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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学家说，蔬菜在人的每日
膳食中最好要占到四分之一。现在
不少人都患上了食品安全焦虑症，
那到底什么样的菜才能放心吃？日
前，记者来到济南市区规模最大的
生鲜配送平台——— 济南永迪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的114放心菜生鲜配送
生产基地，一探究竟。

114放心菜的生产基地是历城
区董家镇柿子园蓝天合作社生态循
环农业园。蓝天合作社拥有1500亩
蔬菜生产用地，目前已建蔬菜大棚
300多个，是济南周边最大蔬菜大棚
种植园区，是山东省农业厅认证的
标准化生产基地。来到该农业园的
地头时，只看到一排排大棚。据技术
员介绍，15-28摄氏度是最适宜蔬菜
生长的温度。所以冬天，多数蔬菜只
能种在大棚里。这里有不少身份特
殊的棚，是一些喜欢种地的老人承
租的，他们直接住在棚边的小房里，
然后在棚里自己种菜自己吃。技术
员说，基地其他棚里的菜和老人们
自己种的菜没大区别，主要是菜的
品种和种菜的人不一样，基地里的
菜都是专业农民种的。然后其他棚
里用的肥料也就是秸秆、沼渣、沼液
等有机肥。

在该基地办公区，办公室的一
面墙上贴着无公害农产品证书，上
面的有效期限注明“2014 . 1 1 . 2 8-
2017 . 11 . 27”。有一个房间是专门进
行农药残留检测的，从窗户往里看
去，桌上摆着瓶瓶罐罐、还有仪器，
显得非常神秘。技术员介绍了蔬菜
进行农药残留检测的步骤。第一步：
提取样品。测试西红柿、黄瓜等带皮
的蔬菜，可以直接取其表皮；白菜、
小白菜和茴香等可以截取一段带有
叶子的菜叶。第二步：在提取样品
后，要把样品切碎或者捣碎，然后在
特有的仪器上称重。蔬菜样品约5克
即可，然后，工作人员把样品放入样
品杯中，再加入10毫升洗脱液，液体
表面盖过样品，随后盖上塑料盖，把
样品杯摇晃约50下，以使洗脱液充
分发挥作用，把样品上的农药、二氧
化硫等残留成分分离出来。第三步：
完成摇晃后，在测试的样品杯中用
仪器吸取两滴，滴在已经准备好的
农药残留检测药片上，再把农残检
测药片放置在农残速测仪上，保持
洗脱液与农残检测药片在40℃的温
度下反应10分钟。在反应期后，再把
农残速测仪的盖子关闭，保证农残
检测药片显色3分钟。显色后，就可
以根据农残检测药片的显示颜色判
断农药残留程度了。

在该农业园，西红柿、黄瓜、豆
角、小白菜等日常大路菜都有，也有
五彩椒等另类小众菜。技术员说，根
据需要，这里的蔬菜可随时进行农
药残留检测，保质保量。

现在上述放心菜春节前大优
惠！原价168元的一箱菜98元就能
买，济南市区均能送货。可登录齐鲁
壹点手机App，点击主页面下端生
活频道，在“限时抢购”栏目中直接
线上预订。或者咨询0531-85193097，
15053177163。

放心菜生产基地探访

原168元一箱现98元抢

慧爱父母学堂又开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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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家长汇”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邢耀齐

你给孩子足够的

心理营养了吗？

讲座阶段，面对近2000名
幼儿园和中小学生家长，齐鲁
晚报家长学校首席讲师王力
波解析了孩子成长的心理规
律，以及如何为孩子确立规矩
与界线。上午的讲座中，王力
波邀请了现场的两位妈妈、一
位爸爸上台，做了一个心理学
雕塑。一位妈妈回忆起自己还
是小女孩时，爸妈常吵架，那
个小女孩曾是多么无助，她当
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妈妈
哭。她当场泪水决堤，现场不
少父母深有感触，也流泪了。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
深远，而争吵也会对孩子留下
许久的心理负作用。一个人需
要两种营养——— 生理的营养

和心理的营养。生理的营养让
人身体成长，心理的营养使人
饥渴的灵魂得到满足。一个人
内心最深层的需求就是被爱，
一个人被爱、被接纳，内心就
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孩子不是一张白纸，而是
一粒种子。这粒种子需要的五
大心理营养是爱与被爱、自我
价值、与人的联结、独立自主
以及安全感。

“妈妈打我，我打

弟弟”

“在座的家长不少都有了
第二个孩子，而我们这一代大
多是独生子女。”现场，一位妈
妈说：她的大孩子上幼儿园大
班，小孩子两岁半，一起玩的
时候俩孩子挺好，但总会为了
争爸妈的“宠”，大孩子打小孩
子，她是独生子女，没有太多
经验处理两个孩子的关系，特
别发愁。

这位妈妈的话引发了许
多家长的共鸣，作为独生子女
一代，现在面对家中的二宝，
多少有些束手无策。

主讲人分析说，兄弟姐妹
间争风吃醋在所难免，老大通
常都会认为弟弟妹妹的出生
分走了本应该属于他（她）的
父母之爱，许多兄弟姐妹都是
打打闹闹长大的，关系也很
好，所以不用过度担心，但是
作为父母，有些细节还是要注
意的。比如当你怀中抱着老二
的时候，不要忘记眼睛盯着老
大，让他（她）知道你的关注；
不管老大身高1米2还是1米6，
都要常常拥抱他（她）。

孩子三年级了，还

是分不了床

上午的讲座中，一位忧
心忡忡的妈妈说：“孩子三年
级了，还是对妈妈有依赖，睡
觉还要在一起，分不了床怎么

办？”
王力波解答，孩子三年级

还很依赖你，这一点并不好，
要坚持与孩子分开睡，如果孩
子有情绪，那就让他（她）发出
来。这是伤痛但不是伤害，没
有伤痛就没有成长；其次，说
到底，不是孩子离不开你，而
是你离不开孩子，你的心还是
放不下孩子，你怕你离开孩子
后，他（她）会焦虑，其实焦虑
的是自己。

还有一位爸爸说：“儿子
上三年级了，回家总说，女孩比
男孩各方面都强大，言外之意
是男孩不优秀是正常的。”王力
波认为，小学生时期女孩比男
孩强大是正常的，无论身体发
育还是智力发育，女生会有一
定心理优势和主导权，一些班
级里成绩优异的学生或者班干
部是女孩。男孩子往往在初中
随着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变
得强势起来，所以这一切是正
常的，要多看到孩子的优点。

10日，济南市历下区慧爱父母学堂第二、第三讲开讲，两千名家长共
同成长。历下慧爱父母学堂由历下区教育局与齐鲁晚报家长学校共同主
办，旨在为父母们提供一个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平台。学堂上，父母们交
流的家庭教育问题丰富多样。家有“二孩”，父母在处理两个孩子的关系
时束手无策，怎么办？与孩子分床，总是分不了，怎么办？年轻父母们的焦
虑溢于言表。

买买““动动脑脑机机””还还需需多多动动脑脑
主打益智游戏，价格质量参差不齐，专家建议孩子应多动手实践

“动脑机”主打益

智，塑料材质的一台

才几十元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动
脑机’？”前两天，可儿妈妈在
她所在的一个家长群里听到
了“动脑机”这个东西，听群
里一个熟人说，她就买了一
台，其实就是一款儿童平板
电脑。“不过听名字还挺唬人
的，快过年了，本来还想给亲
戚家的孩子买一台做礼物
呢。”她感慨说。

据了解，这款由深圳某
科技公司开发的产品“动脑
机”号称针对3到12岁儿童，
有32款益智动脑游戏，1套IQ

智力评估系统。益智游戏占
比较大，商家称可以用这些
小游戏训练孩子的记忆反
应、观察注意、逻辑推理等7

大智力因素。这32款小游戏
大多数都很常见，如迷宫、俄
罗斯方块、七巧板、找茬、拼
图、扫雷等小游戏，这些游戏
形式很多成人都接触过。

随后，记者调查了济南
科技市场及街头的儿童电子
用品专卖店，发现市面上虽
没有这款主打益智游戏的动
脑机，但针对儿童的平板电
脑却不少，它们里面几乎都
有益智游戏类的设计。购物
网站上售卖的此类“动脑机”
更是五花八门，记者检索发
现，还有些专门供儿童玩某
一益智游戏的小“平板”，如
切水果、打地鼠、连连看等，
塑料材质，价格只有几十元，
主打的也是锻炼孩子的反应
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每卖四台点读

机，才能卖出一台益

智平板

一台7寸4G内存的动脑
机，标价为980元，10 . 1寸32G

的可达1980元。其他类似于
动脑机的儿童益智平板价格
差距较大，一般在300-2000

元左右，价差主要表现在是
否是品牌产品、内容丰不丰
富、能不能联网扩展功能等
方面。

一些较高级的儿童益智
平板电脑都声称可以“保护
孩子视力”，“滤蓝光屏的设
计能够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
害，防止近视，比玩手机好。”
小天才专卖店的销售人员介
绍，且孩子玩的时间一长，屏
幕就会跳出提示，以防沉迷。
有些还会在孩子躺着玩时自
动识别并黑屏，杜绝不良习
惯。

但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比起家教机、点读机来说，这
种旨在培养孩子综合能力的
益智平板目前市场份额并不
大。“多的时候一个月卖五六
台，点读机一般能卖二三十
台。”科技市场一家出售诺亚
舟系列产品的柜台销售称，
原因一是出现得比较晚，还
没有受到很多关注，价格也
比较高；二是家长还是侧重
于知识教育，主打小学课程、
识字和学英语的儿童电子产
品卖得更好。

在天猫、京东等，同时销
售这种儿童平板和点读笔、
学习机的品牌旗舰店，如读
书郎、快易典等，儿童平板的
销量总是排在点读笔或学习
机之后，后者的月销量是前
者的好几倍。

家长：可以选择

性地让孩子边玩边学

对于不愿给孩子玩这种
“动脑机”的家长，考虑更多
的是害怕孩子从小沉迷游戏

不务正业，但如果能用玩游
戏的方式学到东西，倒不会
受到太大反对。

孙先生今年还不到3 0

岁，夫妻俩处于事业上升期，
两岁的女儿经常没空照顾。

“实在没空陪着她做游戏，就
想找个方法让她自己玩儿。”
孙先生称，他又不想让孩子
玩家里的电脑、手机，发现了
这种包含益智游戏的平板
后，就入手了一台。“里面的
应用都是我给她选好的，而
且家长还能远程操作。”孙先
生说，“益不益智倒不好说，
起码孩子有了个玩伴。”

刘女士的儿子今年3岁，
8日，她正在商场给孩子寻摸
一款早教机。“孩子现在在幼
儿园，老师和阿姨都会教他
们认字算数，所以我觉着孩
子不需要再学很多文化知识
了，而是应该锻炼一下综合
能力，养成好习惯，培养兴趣
爱好。”

在挑选时，刘女士称并
不排斥针对儿童设计的益智
游戏内容，主要还是看能不
能锻炼孩子的思维。有些游
戏试一下感觉确实能锻炼人
的记忆力、逻辑能力等，她认
为，这样的动脑机对孩子长
大后的学习肯定很有益处。

专家：玩电子游

戏来益智是误区

“用玩电子益智游戏来
促进儿童智力发育是一个误

区。”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前教育学院的副院长
张升峰说，对孩子使用电子
产品应当有时间要求，否则
多少都会损伤视力，容易让
孩子产生依赖性。

张升峰称，从幼儿园的
角度讲，3-6岁主张让孩子动
手操作、亲身体验、合作探
究，比较自由，目的性不是特
别强，追求个性发展。到了小
学，也需要很多实践活动，但
规范性、导向性比较强。“至
于电子产品是比较孤立的，
只是人机互动，光用手指点
几下就可以。而且很多东西
都是人为设定好的，一步步
地操作就可以，没有什么创
造空间，所以并不适合孩
子。”

家长想培养孩子的动
脑能力本身并没有错，张
升峰称，可以提供五个关
键词引导家长，一是陪伴，
一 定 要 拿 出 时 间 来 陪 孩
子；二是沟通，了解孩子的
想法，知道他们的所需所
求；三是信任，要给孩子机
会，相信他能做到；四是尊
重；五就是选择，“世界上没
有完全相同两片树叶，每个
孩子的兴趣爱好不同，而且
还会发生转移，这时家长也
要选择尊重。”针对许多家长
想 让 孩 子 从 小 就 博 闻 广
记，开发大脑，张升峰称，
过早地向孩子灌输知识教
育，其实并不利于孩子的
大脑和思维发展。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近日妈妈圈里流行
起了一款“动脑机”，这种
产品和普通学习机不同，
声称可以培养孩子的综
合能力，全面开发智力，
而使用的方法就是玩里
面的益智游戏。不过，据
记者调查发现，这没什么
特别，市面上有许多类似
的含益智游戏产品。专家
表示，实践操作、亲身体
验性的活动才有助于孩
子开发大脑。

慧爱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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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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