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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
妈妈心得#

弯弯的月亮眼
笑起来真可爱"

最喜欢的事情
是翻妈妈包包"

爱臭美$模仿大
人"看来%身教&

非常重要啊'

新的一年到了"在
-/%,

年"妈妈对宝
宝有无新的一些期许和智能规划呢( 宝宝
又长大一岁了" 这对于稚龄的孩子可是了
不起的一个进步" 你会发现他转瞬间从不
会说话到可以哇里哇啦" 还有大一点的孩
子不知不觉间从依赖妈妈讲书变成了自己
拿着书本摇头晃脑起来'

面对孩子这些可喜的进步" 妈妈们会
不会兴致一来为明年做个更上一层楼的好
妈妈用心做一番规划呢( 先看几个好妈妈
形形色色$个性各异的宝贝计划吧"希望给
更多的妈妈们一些不错的启发'

果果
&

岁
&

个月 男孩

果果妈$大学计算机系讲师

小宝宝 大计划
新的一年" 我的重心要放在工作和学

习上" 所以十分有必要列一个养育计划出
来"不奢求做到两全其美"最起码不能顾此
失彼!果果

.

岁前"我事事亲历亲为"很累"

不仅身体上累"心理上也累"要和婆婆的传
统育儿观念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但这种累"

现在已经看到了成效"很值得! 果果
.

岁
后"我有意放手给婆婆和果爸!明年的育儿
重点"我将放在他的脑开发$智力开发$性
格行为习惯养成$基本学习能力等方面!做
妈妈"就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刀刃上"要干
就干技术活儿#

一%看护人 这是重中之重! 我的观点
是# 宝宝的看护人必须是亲人' 有好的保
姆"但毕竟是凤毛鳞角"多数保姆带宝宝是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会限制宝宝很多自
由" 影响宝宝发育" 更谈不上什么智力开
发!

二% 感觉训练 尽量给予宝宝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等丰富的刺激!

.

岁后宝宝
进入了手的敏感期" 什么都想拿手去摸一
摸!摸东西没有问题"但要让他学会识别什
么是危险! 进一步加强他的大动作和精细
动作的训练! 嗯" 还准备为他买一套彩虹
笔"让他可以随手涂鸦!

三%外界环境刺激 尽量把宝宝放在大
自然中" 明年将更加注重他与自然人文景
观的接触"多带他去一些场馆和公园!每天
保证至少

&01

小时的户外运动! 还会多带
他去朋友家" 和同龄的小宝宝建立发展友
谊! 在户外"只要没有危险"允许孩子什么
都可以玩!

四%语言 多对着宝宝讲话"继续培养
宝宝阅读习惯!继续坚持每晚亲子共读"现
在陪他在看)小熊宝宝*绘本! 识物要以宝
宝的兴趣为主"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引导!

五%音乐 果果节奏感很强"明年会继
续给他音乐方面的濡染!

六% 生活习惯 每天保证各种营养素
的均衡摄入"尽量妈妈亲喂!固定一日三餐

的时间!正餐一定要坐在餐椅上用餐"养成
良好的用餐习惯!

七% 自理能力 终于说服奶奶不再强
行把尿"白天也用上了纸尿裤"这样他可以
自如地玩耍" 大人也可以把省下来的时间
和精力来带他认识世界" 而不是做换裤子
这样毫无意义$宝宝极力反抗的事情!引导
他拿东西取东西"把东西归位!尽量让他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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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半 女孩

童童妈 外语老师

为孩子请玩伴
.2-%%,

年
&

月开始上幼儿园!

-2

给
女儿提供更多的英语环境#对话$看碟$听
歌!

&2

培养动手能力#画画$橡皮泥$剪
纸!

12

每周带孩子接触大自然"可能的话
邀请邻居的孩子一起去"请他们来家里玩$

吃饭!

+2

吃的穿的用的会比较注意一些"

我们是个女孩" 估计得富养了!

*2

要买
车"方便接送和去远一点的地方玩!节假日
会带孩子回老家!

'2

会比较注意培养好
习惯$自理能力等!

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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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女孩

洋洋妈 企业负责人

开放 开放 再开放
向自然开放! 明年会尽量抽更多时间

带孩子到大自然中"让她与大地亲密接触"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向社会开放! 一有机会带她参加各种
社会活动"让她溶入其中"比如去福利院看
孤儿"爸爸妈妈公司的年会"适合孩子参加
的讲座$家庭聚会等!

向课外开放!不盲目报班"凡是小学要
学的"不给孩子报! 给她报培养能力的班!

比如科学实验班$马达齿轮班$游泳班等!

希望孩子成为熟悉现代科技社会$ 具有动
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不做被动父母!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只
有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爱的能力!这种
能力不是做了父母就天然具备的" 而是我
们心怀温存的爱和责任" 在和孩子一起成
长中"在不断的学习中慢慢增长的!

让孩子在选择中成长! 主张放任教
育"尊重孩子选择的权利"从小给她选择的
权利"让她学会选择"给她广泛的机会+给
出我们的建议+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玩也是学习! 给她参加各种活动和玩
的机会!爱玩是孩子的一种天性"孩子应该
从各种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得到成长与发
展! 如拼插积木$玩水! 越是会玩的孩子越
是会管理自己的时间"玩得高兴"学得有效
率' 顽皮和淘气是我们每每忍不住想要纠
正的%问题&!而孩子可贵的创造力和童趣"

可能在我们的%纠正&中遗失掉啦!

朵朵
"

岁半 女孩

朵朵妈 医护人员
;

英思力美语学员

让双语成为习惯
女儿朵朵小的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得

多" 孩子两三岁稍微开始带出去跟外界接
触的时候发现她跟同龄孩子相比明显缺乏
自信" 所以说我和老公开始着力多留时间
在陪孩子上! 要么多带她和同龄孩子一起
玩耍"要么带她到郊区感受大自然"激发她
的兴趣和对自然的感受力!

现在孩子有了不小的改善" 女儿上的
是双语幼儿园!为了能跟孩子同步"我报了
有外教的美语班! 争取能把以前丢掉的外
文捡起来"在未来一年"我会继续努力"加
强和孩子每天在睡前的英语对话! 争取可
以陪伴孩子一起多做口语练习" 让孩子学
的那些英语不因为回到家缺乏英语环境而
被很快忘掉' 我相信到了女儿这一代已经
演变成地球村的时代" 失去一项语言特长
会让未来的一代在见识方面和优势方面都
大打折扣! 有机会我们还会带女儿国外走
走"多鼓励女儿"让她更加自信!

紫莹
!

岁 女孩

紫莹妈 通讯公司

巩固良好的习惯

养成良好习惯! 继续培养孩子认真听
讲$自觉学习"不需要大人的提醒就能完成
作业的良好学习习惯+

阅读和日记! 继续强化睡前阅读的习
惯"指导她闲暇的时间都可以阅读!从明年
开始"我想给她准备个漂亮的本本"引导她
开始写日记"哪怕每天只写一句话"不会的
字可以用拼音"重要的是养成坚持的习惯!

严格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保证每天能
有

.3-

个小时的室外自由玩耍时间"坚
持每周一次的舞蹈课"每周去一次游泳池"

就当做是锻炼身体!

旅游计划! 明年想带女儿去烟台的长
岛住一个星期"俗话说#聪明来自于见识多
广"领女儿走出去多看看"丰富她的视野!

通过
-%%4

奥运会"女儿对国家$国旗等有
了更深的了解"一再要求去北京看长城$看
鸟巢$看升国旗"所以也想找时间带女儿去
北京"也算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吧!

每个妈妈都自有一份为孩子的苦心"

也各有侧重" 希望更多家长能从这些宝贝
计划中有所汲取得所启发" 针对自家的宝
宝特点"合理做计划"既让宝宝可以享受幸
福快乐的幼年时光" 又可以不错过成长的
最好阶段"让宝宝潜能得以合理开发!

本报记者 连子

妈妈们的 宝贝计划
本报记者 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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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得#

愿童年给我们
的宝贝留下人
生最幸福美丽
的回忆'希望女
儿成为一个心
存感恩"健康快
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