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俄罗罗斯斯杂杂技技歌歌舞舞团团将将““空空袭袭””济济南南

为人父母，我们希望孩子快乐健康，希望TA有美好的未来，育儿的路上，我们时常焦虑，为人父母的战战兢兢，使我们对育儿知识求知若渴。
育儿宝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打造的亲子教育、家校资源整合服务平台。育儿宝中，我们一路相伴。“蜗牛妈妈”与““奶爸日记”，我们分享最科

学、实用、新鲜、有趣的育儿经，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写下自己的故事；“专家在线”，我们将邀请育儿大师定期开展公公益讲座，点津育儿困惑；“亲子乐
园”，我们将举办公益亲子活动，来场萌宝辣妈酷爸趴……

《婴儿纸尿裤消费行为调查报告》发布

网网购购纸纸尿尿裤裤，，一一半半人人买买到到““假假””了了

作为宝宝的贴身用品，
婴儿纸尿裤的质量问题是
家长最关注的。济南市消费
者协会联合18个城市的消
协，开展了护肤品消费行为
有奖调查，并于2015年7月8
日共同发布了《婴儿纸尿裤
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根据
报告，73 . 27％的受访者首
先关注质量问题，五成消费
者网购遭遇假冒伪劣，四成
消费者更信赖进口品牌。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网店纸尿裤你敢买吗？一半人买到“假”了
作为消耗品，购买婴儿纸

尿裤是家庭中一笔不小的育儿
支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更
倾向购买哪档价位的产品？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有31 . 84％的
受访者倾向于购买价格在每片2
元—2.24元的产品，有46.53％的
消费者倾向购买价格在每片1 .5
元—2元的产品，倾向购买每片
价格在1 . 5元的消费者最少，仅
有21 . 63％。中档产品最受消
费者的欢迎。

在“您购买纸尿裤产品时

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的调查
结果中，有73 .27％的受访者首
选质量，有51 . 02％的受访者对
价格比较在意，将品牌、功能作
为考虑因素的受访者分别有
45.51％和42.65％，仅有13.27％
和10 .20％的受访者看重产品包
装设计和广告宣传。由此可见，
如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关注
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
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的安全生
产和诚信经营敲响了警钟。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表示

使用隔尿产品后遇到红屁股现
象 的 受 访 者 占 比 最 大 ，为
53 . 47％，其次是认为产品不
够干爽、不透气、吸水性差的受
访者。另有超过两成的受访者
表示，其所购买的隔尿产品曾
出现质地太硬、漏尿、腰贴导致
孩子皮肤过敏等问题。

在消费模式的调查中，有
高达56 . 53％的受访者选择网
购。其中，很多受访者选择到天
猫、淘宝、京东商城选购产品，
到天猫选购的人数最多，为

49 . 8 0％。选择到唯品会、当
当、蜜芽宝贝等网络商城购买
的受访者则相对较少，均不足
两成。

不过，电商也暴露了诸多
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假冒伪劣。
有50 . 61％的消费者网购纸尿
裤时遇到过此类现象。此外，售
后服务问题也十分棘手，有
31 . 22％的受访者表示遭遇过
售 后 服 务 差 问 题 ，另 有
29 . 80％受访者网购的产品在
快递过程中丢失。

避免红屁股，四成家长买进口的
在选择给宝宝使用纸尿裤

的受访者中，有36 . 33％的受
访者表示会固定使用一个品
牌，有35 . 51％的受访者表示
偶尔更换品牌，表示会经常更
换品牌的受访者有28 . 16％。

对于消费者更信赖国产品牌还
是进口品牌问题，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有42 . 25％的受访者
对进口品牌更信赖，认为国产品
牌与进口品牌差不多的受访者
有36 . 53%，另有21 . 22％的受访

者表示对进口品牌不信赖。
隔尿不再是家长选择纸尿

裤的唯一诉求，让宝宝舒适更
是家长选择纸尿裤的标准。有
61 . 22％的受访者首选“干爽”
“ 透 气 性 好 ”的 产 品 ，有

54 . 49％的受访者选择“锁水
性高”“柔软不刺激”的产品，分
别有43 . 06％和32 . 24％的受
访者选择带有“防侧漏”、“弹性
魔术扣，随意调节腰围松紧”功
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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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荷爸爸

小荷两岁五个月，最近感冒咳
嗽，吃西药、喝止咳糖浆效果不明
显，于是决定给她喝几天中药试试。

第一天，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中
药，小荷还特别兴奋，不停地说：“爸
爸，我要喝中药！”我把凉好的中药倒
在她的小熊茶杯里，她喝了一口说：

“爸爸，苦，我不喝。”她妈妈说：“小荷，
喝了中药你咳嗽就好了，就可以吃糖
醋里脊了。”她根本听不进去，跑到沙
发上去找她的玩具熊玩去了。

她妈妈想了一个点子：“小荷，你
想不想吃提子？”小荷说：“想吃。”妈妈
说：“要不咱们吃一口提子，喝一口中
药？”小荷说：“好。”她们娘俩就配合得
很好，一杯中药很顺利地喝完了。

第二天，一家人对今天小荷用药
预计很乐观。但小荷看到咖啡色的中
药就是不喝，给提子吃也不喝。“那就
硬灌吧？”我说。她妈妈同意了。妈妈
抱着小荷，我左手握住小荷的两只
小手，右手用汤勺盛着中药，把勺塞
进她嘴巴里。

这里有个小技巧，为了不让孩
子把药吐出来，用勺压住孩子的舌
头，这样药大部分都会喂进去。

喂药大人孩子都痛苦，小荷撕心
裂肺地哭，被压住的手脚使劲地乱动，
眼泪、鼻涕哭得满脸都是，我和孩子妈
妈心里都不好受。第一勺喂完、准备喂
第二勺时，小荷哭着说：“别灌，我吉

（自）己喝。”我用纸巾把她的眼泪和鼻
涕擦干净。说着，把小熊杯子递给她，
她两只胖嘟嘟的小手拿着杯子抵在腿
上好一会儿，但是没有喝的意思。

我说：“小荷，快把中药喝了。”
“我不想喝！”“不喝就灌!”“不行！不
灌！”我准备从她手里拿过杯子用汤勺
盛药喂她，但是她的两只小手把杯子
抓得死死的，就是不给我。我说：“不
灌，你自己喝！”妈妈也鼓励她。

在我和她妈妈软硬兼施的手段
下，小荷把一大杯中药喝完了。喝完
之后，我和她妈妈一起给她鼓掌，
说：“小荷真棒！小荷最勇敢了！”小
荷一下子就忘了喝中药的痛苦，咯
咯笑，也跟着我们一起鼓起掌来。

后来几天，也是软硬兼施，小荷
才把中药喝完的。用了几天的中药，
病也好了，还学会了自己喝药（虽然
是被逼的，但也算是进步）。

小荷喝中药
硬灌？不行

奶爸日记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若松） 时间过得好快，万能的周五晚又来了！周五晚是育儿宝频道线上
讲座的固定时间，此前，我们已经邀请过蒙氏教育、正面管教等相关专家与大家交流。10日本周五晚的
线上讲座为群友们请到的是有着丰富儿童临床经验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保科主任李燕。

关于千佛山医院的李主任，相信不少宝爸、宝妈都排队挂过她的号，这次您不用排队，也不用挂
号，更不用花钱，打开手机戴上耳机听就行啦！李燕医师，在婴幼儿营养与喂养、喂养困难、儿童单纯性
肥胖、身材矮小、性早熟、儿童发育落后、儿童心理行为异常等诊断治疗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到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直接跟李主任咨询！

讲座时间为7月10日晚9点半到10点半在线上举办。蜗牛家长汇群号：218988399。本群依托齐鲁晚
报，致力于家校整合教育，提供公益的教育服务，组织各种亲子活动。相关信息也会在齐鲁晚报手机客
户端——— 齐鲁壹点育儿宝频道更新，敬请关注。

周五晚线上约

儿科名医来解惑

本报讯 俄罗斯五彩糖果
杂技歌舞嘉年华全国巡演活
动，将于7月30日登陆济南历山
剧院。据了解，五彩糖果杂技歌
舞团是世界最著名的少年杂技
团之一，演员的平均年龄在6—
16岁之间，曾荣获俄罗斯舞蹈
杂技金奖，并多次荣获少年声
乐比赛大奖。据悉，济南演出的
票务系统已经启动，票价分为
60、80、120、150、180元不等，
更有双人、三人“亲子”特惠套
票出售，目前，低价位票几近售
罄，热爱杂技歌舞的市民需尽
早预订。

记者了解到，俄罗斯五彩
糖果杂技歌舞团是享誉国际的
综合艺术团体，具有整齐的阵
容和高超的艺术水准，该团自
成立以来在全世界演出近千

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蜚
声国际。艺术团以舞蹈、声乐、
杂技等喜闻乐见的综合节目为
主体。多年来，在专业辅导教师
的严格培训下，培养了一批专
业艺术人才。如：声乐小演员安
德烈、列娜布尔玛均多次荣获
俄罗斯少年声乐比赛大奖。

为了本次来华巡演，该团
精心组织一支优秀的演出队伍
并排练了一台展现俄罗斯少年
儿童艺术风采的节目。其中，空
中杂技《绳上体操》、独轮自行
车平衡表演《独轮车》等节目均
斩获过俄罗斯少年杂技金奖、
银 奖 等 荣 誉 ，歌 伴 舞《 卡 林
卡》、吊环《月亮公主》、呼啦圈
舞《跳跃的呼啦圈》等经典节目
也将在济南站的巡演中逐一呈
现。

据悉，本次演出活动由山东
演艺联盟发展有限公司主办，据
主办方介绍，“引进此项目，在丰
富泉城演出文化市场的同时，更

期望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国少年
儿童的交流和友谊。”

(刘芳芳)

演出时间：7月30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
订票电话：40000-99566 0531-
82627277

▲俄罗斯五
彩糖果杂技歌舞
团微信支付二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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