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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宝宝一天天成长，对外
界的认知、感受与理解力逐渐成
形，爸妈想要宝宝全面发展，达
到全能开发的绝佳效果，“全脑
开发”更重要。专家认为，左右脑
同时开发更有利于宝宝智能和
潜能的发展。要想婴幼儿左右脑
均衡发展，掌握适当的时期和方
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
此，想要孩子完全发挥大脑的作
用，就必须先了解宝宝小脑袋里
的秘密通道，根据需求来设计学
习内容，给宝宝更多的刺激训
练，宝宝的潜能逐步被开发。
左右脑如何合作

大脑分左右脑，在先天遗传
与后天训练等不同因素影响下，
左右脑发展，也有强弱势之分。
对多数人来说，在大脑中的“强
势半球”多是掌管语言、理解、阅
读、计算等的“左大脑半球”;而

“非强势半球”多是指影响创造
力、空间感及艺术、音乐能力的

“右大脑半球”。
左右脑的运作流程情形，是

由左脑透过语言收集信息，把看
到、听到、摸到、闻到、尝到，也就
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五感，

接收到的信息转换成语言，再传
到右脑加以印象化，接着传回给
左脑逻辑处理，再由右脑显现创
意或灵感，最后教给左脑，进行
语言处理。
左右脑均衡开发5个游戏

脑神经细胞在婴儿期如何
布线、连结，以及父母后天给予
何种的学习环境，这都会严重影
响孩子脑部的架构及学习能力。
专家表示，父母对于家中小宝贝
的“全脑开发”，从孩子出生后就
可以开始。家长在宝宝的大脑定
型之前，以轻松、自然的方式，帮
助孩子将左右脑的各种能力诱
导出来，也就是透过游戏来开发
左下面为家长们精选5个游戏点
子，在带着孩子玩的过程中，略
加小变化，就会有玩不尽的招
数！

配对小游戏
配对游戏实际上可在孩子

仅1岁半时就可着手进行了。一
开始可在桌面上摊开少许几张
字母卡，然后要求孩子将两张相
同的字母卡配对。

家长也可以训练宝宝水果
颜色配对，可制作色卡与字卡，

让孩子学习正确配出水果的相
对应颜色。例如苹果是红色、橘
子是橘色、香蕉是黄色、葡萄是
紫色等。

猜猜是什么
将一组孩子熟悉的动植物

的照片或图片用手掌遮掩大部，
而仅留出该动植物的小部分，然
后要求孩子猜测这是什么动植
物。要是孩子推断错了，大人再
可作一下启发、诱导，直至完全
猜对。为提高孩子主动推断的积
极性，大人还可鼓励孩子之间互
出“谜题”。

捏粘土游戏
捏粘土不仅能够培养孩子

敏锐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对于手
部肌肉的发展也大有益处。妈妈
可以先捏出不同的造型，让他模
仿。再让他自由创作，随意捏出
他想要的样子。当他完成一件作
品时，帮他试着用颜料上色，增
加他对美的感知与鉴赏力。妈妈
还可以从旁协助，搭配说故事；
若宝宝玩心大发，还可以陪他一
起

发挥创意，玩起故事接龙，
训练右脑反应。

仰望天空
在晴朗的天气里，家长可带

着孩子来到旷野上仰头观察云
朵，启发孩子将不同形状的云
朵看成动物、仙女、天使等。日
本人认为这是最简便地利用大
自然锻炼右脑的绝好办法。在晚
上，就让孩子抬头看看星星，向
他们讲述星座的神话传说，鼓励
孩子张开想像的翅膀，编织一个
有关月亮或星星的故事。专家们
认为，发挥想像本身就是一种

“右脑体操”，有助于右脑开发。
相反指令游戏
妈妈和孩子面对面，先由

孩子发出指令，妈妈做动作，但
是要做相反的动作——— 如果孩
子说：“哭”，妈妈就大声“笑”；孩
子说：“站起来”，妈妈就“坐下
去”；以此类推，“举左手”对应

“举右手”，“向前走”对应“往后
退”……一定要“对着干”。一轮
下来，妈妈孩子互换角色，重新
开始。

知学不如好学，与其花很
多的时间来让孩子明白学习英
语的重要性还不如让孩子爱上
学英语，为何兴趣在儿童英语
教育中如此的重要呢？这就需
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兴
趣具有动力作用，也就是说兴
趣可以转化为激发人们进行某
种活动的推动力。幼儿期的儿
童，由于注意力等心理因素发
展不够成熟，他们的学习在很
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
向，当儿童对学习有浓厚兴趣
和好奇心时，便会产生情感上
的需求。

英语对于幼儿来说是一个
新鲜事物，要让孩子心甘情愿
的接受和学习就要激发他们内
在的情感需要。想要激发这种
潜在需要就必须要了解孩子天
性爱玩情感要求，然后将英语
学习与这种需求结合。

家长出于考虑孩子情感上
的需求，可以采用生动活泼、有
趣味的形式来吸引他们。孩子
学习英语，重要的是创设一个
轻松愉悦的环境。爸爸妈妈要
有意识地把英语学习和游戏结

合起来，如“Wolf，wolf，what
time is it?”“It's five o'clock.”在
游戏中，让孩子模仿小动物，边
做动作边用英语回答，轻松自
然地就学会了英语句型。在和
孩子玩过家家的时候，问问孩
子“What do you like?”让孩子
试着用学过的单词说一说。平
时，父母也可以利用一些日常
活动，如给孩子洗脸时，一边洗
一 边 教 孩 子 念 念 英 语 儿 歌

“Wash your face，Wash your
eyes，Wash your nose，Wash
your……”这样既让孩子觉得
好玩，又学得有趣。带孩子去超
市时问问孩子“What do you
want?”鼓励孩子用单词或句型
来回答。当孩子能正确说出单
词时，妈妈的一个亲吻，一个拥
抱，爸爸翘起的大拇指，奖励一
张小小的粘纸都会使孩子产生
自信的情感，激起学习的兴趣。
因此爸爸妈妈在教孩子学英语
时，要不断地变换形式，采用模
仿小动物、敲榔头、敲门、开火
车、击鼓传花、听故事、表演等
来愉悦儿童学习的过程，使孩
子学得兴趣盎然。

对于有男孩的家庭来说，从3

岁开始，妈妈就应该自觉“退位”，
让父亲登上男孩的心理舞台，成
为重要的榜样人物。如果在家庭
中，妈妈霸占了这个席位，在家表
现得像“老大”，而爸爸却“俯首称
臣”，没有话语权，你其实就是在
告诉他，男人就该是这样的。

养男孩得忍受他的淘气
别再抱怨你家的小男孩过于

淘气，男孩旺盛的活力是天赐的！
研究发现，男孩天生就比女孩好
冲动，喜欢冒险，更具攻击性。

“不要跳！”，“安静点 !”，“给
我坐好!”这可能是妈妈对男孩子
说得最多的话，如果孩子不听
话。你会非常恼火，求助于书籍
和专家，寻找让他听话些的方
法。可如果孩子真的规规矩矩听
从了你的指令，你可能又发现，
他变成了那种胆子小、容易紧张
的男孩，如何把他变得野性点，
可能又成了你面临的一个新难
题。想要培养一个真正的阳光少

年，你不得不忍受他在沙发上狂
奔乱跳，忍受他拆掉你的手提电
脑，忍受他登高爬梯总之，忍住
对自己的安静和安全被搅乱的
焦虑，让你家男孩的天性有自由
的生长发展的机会。以下是心理
专家的五个建议：

小男孩需要多抱抱
在孩子（无论男孩女孩）1岁

半之前，怎么宠爱都是不过分的，
特别对于男孩，因为他们跟成人
对视的时间更短，成人要特别注
意多抱男孩，让他们的肌肤得到
触摸满足，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男孩需要独立的空间
男孩成长到大约2岁，就开

始了独立的第一步。从这时开
始，父母要有意识地给他创造适
当的独立空间。2-5岁的男孩会
越来越多地显露自己的个性，这
时，孩子容易发火。爸爸妈妈不
要过多压制他的反抗，而要多多
理解他，否则可能会阻碍他内在
自我的发展，破坏他一生的性

格。
理解男孩的特殊表达方式
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愤怒，更

需要发泄，所以，在对你不满意
或者他心情不好时，他就摔门、
砸东西、喊叫，甚至敲墙。其实，
这是小男子汉成长中的正常行
为。你应该告诉他什么是更好的
表达方式，他有能力、有责任也
有时间去调整自己。同时给他发
泄的机会，允许他喊叫，甚至指
定一样东西比如沙发或者沙袋
等，让他捶打。

理解男孩的固执
从襁褓期开始，男孩就不像

女孩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挫折，
也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帮
助。通常他明明知道自己力所不
能及，却还是要坚持不断地尝
试。男孩子对自己情绪的处理，
也比女孩子缓慢许多。这时，妈
妈应该相信我们的小猎人对自
己的判断能力，并且给他足够的
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你硬
要他不做某件事，或者强迫他接
受你对他的帮助，才会使他产生
真正的挫折感。

他的注意力真的不如你
你说了好几遍，他也没听

见。你觉得他是故意不听你的
话，所以你很生气。但事实是他
就是没听见。男孩的听力不如女
孩好，特别是在他们非常专注地
干一件事的时候，根本听不到第
二种声音。这时，你不要呵斥他，
你越呵斥，他越排斥这种噪音。
你应该走过去、蹲下来，看着他
的眼睛，抓住他的手，对他温和
地讲话，他才容易把注意力转到
你身上。

英语学习一直是摆在众多
渴望留学学子们面前的一道障
碍，“雅思”、“托福”“SAT”等专
业考试作为这道障碍线上必过
的一关，多少年来难倒了无数英
雄好汉。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
大家普遍对这些考试的模式和
学习方法比较陌生，从而造成考
试成绩不理想。曾几何时，烟台
学子因为没有专业的雅思辅导
机构而空有热情，却学而无门。
但是，随着烟台环球天下雅思学

校的成立，广大港城学子们终于
获得了系统学习出国英语考试
课程的机会。寒假期间，北京名
师潘晓娟老师将到烟台校区授
课，给了烟台学子与名师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

环球天下雅思是国内最大
的英语培训机构之一，每年培训
60多万学员。作为中国民办教育
行业代表率先步入国际教育先
进级领域。每月开设雅思、托福、
外教口语等数万个班级，创立全

国第一连锁教学品牌。烟台环球
天下雅思作为该集团的直属分
校不断优化学员学习和考试服
务，总结开发出了适合本地学子
的教学模式，提供完整的个性化
培训，考试设计等教学内容。具
有经济、实效、保险的特点，竭尽
全力的为考生提供最佳留学途
径，多年来取得骄人成绩。近期，
烟台环球天下雅思学校推出的

“保分班”课程在各高校引起轰
动，报名工作正火爆进行中。

左左右右脑脑齐齐开开发发 宝宝宝宝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给给有有男男孩孩家家庭庭的的““私私人人订订制制””

寒假让我们与名师相约在环球天下雅思学校

烟烟台台环环球球天天下下雅雅思思学学校校：：品品牌牌实实力力、、保保分分保保过过

家长教孩子学英语

要考虑他们的情感需要

早教QQ群号：145610283

早教疑难问题专家咨询热线：1550648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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