可买，可在不
少妈妈看来，为宝贝亲手做的
玩具，更能体现妈妈对孩子的
爱。如今，不少商家推出了制
作玩具的材料包，这些材料包
受到很多妈妈的欢迎，一些材
料包的价格甚至比买类似的
玩具还要贵。而这些价高的材
料包，不少为三无产品，质量
和安全性令人担忧。

在一些购物网站上，各种
DIY的材料包真不少。在一家销
售手工材料的店铺，不但有摇
铃、布艺公仔、音乐旋转床铃等
的DIY材料包，还有婴童抱毯、

婴儿帽、宝宝肚兜等的制作材
料包。不少手工材料的价格并
不便宜，但销量不低。一款售价
为132元的音乐旋转床铃材料
包，月销量达到了1591件。

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是价
格便宜的还是价格较贵的材
料包，标注材料具体成分和厂
名、厂址等信息的店铺少之又
少。在一款售价68元的车床挂
件材料包中，记者看到，材料
包中有制作布料、带糖果色的
牙咬胶、塑料眼镜、小铃铛等
材料。对于制作布料，在介绍
中店家专门强调了面料安全、
无化学污染物、甲醛含量为
零。此款材料包中含有牙咬

胶，在材料包介绍中，店
家对牙咬胶的作用作了
说明：让宝宝体验咀嚼的
感受，促进齿根膜发育。而
对于面料和玩具零件具体
的材质以及制造商名称地
址等则没有标注。

据了解，正规玩具一般都
要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即有“CCC”标志；同时，玩具会
标注制造商或销售商的名称及
地址、制造商或分销商的商标、
标记以及产品的主要材质或成
分、安全警示语、产品合格证等
标签标识和警示提醒。而不少
DIY材料包的原材料并未标注
以上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爸比”
本报见习记者 魏新丽

为了女儿

爸爸辞职
邓云光萌生做全职爸爸的

想法时，女儿已经四岁了。谈起
原因，他说主要有两方面的考
虑。一是不放心老人带孩子。他
举了一个例子：女儿一开始不会
写数字“8”，总是横着写。有一次
检查她的作业，发现她竟然写得
很好。一问才知，是老人偷偷帮
着写的。老一辈带孩子的时候，
容易溺爱，这让想给女儿最好教
育的邓云光感到很头疼。

2005年的冬天，邓云光妻子
的爷爷生病，岳父岳母得回老家
照顾老人。而邓云光和妻子每天
都得六点半赶班车去上班。如
此，夫妻俩必须在六点半以前把
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冬天的济
南，六点多的天依然一片漆黑，
把女儿从熟睡中叫醒摸黑送去
幼儿园的时候，邓云光心里很不
是滋味。“都说孩子是上帝赐给
我们的宝，难道我们就让我们的
宝这么早去幼儿园吗？”他这么
问自己。

这件事促使夫妻俩考虑辞
职带孩子的问题。因为妻子工
作更加稳定，邓云光决定自己
辞职。妻子对此很通情达理，两
人商量了一晚上，辞职的事就
这么决定了。

2005年12月，邓云光辞去工
作，成了一名全职爸爸。他一开
始想的是等孩子大一点就再回
去工作。“只要有本事，以后找工
作就不成问题。”谁知道，他的全
职爸爸，一干就是五年。他也因
为这次选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
职业道路。

邓云光原先在一家国企工
作，算是铁饭碗，收入也不错。辞
掉后他并没有任何后悔或者惋
惜。不过，全职爸爸毕竟十分稀
少，邓云光这么多年在济南也没
遇到过一个。因此，辞职时候来
自周围人群的压力可想而知。全
职五年，他把手机也停了，这一
停就是5年，联系他的唯一方式
就是家里的固定电话。

他也渐渐成了

“名家长”
全职爸爸的生活简单而有

规律。最开始的两年，他和女儿
几乎朝夕相处。白天送女儿上
幼儿园，回家做做家务，晚上陪
孩子游戏，包括打扑克、玩电脑
等。为了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
滴滴，他还开通了第一个新浪
博客，时不时地写一写文章。

辞职后的邓云光，心思全

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他一点
点摸索出适合孩子的教育方
式。周末，他带孩子到少年宫学
舞蹈，偶尔带她去游山涉水。空
闲的时候，邓云光开始读书，只
要与亲子教育有关的书籍，他
都喜欢翻翻看看。

2007年9月，女儿开始上小
学。邓云光说女儿一开始的表
现并不是那样出色，但在班级
的事情处理方面、和同学的相
处方面显得尤为自信。这跟他
对女儿的教育不无关系。

女儿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
逐渐崭露头角，从卫生委员到副
班长，到班长，后来竞选成为学
校的舞蹈队队长、少先队大队
长，再后来被评为“济南小名士”、

“济南市优秀学生干部”。邓云光
说他不是很看重这些荣誉，他更
注重成长的过程、锻炼的过程。

变身家庭妇男，邓云光并
不怕跟社会脱节。因为女儿的
原因，他也渐渐地成了学校的

“名家长”，学校有什么活动都
会邀请他参加，生活也很丰富
多彩。

辞职在家，家里收入完全由
妻子负责，妻子当时一个月不到
两千元的工资，一家三口的生活
一时有些拮据，像在外面吃喝腐
败，一个月可能也只有一次。邓
云光就这事跟孩子沟通过：“你
是想跟其他孩子一样过富有的
生活，还是愿意跟着爸爸吃苦，
但是爸爸能天天陪着你呀？”女
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女儿成全了

他的事业
随着女儿渐渐长大，足够独

立，邓云光的全职爸爸也接近尾
声。全职多年，邓云光俨然成了
一个教育专家，邓云光特别健
谈，谈起教育理念和带孩子的趣
事，滔滔不绝。他现在最擅长的，
就是做“爸爸”这一职业。

2011年，邓云光碰到一个志
同道合的网友，俩人聊得很投
机。网友的女儿要上小学了，网
友便想把女儿委托给邓云光代
管。邓云光开始只是想着帮朋友
带孩子试试，结果他带出的孩子
进步很大，朋友执意要给邓云光
付一笔生活费。后来，邓云光成
立了“恬逸亲子联盟工作室”，帮
更多的家长带孩子。现在邓云光
的全职爸爸反而成了兼职，他每
天忙碌在工作室里，成了几个孩
子的“大爷”。从一个孩子的全职
爸爸，变成了很多孩子的全职

“大爷。”
他现在带了七个孩子，都

是小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不等。跟其他托管所不同，在他
的工作室里，孩子不只吃饭做

作业，而且可以疯玩，还能听他
乱讲瞎扯。

“每天中午都会跟孩子们乱
讲二十分钟，讲论语呀，弟子规
呀，天南地北瞎扯。”他说。而到
了周末，他则会带着这些孩子去
自然中疯玩。“在生活中教育”，
这是邓云光坚信的教育理念。

说起教育这些孩子，他有
各种小窍门，他会观察孩子的
性格，然后因材施教。比如有的
孩子不听话不写作业，他出门
前就跟孩子反着说，“我回来之
前，你不准完成作业！”结果等

他回来，孩子作业早做完了，做
得还很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比单纯的逼迫效果更好。

有人曾调侃他：“你是因
为女儿辞职，没想到女儿却
成全了你的一份事业。”听到
这话，他心里热乎乎的。或许
一个男人，把人生中最宝贵
的事业黄金期奉献给家庭，
奉献给女儿，在很多人看来
难以理解，但是对邓云光来
说，这样的人生特殊而且有
意义，这样的全职爸爸的生
活反而成全了他。

全职妈妈常见，
全职爸爸却稀有。泉城的

全职爸爸，邓云光算是一个。
他2005年开始全职，在家专心带
女儿。全职五年，邓云光并没有废
掉，反而成了一个野路子的草根教
育专家。凭借自己摸索出来的教育
方式，2011年，他办起了自己的亲
子工作室，帮其他家长带孩

子。全职爸爸，成全了他
的另一份事业。

为为宝宝宝宝DDIIYY玩玩具具更更有有爱爱
不不少少材材料料包包为为三三无无产产品品，，给给孩孩子子玩玩还还得得当当心心

一些DIY玩具材料包中的牙咬
胶，并没有任何材质说明及生产厂
名、厂址。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邓邓云云光光和和女女儿儿((左左上上))以以
及及工工作作室室的的孩孩子子在在一一起起。。
((邓邓先先生生提提供供))

邓云光在工作室里
辅导孩子。(邓先生提供)

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坐这种摇
摇车。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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