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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取暖：親子暖心故事
麼？

平時在生活中，父母和孩
子之間總會發生一些小趣事，
有些家長選擇用寫作的方式，
記錄下點點滴滴.
早上送小麥去上學。
我在學校路口把父子倆放
下，再把車開到公司停下。然
後徒步過去與他們一起吃早餐
。
路上接到麥爸爸的電話，
這才幾分鐘啊，就惦記了。
到了早餐店，麥爸爸給我
叫了米漢堡，還有煎蛋。他把
煎蛋切成一小塊一小塊，囑咐
我吃掉。
柔者，道之用。
於是我柔情萬丈看著他，
微微張開了嘴巴。
男人飛快瞄了下四周，叉
起煎蛋，迅速送進我的嘴裡。
小麥喝著牛奶，眼睛烏溜
溜看著他的父母演柔情戲。
中午我去接小麥回家。校
門口好多家長與孩子。
小麥主動說：媽，我們坐
公車回家麼？
我與小麥在烈日下等公車
。
小麥脫下書包說：媽，幫
我拿一下，我給你看我發的新
書。
不遠處也有一對母子，媽
媽在對孩子說：來，媽媽幫你
拿書包。
看了小麥的新書，我把書
包還給他說：來，麥子，你的
書包你背好，你背的可不僅僅
是書包，還有滿滿一包智慧啊

！
娘倆穿過半個城市，在花
園降路口下車。我買了點水果
蔬菜，一起回到老房子做飯。
老爸已在了，興高采烈在
擇菜。
老房子煥然一新，閒置了
六七年，被我花了五千塊錢整
成一個地中海風格的家。
打電話給麥爸爸叫他回來
吃飯，我下廚，飛快的變出五
個菜。
小麥子跑到身邊問我：媽
媽，請問誰最會添油加醋啊？
我好奇：嗯，誰呢？
小麥笑著：是廚師啊！
哈哈！
吃飯的時候，小麥咬著豆
腐乾說：媽媽，為什麼這豆腐
乾這麼好吃呢？
我笑著說：因為媽媽往裡
面添油加醋啊。
飯後被麥爸爸拉到床上睡
午覺。
睡得朦朦朧朧，麥爸爸附
在耳邊對我說：老婆，我送小
麥去學校，你多睡會。
傍晚去接小麥放學。小麥
嚷著餓、渴、還尿急。
偏偏我沒帶錢包，不能馬
上滿足他的需要，於是快快往
會心走。
小朋友有情緒啊，一路上
問了十萬個什麼時候到？
偏偏我估算失誤，說三分
鐘後到，誰知這孩子從 1 數到
180，發現還沒走進社區。
所以到了最後的時刻，只

差兩級臺階就可以邁進會心，
熊孩子爆發了，坐在樓梯上不
肯進門。
我去倒了涼開水，拿了餅
乾與零食，他都不要了。
為無為，則無不治。
我不去哄他，也不去責備
他，只是告訴他：麥子，你隨
時可以起來，媽媽在房間裡等
你哦。
於是我回到屋內幹活，熊
孩子在外面的動靜越來越大，
偶有鄰居經過，用方言在哄他
，聲音慢慢壓了下去，這孩子
估計是害羞了。
我把他抱進了屋裡，這下
好了，滿地打滾。
翻滾吧，蛋炒麥！
他先滾沒了鞋子，後來書
包與身體也實現了分離，汗水
很快濕透了他的後背，喉嚨卻
是越來越響。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我只是靜靜的呆在他的旁
邊，他的雙腿很靈活的勾著我
的一條腿，像一隻倒掛的猴子
。
忽然，他直起身子，滲著
汗的腦袋使勁在我的衣服上蹭
，嘴裡含含糊糊說著：水，水
。
聽清楚指令了，我跑去端
了一大杯涼白開，這孩子閉著
眼睛，摸過水杯，咕嚕咕嚕喝
了個痛快！
就這麼連喝三杯，眼睛睜
開了，忽閃忽閃的，伶牙俐齒
說了句：媽媽，我們去吃壽司

靠，這小魔頭來得急，去
得也太快了吧！
牽著他的小手走向壽司店
，孩子說：媽，你知道世界上
最苦的苦瓜在哪裡嗎？
好奇怪，咋突然說起苦瓜
呢？
孩子說：苦瓜就在你的手
裡啊!
我看看手裡那只柔軟的小
手，不禁笑出聲來。
孩子又說了：唉，剛才真
是好苦好苦啊。
然後娘倆嘰嘰喳喳說話，
吃了一頓美味的壽司，回來開
車的時候，小盆友哼著小曲轉
著圈走路，我叫了起來：哇，
好大一個甜瓜啊！
心裡好感慨：情緒如天上
浮雲，雲聚雲散，雲來雲去，
是太正常不過的事了。
孩子有情緒，用哭鬧的方
式表達，他是在發洩。
很多時候，家長不允許他
發洩，於是要麼哄，要麼罵，
最後孩子學會了壓抑情緒，家
長也把自己給繞進去了。
當這一切發生時，只是靜
靜的看著他的發生，只是靜靜
的在一旁陪伴，不讓頭腦去創
造意義，不讓心中升起煩躁的
情緒，好家長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
如此，真是對孩子最好的
愛了。
晚上找娟娟熊貼了個面膜
，皮膚水嫩水嫩的，跑到會心
與班長和麗蔚聊天，班長看
《一代大商孟洛川》是從親子
的角度去看的，很新穎的視角
。
我是當鏡子去看的，從孟
洛川身上看到自己過去的習性
。
十點鐘回家，小麥睡了，
麥爸爸在書房等我。
兩口子竊竊私語，站在陽
臺上看著星星聊天。
夜涼如水，寒意侵羅襪，
兩口子緊挨著，在蒼茫的塵世
間，遇到了，用愛取暖。

對孩子的三大冷暴力

你是否都中槍了？
冷暴力之一：爸媽只顧
玩手機
4 歲男孩波波，由爸爸媽媽
和奶奶帶到了門診求醫：波波幾
乎不開口說話，到現在也只能叫
一聲“媽”，連“爸爸”都不會
叫，是不是智商有問題？而對波
波進行了各個部位檢查，並檢驗
了智力、聽力等指標，醫生回答
沒什麼問題，問：“平時是不是
老人再帶孩子，有的老人不愛陪
孩子說話，會影響到孩子語言發
育。”
爸爸開口說“都是我們夫妻
帶孩子多，不過我們倆陪孩子都
愛看手機...說到這，爸爸恍然大
悟“所以才影響孩子開口說話吧
？”
“是啊！不知道你們是怎麼
當家長的，現在的小夫妻看手機
時間比看孩子時間還多！你玩你
的，孩子玩孩子的，也沒有一點
交流，孩子缺乏語言刺激，自然
不會說話！”波波的父母都羞紅
了臉，尷尬地相視一笑。
“回到家就把手機關了，啥
都別玩，就陪著孩子玩，多跟孩
子說話，教他念念唐詩......”
很震驚吧？
那些回到家，孩子要求你講
故事，讓你幫講解題目，而你們
只知道玩手機的爸媽，你們造嗎
？這就是你們對孩子的第一個冷
暴力。

冷暴力之二：孩子叫
父母的時候，不秒回
孩子總喜歡興沖沖的跑到父
母面前，叫著“快看我！”，時
間久了，父母因工作忙或有正在
考慮的事情，難免不耐煩對孩子
吼叫“別煩我！
”後置之不理。
但！這就是
冷暴力哦。偶爾
一次還罷了，這
樣次數多了，孩
子會覺得，原來
對媽媽來說，自
己並不重要呢。
覺得自己沒得到
愛，有挫敗感，
日後心理健康，

暑假到 BB 和動物安全相處指南
寶寶們最期待的暑假到了，不論是在家裡還是出遊，寶寶都很喜歡和小動物們玩耍。不過，夏天天熱
時，動物的情緒也會不穩定，容易狂躁，再可愛的動物們，其行為也往往無法預測，意外就有可能發生。
因此，要特別注意讓孩子與動物們保持安全的距離，學會安全地相處。
夏季易發生動物意外傷害
每年暑假，兒童醫院都會接診
大量的被動物抓傷、撓傷、咬傷的
小患者，孩子們如果與動物接觸太
過親密或是接觸不當，就容易發生
傷害事件。家長們關鍵還是要教會
孩子加強安全防備意識和與動物安
全相處的技巧。

郊外篇
郊外風景很美麗，卻也存在著很多危險，更加
要小心寶寶和動物之間的互動。一定要讓孩子瞭解
，很多看起來溫順無害的動物，實際上都有潛在的
危險。

夏天西瓜美味
BB 食用不可大意
夏天到了，美味的西瓜也大量上
市，又是人們大飽口福的時候了，饑
渴疲勞的時候來一片爽甜的西瓜，那
個舒服真是無法言語。如此美味，可
否和年幼的寶寶一同分享呢?關於寶
寶吃西瓜，媽媽們需要知道這些：

寶寶吃西瓜 注意 4 要點
1、 去籽 西瓜中的西瓜籽，對
於嬰兒來說，還是存在危險的，表面
滑溜的瓜子面，很容易被寶寶誤吸入
氣管，而吞食較多的西瓜籽，也容易
影響胃腸消化，導致便秘問題出現。
所以給寶寶吃的西瓜，最好能將籽挑
去。

動物園篇

給動物拍照記得關掉閃光燈。關掉閃光燈可避
免傷害動物和孩子的眼睛，也可避免引起動物受驚
發狂，對孩子發起進攻。

家長常常對孩子說“我知道
了”，而不是去細心地聽孩子敘
述整個事情的經過，這樣的表現
，在孩子的眼裡，家長就是不理
解自己。比如孩子在幼稚園被打
了，看到他哭的很傷心，你不要
急乎乎的想找人家家長算帳，你
先要做的是理解並回應孩子的情
緒。你說“是的，我知道你很委
屈，我們一起想想怎樣解決才好
。”等你說完其實孩子已經感覺
好多了。如果家長只是幫寶寶解
決問題，而不注意及時地回應寶
寶的情緒，雖然也幫助到了孩子
，但也是一種欠缺，並不是最高
品質的回應，也是冷暴力的一種
哦。
留給孩子一點空間，不要急
於安慰。聽說其他小朋友排斥或
者嘲笑你的孩子，做父母的一定
感覺不舒服。但你也不需要立刻
安慰他說，“他們不對，你是個
好孩子”。只是簡單的說出他的
感覺就好，“遇到這樣的事，肯
定會難過的”。也許這就能讓他
感覺好多了，等冷靜一些之後，
他也能更加客觀地回想剛才的情
景。

第一次讓寶寶接觸西瓜的時候，
最好是能榨汁兌水給寶寶喝。因為西
瓜的含糖量比較高，而小寶寶的消化
道還未完全發育成熟，過多的糖分容
易引發高滲性腹瀉。較大的寶寶，西
瓜的進食量也應根據寶寶年齡、喂水
量的多少來決定，例如一次可以喝
100ml 水的寶寶，吃 100 克西瓜即可。

和動物友好相處小指南

和動物合影一定要謹慎選擇。現在，不少動物
園都有安排遊客與動物合影的項目，請大家謹慎選
擇，特別是大型兇猛的動物，不要挨得太近。

冷暴力之三：不理解
孩子的情緒

西瓜味道甘甜多汁，清爽解渴，
西瓜除不含脂肪和膽固醇外，幾乎含
有人體所需的各種營養素。寶寶吃西
瓜是可以的，但通常建議在寶寶 6 個
月大以後。因為此時大部分寶寶都已
經接觸輔食了，對於食物的過敏反應
會降低，接觸西瓜也會更加的安全。

每個夏天都會有多例被松鼠抓
傷、撓傷的小患者被送到醫院來處
理傷口，是因為孩子們特別喜歡給
松鼠餵食導致的，這些孩子的爸媽
們總以為在身邊就能保護好孩子，
結果總是不斷發生意想不到的情況
。

不要隨便給動物們投餵食物。許多小朋友在動
物園裡，為了表達和動物們的親近，都會給動物們
投餵食物，比如鹿、駱駝等。其實，這種行為還是
存在很大的風險性，尤其是大型猛獸，一定要小心
再小心！

和人交往都會很受影響。換位思
考，如果你有一件非常想和別人
分享的事，別人沒有及時回應，
我們是不是也有挫敗感呢，是不
是覺得你不愛我了。
記住哦：能與孩子互動並積
極回應的父母，培養出的孩子更
積極，更聰明，學習能力更強。
因為孩子渴望得到關注是有學習
欲望的表現，下次孩子叫自己的
時候，一定要“秒回”！

寶寶何時可以吃西瓜?

前兩年發生過一件事，一名男
童翻過了護欄，給黑熊餵食，結果
被黑熊咬斷了手臂。要知道，孩子
往往會有意料之外的小動作。請盯
緊他，別讓孩子把頭和手伸出遊覽
車。遇到熊、老虎的遊覽區，一定
要抓住他，不要因為好奇而太靠前
，更不要主動餵食。

動物園的動物們，別以為它們
關在籠子裡就可以隨便招惹，一個
不小心也有很多安全隱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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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們首先要告訴孩子陌生的環境哪裡可能會
有“陷阱”：比如石頭縫裡藏著蠍子，要小心它們
的尾巴上有毒針；比如深草叢裡可能會有蛇，讓孩
子先對動物的生存環境有大致瞭解，在此基礎上再
告訴孩子安全事項：
不要主動觸摸動物：以免遭到意外襲擊。不瞭
解習性的動物尤其不要隨便靠近，特別是野生動物
，它們的行為不可預測，且並不習慣與人類親近。
不要用食物去吸引動物：比如在遊船觀光時向
船外拋食物，或是在營地或野餐地留下食物，餵養
會擾亂動物自然的捕食模式。不投喂、不打擾才是
我們熱愛這些生靈的正確方式。
不要為了吸引動物靠近而發出特定聲音：如拍
手，吹口哨或者學鳥叫等。

社區篇
雖然社區裡看起來相對安全，但是有許多小動
物們前一秒看起來還呆萌、可愛，後一秒發起瘋來

也是不認人的。
不要隨便摸流浪貓狗：社區裡偶爾會有一些流
浪的貓貓狗狗，孩子們覺得可愛，就想上去摸一摸
，喂個食物，甚至想帶回家養著。但流浪的汪星人
和喵星人比較敏感，對於人會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有時候還會出於自我保護而傷了寶寶，因此，見到
流浪的貓狗最好不要去逗著玩。

2、 不冰凍 夏天吃西瓜，大人
們都愛冰凍過後再吃，口感和風味都
大大提升。但是對於寶寶來說，冰凍
西瓜就不是好東西了，大快朵頤後腹
瀉、腹痛等胃腸問題就隨之而來了。
給寶寶的吃的西瓜，，常溫即可，如
果已經放入冰箱了，那麼可以在吃之
前拿出來，回溫後再給寶寶吃。

若被貓、狗等動物咬傷：一定要儘快帶孩子到
轄區狂犬病疫苗接種單位對受傷部位進行規範的清
洗和消毒處理，傷口處理得越早越好。傷口處理後
，還要按程式接種狂犬病疫苗；對於嚴重咬傷者，
還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3、 飯前睡前不吃 西瓜中含有
大量的水分，如果飯前吃西瓜，西瓜
汁會佔據胃容量，使得寶寶沒有胃口
吃飯，影響三餐的正常進食。西瓜有
利尿的作用，若睡前吃西瓜，會導致
寶寶夜尿頻繁、甚至出現尿床的情況
，大大的影響睡眠品質。

小動物雖然很可愛，但是動物們的行為總是無
法預測，家長們也無法要求所有公共場所都有非常
完善的安全防護措施，所以，預防很重要，應教育
孩子在與動物相處中，要加強安全防備意識，同時
爸媽們也要看管好孩子，不要讓孩子遭到不必要的
意外傷害!

4、 空腹不能吃 空腹吃西瓜，
會讓胃液稀釋、胃酸減少。再加上寶
寶消化功能沒有發育完全，如果一次
吃較多西瓜，還會出現嚴重的胃腸功
能紊亂，引起嘔吐、腹瀉，以致脫水
、酸中毒等症狀，危及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