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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子子阅阅读读：：请请适适当当添添加加小小玩玩具具
亲子阅读的好处，爸爸妈

妈都知道。如何开展亲子阅读？
要先了解宝宝的性格特点。好
奇——— 最大的特点，不管拿到
什么都要啃一啃、摸一摸，甚至
摔打几下。好动与注意力集中
时间非常短，总是按捺不住，爱
闹腾，不会好好配合你做某件
事情，随时可能开小差、走神，
扭 头 自 顾 自 干 自 己 喜 欢 的 事
情。

当宝宝在亲子阅读时出现
撕书、咬书等“蹂躏”行为，别太
心疼，这是他在用他的方式探索
世界，父母要做的就是及时做好
书本的清洁消毒工作；孩子听故
事时爱闹腾、注意力不怎么集
中，也不要大发雷霆，耐心地把
故事讲完就是了。

就内容而言，可以挑一些
精致的识图卡片，画面精美、色

彩亮丽、情节简单易懂的绘本
和生动活泼的儿歌。亲子阅读
最好在安静、人少的环境下进
行，移开宝宝身边的玩具、关上
电视等容易吸引宝宝注意力的
电子产品。可以宝宝睡觉前或
洗澡前，他的情绪比较好的时
候进行亲子阅读，效果会很不
错的。

亲子阅读小技巧

其实，宝宝的语言能力不
强，这个阶段的亲子阅读，从严
格意义上说不算阅读，而是给宝
宝讲故事、读书本、看图片。

阅读前先热身
孩子刚接触亲子阅读时，对

它还很陌生，可以在亲子阅读
前，先和他做些热身小游戏，把
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来。这
个环节非常必要，其实也很简

单，就是先和孩子玩一通拍手、
唱歌、手指谣之类的小把戏，让
他稍稍有点兴奋就可以了。游戏
后再给他讲故事，他的专注程度
会提高不少。

把讲故事变成演故事
宝宝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有

限，单纯地照本宣科容易使他们
对阅读这件事失去兴趣。在给宝
宝讲故事时，可以增加一些脸部
表情与肢体动作，这样既可以帮
助他理解故事内容，也可以增强
他对阅读的兴趣与欲望。

添加些小玩具作为辅助
宝宝的专注力有限，稍不留

神就会开小差。可以会借助一些
小玩具吸引他的注意力。比如在
讲小熊宝宝的故事时，可以用小
熊手偶来表演故事；讲龟兔赛跑
的故事，可以找来小兔子玩偶、小
乌龟玩偶当道具，效果会甚佳。

注意：亲子阅读不能心血来
潮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重
在循序渐进，贵在持之以恒。不
能因为宝宝调皮、闹腾、不配合，

就放弃亲子阅读。只要坚持不
懈，过一段时间再回顾亲子阅读
的效果，那时你会蓦然发现宝宝
进步的确不小。

宝宝在幼儿阶段都喜欢拿
着彩色笔乱涂乱画，妈妈会发
现在本子上、报纸上、台历上甚
至墙上，都会有宝宝的“杰作”。
其实，宝宝爱涂鸦正是想象力
丰富、有艺术潜能的表现！涂鸦
和语言一样传递着他的情绪与
感觉。那么，父母该怎么引导宝
宝涂鸦呢？

正确对待宝宝这种兴趣
对孩子来说，涂鸦更多的是

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学习的方
式。正因为是游戏，所以宝宝才会
乐此不疲。因此，尽管让宝宝按照
他自己的想法去涂涂画画好了，
没有必要一定要教给他正确的画
法，或者非要他遵照爸妈的意愿
来布局、着色、表达某些情节或者
故事。

尽量满足创作需求
或许宝宝需要一支铅笔，或

许是24色彩色笔，或许是水彩。妈
妈可以多观察先看看宝宝对什么
样的绘画材料感兴趣，提供多元
化的材料让宝宝自由选择，尽情
涂画。家长还能在纸张上花点小

心思，选择一些有颜色的彩纸或
者不同尺寸、不同形状的纸张，来
增加孩子的绘画兴趣。除了纸张，
也可使用黑板、薄画板或魔术画
板，这样既能让宝宝尽情挥洒，又
很环保！

除了任由孩子自由创作，家
长也可以买一些涂色本，或者沙
画材料，让孩子在填涂颜色的游
戏中学会颜色的搭配，提高审美
的意识。同时这些原画对于孩子
来说也有学习临摹的作用，家长
可以鼓励孩子参考一下小金鱼还
能这样画，或许孩子能从这些涂
色本中提高绘画水平的同时还能
激发创作的灵感！

多带宝宝到大自然中去
任何创作的灵感都来自生活

的体验。宝宝涂鸦往往是把脑海
中的想法、记忆中的事物通过画
笔呈现出来。既然生活是画画素
材的最好来源，那么家长可以多
带孩子外出体验青山绿水！大自
然的美好风光：蓝天白云、江河湖
泊、树林里的小动物、草丛林的小
昆虫，这些都是宝宝画画最原始
的素材！

家长陪伴孩子体验大自然的
时候，不妨说几个有趣的小故事
来丰富孩子的想象，加深孩子对
眼前美景的记忆力。家长学会用
孩子的眼光来欣赏，多花时间与
孩子交流，顺势启发他去联想去
思考，孩子会因为你的陪伴而变
得更加的亲近。

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朋
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家
长，怎样帮孩子找到合适的朋
友呢？

就近找的朋友
什么年龄最好：5岁以前
到哪里找：观察邻居的孩

子，如果妈妈面貌可亲，孩子
通常也不错。

这个朋友的作用：这第一
个伴儿可以教孩子懂得———
有朋友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对于这种玩伴，只要年龄
相仿，不需要硬让他们一起做
游戏，只给两个孩子提供一个
安全的环境，让他们自己玩就
可以了。即使互相不搭理也没
关系，因为他们一定能熟悉起
来。给他们立个简单的规矩，
比如不准打架，要一起分享玩
具；控制孩子的游戏时间，因
为小孩子一玩起来就没有时
间观念了。

爱好运动的朋友
什么年龄最好：从3岁开

始
到哪里找：操场、游泳班，

甚至只是在你门前玩球的，在
路上跑步的孩子。

这个朋友的作用：可以避
免孩子总窝在家里看电视。

邀请这个爱运动的孩子
与家人一起散步或骑自行车，
他旺盛的精力会感染每一个
人；别把体育活动这件事描述
得天花乱坠，因为孩子对大人
说得特别好的东西都有些逆

反心理；即使他的朋友精通各
种运动，也别指望你的孩子同
样变得如此，只要他能坚持运
动，多出出汗，就是成功；要适
时介入他们的关系，确认孩子
们在做有益的运动，让他们懂
得对朋友吹牛是会伤感情的。

他自己选择的朋友
什么年龄最好：4岁以后
到哪里找：用不着你帮

忙。
这个朋友的作用：这是他

向独立迈进的一大步。
从现在开始，孩子将会结

交的新朋友有些你喜欢，有些
不一定，别为这个焦虑，这是
每个孩子的必经之路。去认识
孩子新朋友的父母，与他们交
流，一起规范孩子们的不当行
为，比如他们看暴力电视时要

及时制止。让他们呆在一起的
时间不要太长，尽量在公共场
合见面，这样也方便双方家长
交流。如果孩子对你的干涉感
到不快，那么要让步。让孩子
自己去体会、处理不同意见，
去面对朋友之间的冲突，甚至
去亲手结束一段友情，都是他
必须学习的功课。如果孩子和
朋友的关系日益亲近，应当鼓
励。

儿童心理学专家莫伦欧
布拉博士指出，从两三岁起，
孩子就开始考虑如何与朋友
交往了。如果他能从觉得“我
们在一起很好玩”，发展到思
考“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个
人”，就说明他已经开始享受
大人们可以享受的美好友情
了。

今年4周岁的萌萌每天一大
早起来就吵吵着要看动画片，每
次看电视时刚开始还是坐着，一
会不是躺着就是歪着，家长很着
急。儿童看电视应避免以下现象：

时间过长
儿童每天长时间地看电视，

容易使孩子神经系统与机体产生
疲劳，影响身心健康发展，影响学
习等其它活动的正常进行。

距离过近
儿童看电视总喜欢往前面

坐。这样，孩子的眼睛在屏幕发出
的强光的长时间刺激下，不仅容
易使视觉的敏锐度与适应性降
低，而且容易造成眼睫状肌调节
功能的降低，晶状体逐渐变凸，导
致近视。

音量过高
儿童看电视时，长时间在较

高音量的刺激下，不仅容易使听
觉的感受性降低，形成不良的听
觉习惯，而且容易导致视觉等感
受性下降。

光线过暗

看电视时，室内光线过暗，影
响孩子视觉功能发育，也容易导
致近视。晚上看电视时，不要把照
明灯都关闭，在电视机后方安盏
小红灯，可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

坐姿不正
孩子看电视时，歪歪斜斜地

就坐，如靠在被子上、躺在父母怀
里，都容易使孩子未定型的脊柱
发生变形与弯曲等，养成不良的
坐姿习惯。

饭后即看
饭后即看电视，容易使孩子

的大脑兴奋中心转移，注意力高
度集中于电视内容，形成消化液
分泌的停滞与食物的沉积现象，
影响肠胃的消化。

边吃边看
孩子边看电视边吃饭，嘴里

的食物往往咀嚼不够，容易加重
孩子的消化负担，影响消化功能。

儿童每日看电视应有时间限
制。3岁至7岁：30分钟至1小时；
7岁至12岁：1小时；12岁至15岁：30

分钟；16岁以上青少年：2小时。

适当的表扬可以让宝宝
更加聪明，所以在生活中，适
当的表扬宝宝还是有好处的。
接下来看看这几种表扬方式
可让宝宝更加聪明。
更具体的表扬

仔细考虑一下你想让表
扬传递出什么信息？通常表扬
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好行为，所
以表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你一直都在帮妈妈搬东
西，很辛苦哦!”“你自己穿上了
鞋 !”“这幅画你很认真地画了
一个上午!”而不是全部笼统地
说：“你干得好!”“你真棒!”
强调努力的表扬

最有效的表扬注重事情
的过程和为之付出的努力，
而不仅仅是结果，对结果进
行表扬没有太大价值。有效

的表扬将鼓励孩子向前进，
他能够学会自我激励，而不
是 为 了 你 的 肯 定 去 做 什 么
事，这样的表扬是对孩子真
正的鼓舞，如：“哇！你把房子
修得好高 !你可以把这么多石
块儿垒得这么整齐 !”
以“你”开始的表扬

这样说可以帮助孩子审
视自己，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
傲。对孩子来说，成就感和自
豪感能促使孩子不断努力，以
获得成功。
强调效果的表扬

如果孩子帮助了别人，表
扬的重点可以放在那些事情
产生的效果上，比如“你把卡
车给果果玩，你看，他看上去
开心极了。”
有预期的表扬

“我一叫你，你就来我这
边，这能帮我节省很多时间。”
这样一说，孩子就不好意思听
见你叫而没有反应了。
不添加主观判断的表扬

“你画的鸟像是要从纸上
飞出来了”比“我喜欢你画的
鸟”更好。孩子需要通过表扬，
对自己做的事情感觉良好，而
不是对妈妈的称赞感觉良好。
问句式的表扬

有时候，你体贴的问话
比任何表扬都能透露出你对
孩子喜欢、对他做的事情的
尊重。这种问话体现出来的
关心，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
奖赏：“这座城堡的哪个部分
是最难修建的？”或者“你的
画里面，你最喜欢的颜色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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