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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

和有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 对孩子成

长而言"营养品质仅次于母乳"是辅食

的最佳选择# 但别看小小一枚鸡蛋"如

何给孩子吃却很有讲究$

!"

别单独把鸡蛋羹做辅食$ 婴幼儿

最易从碳水化合物获得能量" 但鸡蛋

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 如果只吃鸡蛋"

部分蛋白质将被转换成能量" 既发挥

不了蛋白质促进生长的作用" 又增加

了代谢负担$ 所以"喂孩子鸡蛋羹时应

添加些碳水化合物" 或将蛋黄压碎放

入米糊%米汤中调匀后喂给孩子"增加

蛋白质的利用率$

#"

第一次辅食别吃蛋黄$ 蛋黄中铁

的吸收率为
$%

" 远低于瘦肉和动物肝

脏
&#'%(

$ 蛋黄也是婴幼儿的致敏因素

之一$ 因此"

)

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不应

包含蛋黄"建议在
*+,

个月开始添加"

自
!-.

个逐渐增加至
!

个$

$"/

个月后再吃蛋清$ 婴儿消化系

统发育尚不完全" 蛋清中的蛋白分子

可直接透过肠壁进入血液" 引起一系

列过敏反应或变态反应性疾病" 如湿

疹!荨麻疹!喘息性支气管炎等$建议
/

个月后再添加鸡蛋清$

."

别吃未煮熟的鸡蛋$ 生鸡蛋不但

存在沙门氏菌污染问题" 还有抗酶蛋

白和抗生物素蛋白两种有害物$ 前者

影响蛋白质消化吸收" 后者能与食物

中的生物素结合" 导致人体生物素缺

乏"产生精神倦怠 !肌肉酸痛等症状 $

所以"宝宝吃的鸡蛋一定要煮熟"水沸

后再煮
*

分钟最佳$若超过
!'

分钟"鸡

蛋蛋白质结构会更紧密"较难消化$ 蛋

氨酸会分解出硫化物" 与蛋黄中的铁

发生反应"形成不易吸收的硫化铁"营

养损失较多$

0"

不宜吃煎蛋$ 高温油会使部分蛋

白焦糊" 使赖氨酸及其他氨基酸受到

破坏"失去营养价值$ 食用后在口腔和

胃内不易和消化液接触" 使宝宝消化

系统受到影响$

鸡蛋营养丰富" 但并非越多越好$

一般而言"

!+#

岁的孩子"每天需要
.'

克左右蛋白质"除普通食物外"每天添

加
!+!"0

个鸡蛋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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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买玩具就满地打滚! 规矩重

申多次还会犯! 一瞪眼就躲在奶奶身

后&&宝宝耍赖"往往让家长'招架不

住(# 制住耍赖宝宝"首先要了解其心

理动因#

首先"随着年龄增长和心智发育"

孩子开始拥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但

尚未学会管理自己的思维与情绪"加

上表达能力有限" 在面对家长的要求

或意见时" 可能会不知道如何表述"

'表现的(不太听话# 其次"若家长不太

关注宝宝的需求" 后者就会表现的耍

赖%不讲理"希望引起家人注意"获得

关爱# 最后"孩子受到斥责或要求被拒

绝时" 往往会下意识地用哭闹等耍赖

行为达到目的# 如果家长心软"孩子尝

到甜头"就可能养成耍赖的坏习惯# 因

此"对付耍赖的宝宝"家长一定要切记

下面
$

个原则#

!"

别轻易妥协# 孩子耍小性子时"

家长往往容易心软"无原则妥协# 若孩

子重复地耍小性子"每次都胜利"便会

越来越任性# 所以家长一定要坚持原

则" 不轻易妥协" 才能让孩子健康成

长# 第一"不该买的坚持不买"不该答

应的要求坚持不答应" 该遵守的规则

必须遵守"这是原则与底线# 第二"当

孩子触及底线"并出现满地打滚%拳打

脚踢等不良举动时" 家长可以冷静地

告知孩子'这样做不对("然后继续做

自己的事"耐心等他哭闹停止# 孩子会

因自感无趣而渐渐平静#

#"

建立日常规矩# 对孩子来说"规

矩就是界限# 给孩子建立规则"并不仅

仅是要他'乖(%'听话("更重要的是"

让他在秩序中成长" 学会判断是非善

恶# 让孩子明确界限"就是要守住自己

的界限"并尊重他人的界限# 比如"孩

子去别人家乱翻东西" 家长首先要立

即制止"并告知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其

次"要在生活中恪守原则"不乱翻孩子

的东西)最后"如果其他孩子来家里做

客时乱翻"也要和蔼地制止# 关于制定

哪些规则" 国际儿童教育界的通行规

则如下*不伤害自己"不打扰他人"不

破坏环境$ 具体来说"需要为孩子设立

以下
)

条规矩*粗野!粗俗的行为不能

有)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自己的东西自

己支配)从哪里拿的东西放回哪里)玩

具和所有公共用品"先拿到者先使用"

后来者必须等待)不可以打扰别人)做

错事要道歉" 并且有权利要求他人道

歉$

$"

鼓励正确表现$ 定规矩后"适时

鼓励孩子的正确表现" 能帮其认清是

非$ 孩子犯错时固然要给予处罚"但不

宜太过放大" 把焦点放在孩子正确的

行为上"能使他更乐于表现$ 当他因表

现良好受到鼓励时" 也强化了规矩的

正面意义$ 家长可给孩子准备一本小

册子"当他有好的表现时"以盖章或画

红花的方式记录下来$ 积累到一定数

量"便可以完成孩子的一个心愿$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
$

个原则的

前提是要设身处地关怀" 常与孩子沟

通"了解其合理需求"不要时时刻刻以

规矩框住孩子的生活" 给孩子应有的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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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可以把

他们带到新鲜的活动和环境中$ 美

国
A?ABCD4E

+可译为时尚糖果,网站

为家长们总结了四个简单小妙招 "

帮孩子锻炼创造力$

!"

把孩子请进厨房$让孩子参与

每顿饭的制作"在做饭过程中"教他

们认识不同调料!食材及搭配方式$

让他们创造自己的菜式" 尝试不同

的味道$ 也可以带孩子去菜市场买

菜"教他们认识各种食物$ 了解一日

三餐从何而来" 将会激发他们对新

事物的极大热情$

#"

关掉电视"打开音乐$ 孩子做

手工或家庭作业时" 家长可以为他

们播放一些平时较少听到的音乐 "

尽量不要看电视或电脑$ 无论是古

典音乐!独立民谣或是披头士"你会

惊讶地发现" 耳目一新的音乐激发

了孩子们的创作灵感$

$"

耐心回答"开放式提问$ 父母

压力大"工作劳累"往往没有耐心回

答孩子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 但

是" 回答问题并鼓励孩子的好奇心

非常重要$ 父母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反过来问孩子一些开放性问题 "如

'你梦想中的卧室什么样- (!'假如

你会发明"你打算造什么东西- (他

们的回答肯定让你大吃一惊 +也许

会让你哈哈大笑,"同时 "孩子们也

会爱上这种创造性的头脑风暴$

."

安排新鲜有趣的旅行$常和孩

子一起做事"如野餐!去游乐场!看

电影等"父母得心应手"孩子也比较

轻松$ 但若能带他们去接触新鲜的

环境"则可大大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如去城市另一边的儿童美术馆 !或

参观几里外的地标性建筑$ 总之"尽

可能多地变换花样" 去各种没去过

的地方" 不断地问孩子想去什么地

方玩"让他们参与旅行计划$

!李浩"

.23456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