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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細節 奶瓶清洗關鍵在這裡
說到洗奶瓶，有不少媽媽覺得那可是倍
簡單的事兒：用水沖洗奶瓶，然後用刷子刷
刷或是抹布擦擦，再用水洗多一遍就完事啦
！Nonono~清洗奶瓶看似簡單，但裡面包含
不少小細節與技巧。親們，奶瓶“洗澡”的
小細節，趕緊收起來喲！

1、喝完的奶瓶要立刻洗
一般建議喝完奶後立刻清洗奶瓶。But
，如果你有事情要忙，抽不出時間來洗奶瓶
，可以先把奶瓶放到溫水或淘米水中浸泡，
在 1-2 小時後再清洗。

2、奶瓶刷和清洗劑用起來
只用清水沖洗或浸泡，很難徹底洗乾淨
瓶身上的脂質。最好的方法是借助奶瓶刷和
奶瓶清洗劑。將適量清潔劑倒入奶瓶中，加
水浸泡搖晃，再使用清洗刷刷洗。
主要成分是來自椰子、棕櫚仁等植物性
原料，不含色素，味道很淡很清洗，不僅去
奶漬，容易漂洗，而且溫和不傷手。
寬口徑奶瓶刷，手柄處採用旋轉設計，
讓咱們在清洗奶瓶時省力不少；而且除了清
洗奶瓶，也可以用來清洗其他的瓶瓶罐罐喲
~

3、奶嘴吸孔莫忘清洗
奶嘴吸孔比奶瓶更容易囤積奶垢。為避
免奶嘴吸孔堵塞，在清洗奶嘴時要借助奶嘴
刷進行清洗。一般購買奶瓶刷的時候可成套
購買奶嘴刷。

完美契合各品牌的奶嘴形狀，讓媽媽們
更方便的清洗奶嘴；採用海綿材質，清潔奶
嘴的同時又不會損壞奶嘴。
一個套裝裡包含了 3 種不同的奶嘴刷及 2
種不同的奶瓶刷，有海綿材質的，也有尼龍
絲線材質，有大型號的，也有小型號的，適
應媽媽的不同需求，性價比超高！

4、洗完定要晾乾消毒
別以為洗完奶瓶就萬事大吉了，親們還
要記得晾乾消毒喲！
水洗只是把肉眼能看到的污漬清洗乾淨
，但是看不見的病菌依然存在。借助傳統的
煮沸消毒法，或是奶瓶蒸汽消毒鍋，就可以
輕鬆達到奶瓶消毒的目的啦！
採用的是 UV 紫外線消毒，殺菌力杠杠
滴！而且奶瓶消毒烘乾後可直接放在裡面，
待要使用時再拿出來，所以說，這款消毒機
不僅僅能消毒，還能作為奶瓶收納箱來使用
！
這款蒸汽消毒鍋一次可以容納 8 個奶瓶
，可以自行設定消毒時長，不僅可直接消毒
奶瓶，也可僅烘乾奶瓶，或者選擇消毒烘乾
一次完成。此外，也可以用來消毒寶寶的其
他哺喂工具哦！
清洗奶瓶時要注意的 4 個細節，大家都
Get 到了嗎？最後，提醒各位媽媽，已經清
洗乾淨並做好消毒的奶瓶，一定要保持乾燥
並做好收納，這樣才能確保奶瓶的乾淨衛生
哦。

不午睡會讓寶寶智商變低嗎？
不午睡寶寶的智商會變低，這是不
科學的。並沒有任何研究表明午睡和智
商有直接的影響。反而在科學界，科學
家們的睡眠普遍都比較少，有午休習慣
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這種現象可以說明
，午休和智商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實際上，午睡對寶寶的大腦發育是
有一定的影響的。
0-1 歲的寶寶，各項身體機能都會
高速發育，吃喝睡是佔據最多時間的，
如果寶寶能吃能睡，那麼發育的也就會
好，反之亦然。
1-2 歲的寶寶，生長發育的速度就
在逐漸減緩了。此時寶寶沒有那麼愛睡

覺，他們會開始好動起來，對客觀的世
界有更多的興趣，喜歡去探索，滿足自
己的好奇心。而這時候，有些孩子會表
現得精力更加旺盛，不愛午睡。此時，
如果寶寶能吃能睡，沒有異常哭鬧，那
麼就無需太過擔心，寶寶發育的很好呢
。
雖然說寶寶不午睡不會降低智商，
但是午睡對孩子有很多好處哦，趕緊來
看看吧。

寶的大腦得到休息，並且能鞏固加強白
天接收到的資訊，轉化為長久記憶。

2. 提高免疫力
午睡能夠消除下午的乏困，最重要
的是能夠增強寶寶的免疫力。寶寶的晚
上的睡眠時間都是比較固定的，如果白
天不午睡，那麼一天的睡眠時間就會減
少，容易導致寶寶疲倦，變得易激惹，
降低免疫力。

3. 改善情緒

1. 增強記憶力
小月齡的寶寶記憶力有限，他們無
法記住太長時間的事情，而午睡能湯寶

睡不夠的寶寶，情緒會比較暴躁緊
張，甚至會常哭鬧。而睡飽的寶寶，精
神比較好，大人逗笑能跟著笑，表現得

非常積極，情緒比睡不飽的時候更加好
。
寶寶睡午覺好處這麼多，對於不愛
睡午覺的孩子應該怎麼哄呢？家長不用
過於擔心，可以試試以下方法哦。

1、營造一個午睡儀式感
怎樣營造這種午休儀式感呢？可以
每天固定時間，在 1-2 點的時候讓寶寶
知道需要午睡，把房間的窗簾拉上，給
寶寶洗好臉，換好睡衣，放到床上。如
果寶寶還不肯睡，可以放輕音樂或者唱
歌給寶寶聽，讓他慢慢入睡。

有時候寶寶放在床上會比較興奮不
想睡覺，媽媽要學會安撫寶寶的情緒。
可以跟寶寶說，寶寶，該睡覺覺了，睡
覺才是乖寶寶哦。然後輕輕拍他的肩膀
，也可以放一些輕音樂，讓寶寶在舒服
的環境下睡覺。

3、午飯不要吃得太飽了
有時候寶寶吃得太飽也會拒絕睡覺
，因為不舒服。因此，中午飯不要讓寶
寶吃太飽了，吃到 7-8 分飽就可以了。
如果下午寶寶餓了再加餐吃點，少吃多
餐對寶寶也好。

2、睡前安撫寶寶的情緒

當媽很累 只因你沒做到這 6 件事
最近朋友圈特別流行一句話“做媽媽的都不用睡覺，全靠一口仙氣吊著”，看到這句話的媽媽是不
是深有體會?
的確，生完孩子的頭兩年，是女人生命裡最艱難的兩年。
每天和“充電 5 分鐘，蹦躂兩小時”的娃兒鬥智鬥勇，一個月有 30 回想把娃塞回肚子、20 回想把
娃扔到垃圾桶……生活、情感、家庭、責任，全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不過，如果你能在這段時間裡明白一些道理，總結一些經驗，那麼即使生活充滿挑戰，你也能過得
很從容淡定。

1、別硬扛！當你需要幫助時
，就必須開口！
媽媽這項職業真的太累了，24
小時貼身照顧不說，還要面對孩子
三天兩頭無緣無故鬧脾氣。
也許有人會不理解，不就是帶
個娃而已，至於叫苦連天嗎？
但事實上疲憊真的能拖垮一個
人，它能讓一個人的意志力變得脆
弱，它能讓你的神經變得敏感。
朵媽說：只有我們學會靈活應
變，尋求幫助，而不是一個人硬撐
，才能爭取更多的時間來休息。而
當我們精力充沛了，能包容的事情
自然會更多。

2、我們容易焦慮，常常是因
為懂的東西太少！
當媽後最怕的事情，不是帶娃
的艱苦心酸，而是孩子時不時出現
這樣那樣的“異常情況”。
比如臍帶咋老不脫落？大便怎
麼這麼稀？頭髮怎麼這麼少？剛走
路的時候怎麼有點外八……
不由得想問，為什麼我們一當
媽就這麼糾結？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知
道的東西太少了！如果我們抱著虛
心學習的態度，多看書、多查資料
，多和專業的醫生交流，我們就會
發現，原來這些“異常情況”並不
異常，而是孩子發育過程中的正常
現象。
朵媽說：只有知道的東西多了
，我們的心裡才會有譜，不至於一
有新狀況就瞬間焦慮不安。

3、別逼自己做個完美媽
媽，偶爾做不好不需要自
我埋怨！
當媽的再細心，有時也難
免會出亂子，比如一秒鐘的功
夫，孩子就從床上“自由落地
”了。看到孩子受傷，我們的
心裡滿滿是自責、內疚、後悔
、難過……覺得自己是個失職
的媽媽。
但是，我們都是凡人，不
是超人。育兒路上，不可預測
的意外太多太多，我們再努力
，也沒法做到一個完全不會出
錯的完美媽媽。
朵媽說：當我們偶爾沒做
好某件事時，不要過於自責，放下
成為完美媽媽的執念，接納自己的
不足，我們才能走出負面情緒，給
自己更多的包容，給孩子更多的愛
。

4、能用錢辦到的事，那就允
許自己用錢來解決！
對媽媽們來說，100W 都買不到
好睡眠，100W 都買不到好精力。
如果我們凡事都要親力親為，
那就得犧牲寶貴的休息時間。而當
我們忙到分身乏術時，好心情也會
離我們而去。
所以，當媽的都要懂得充分利
用各種工具，所有能省時省力的工
具都值得添置，這些工具能幫助我
們在帶娃做家務中事半功倍。
比如育兒工具：嬰兒車，嬰兒
背帶、嬰兒餐椅、輔食機等；比如

生活工具：吸塵器、洗衣機、各種
能幫我們省下時間的廚房工具……
朵媽說：簡言之，能用錢解決
的事就儘量不要親自來，算算它們
每天為我們節省下來的時間，就覺
得非常划算了。

5、別和孩子發脾氣，這樣對
誰都不好！
孩子不聽話時，我們常常會氣
上心頭，對著孩子一頓咆哮。然而
發過火之後，我們和孩子都要花很
多時間來修復壞脾氣帶來的破壞性
，並且一個愛發脾氣的媽媽，永遠
無法教出一個情緒平和的孩子。
因此，要知道很多時候孩子不
聽話，並不是因為他故意想和我們
作對，故意想氣我們，而是孩子不
知道如何表達自己，我們沒有瞭解
孩子的真正需求。

朵媽說：如果我們多點耐心，
蹲下來問問寶貝為什麼要這樣做，
也許他的回答會讓你愕然：原來我
一直都不太瞭解自己的孩子。

6、懂得愛自己，才能給孩子
更好的愛！
“你看看，自從生了孩子以後
，我放棄了工作，人也變老變醜了
！”
“我和朋友都很長時間不聯繫
了，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忙！”
“我整個人全變了，以前很愛
美，現在都不像我了！”
經常聽到很多媽媽這樣總結自
己生孩子後的生活，好像有了孩子
以後，我們就完全失去了自我。
但是，照顧孩子，不是我們放
棄自我的理由。在家庭中，任何一
個人的“過度犧牲”、“過度付出

”，都不該當作美德去歌頌。
如果在照顧孩子這件事上，當
媽的付出了 200%的努力，那麼就會
讓家裡的其他成員變得過度依賴，
甚至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並且，
當我們把所有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時
，我們和伴侶的關係也會隨之發生
一些微妙的變化，似乎不如以前那
麼親密了……我們逐漸變成一個滿
腹牢騷、愛抱怨的媽媽。成為這樣
一個媽媽，是我們和孩子都想看到
嗎？不！
我們必須先懂得愛自己，才能
變得更強大。只有我們成長為一個
有自我、有自信的媽媽時，才不會
迷失在孩子的屎尿屁中，才能真正
享受陪伴孩子成長的時光，給孩子
更好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