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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女儿”
马伊琍：

我为什么给家里的阿姨放假？
大环境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有什么办

马妈妈的$好帮手%

一 般 人 都 会 好 奇 明 星 的 家 庭 生 活 &育 儿 方 式 '因 此 '一

大女儿出生后，都是马伊琍和文

批揭秘明星育儿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

章一起带，快满月时因初为人母缺少
育儿经验和科学喂养方式，马伊琍一
度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于是找了一位
月嫂帮忙，但是仅过 20天就又换回

身边的重要角色++
+家政阿姨'她们与明星朝夕相处'帮他

法可以弥补留守儿童的心灵缺失？”
马伊琍问芳阿姨，芳阿姨想了想，让
孩子可以放假时来看妈妈，妈妈节假
日尽量找机会回去看孩子。

(放开我北鼻)等'都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 但是'作为偶像

去年过年，马伊琍提前很多天就
让阿姨回了老家，之后休息了近一个

们照料子女'整理生活内务'明星与阿姨的相处方式无形中
也是一种对孩子的$家教%'他们是如何与明星相处的, 明星

自己带了，那时候马伊琍深信别人不
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曾一度非
常排斥带孩子的阿姨们，认为她们只
会挣钱，不会真的爱孩子。

月才回来。那期间，马伊琍自己带着
两个孩子去西安过年，又回到上海走
亲访友。期间，朋友们都问马伊琍为

眼中的他们又是什么样的, -上海的女儿%马伊琍在接受(南
方周末)采访时'道出了她与家中阿姨相处的点滴*

什么给阿姨那么久的假，马伊琍说因
为她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啊，她也是两

不过，马伊琍和孩子都是幸运的，
她们遇到了芳阿姨！芳阿姨不姓芳，
因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芳，孩子喜

个孩子的妈妈呀，大家随即沉默了。
每次放假让阿姨回家，马伊琍都
会想象她兴冲冲赶回家见孩子的情

欢这么叫她。见芳阿姨跟孩子一起玩，
一起疯，外出工作的马伊琍心里感觉

景，要坐 7点多的高铁到汉口，一下
车就得换乘轻轨到城市另一头的长

踏实，每天精力充沛至极。
见芳阿姨这么爱孩子，也让马伊

途车站，匆匆忙忙追赶几乎是最后一
班开往老家的班车。

琍安心，但她的心却时时隐隐作痛：芳
阿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无微
不至照顾着别人孩子的饮食起居，谁

有一次，马伊琍决定多给阿姨放
几天假，让她回家看看孩子，却忽略

来关心她的孩子？她的两个孩子也是
宝贝啊，她的宝贝也想每天放学回家
就扑到一身油烟味的妈妈怀里，吃饭
时跟妈妈说学校里跟谁成好朋友了，
又跟谁闹别扭了，做功课有问题可以
问妈妈。夜晚来临，她的宝贝也想让
妈妈轻拍自己，
摩挲摩挲脚丫，听着妈
妈柔声唱着乡谣，安然入梦。

芳阿姨的情非得已
可是不行啊。芳阿姨放下碗筷一

直摇头。
“我们老家湖北洪湖的农田大

钱，老家留下的就是老人和孩子。没

马伊琍问你怎么回答，芳阿姨很

了要换车的细节。等阿姨下高铁赶到
车站已经没回老家的班车了，只能在
当地住宿一晚第二天一早回去，这样

都挖成了鱼塘，
养鱼种莲藕，
几乎没有

法把孩子带身边，
一是没有条件，二是

快红了眼圈说，我只能跟她讲，妈妈爸

就变成她只能在家陪孩子们一晚，一

年轻人愿意在家乡喂鱼，因为一年到
头全家没有多少收入。剩下不多的农

至少在老家还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照
看，
邻居们能帮个忙。”

爸也是为了改善家里条件，为了让你
读好书，
只能出去打工啊……

早又得长途跋涉赶回上海。她跟马伊
琍商量可否再给一天假，马伊琍同意
了，
因为马伊琍也是母亲，马伊琍希望

田基本都是棉花地里套种西瓜，靠天
吃饭，
若遇上不好的天，
就不行了。”
怎么能把你留在家乡和孩子一起？
“没法留啊，
年轻人都出来大城市
打工啦！谁不想趁着年轻身体好多挣

!喂养指南"

孩子们心里会不开心吗？
芳阿姨停了一下，
说有一次过年，
刚一进家门，女儿就跟她说，妈妈，老
师说我们是留守儿童，你知道吗？我
们是留守儿童！

阿姨的$特别假期%
马伊琍除了关心自己家阿姨的孩
子，也关心很多像芳阿姨的孩子一样
父母不在身边的贫困孩子。“在现有

芳阿姨的孩子们拥有妈妈突然回家的
惊喜，出门在外几个月可以有机会看
一看宝贝们，跟他们搂着讲讲睡前悄
悄话，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请求。王杨

!新手妈咪"

正常情况下，人的下丘脑的体温调节

给孩子买鞋的误区

中枢通过机体散热或产热调控体温。当病

发
热
的
宝
宝
如
何
护
理

菌侵入人体后，为了对抗病菌侵袭，会动用
人体内的防御机制，如白细胞、免疫抗体
等，
发热是人体防御机制之一。所以，发热
是人体对抗病原菌的生理抵抗机制，发热
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发热有很多原因，对
待发热，重要的是寻找原因，退热是治标不
治本的手段。
普通的感冒表现为发烧、鼻子堵、流鼻
涕，
有点咳嗽，小婴儿咳嗽容易吐。检查白
血球不高，一般都是病毒感染，用抗生素无
效，
主要靠家庭护理和休息。感冒期间，孩
子不愿意吃可以适当减少奶量，适当多喝
水；已添加辅食的孩子，要吃清淡的辅食，
比如米粥，不要吃很多肉食，让孩子多睡

!

觉；
多抱抱孩子，
少让他做大运动。屋内保
持空气新鲜，室内湿度控制在 60%，温度
保持在 25至 27℃，做一些比较安静的游
戏，如果咳嗽痰多，可以做雾化吸入治疗。

发烧高达 38.
5℃时可以用退热药。在家休息 2至 3
天，感冒症状将逐渐好转。

! #买大一码

外，孩子的鞋也不要顶脚，对孩子
的脚部肌肉和韧带发育不利。建
议家长以舒适为主，一旦鞋码不

子过软，
孩子的双脚得不到固定支
撑，
走起路来左摇右晃，不仅容易

这样既方便活动，又能保护孩子
正在发育的足弓。 而且，婴幼儿

养成不良姿势，还有可能扭伤脚
踝。
选择略硬的鞋子可以保护孩子

期没有足弓，不要买足弓部高起
的鞋子。

孩子穿着过大的鞋子走路，
脚部得不到固定，势必会影响孩
子走路的姿势，导致孩子放不开

合适了，
及时更换。
" #鞋面越软越好
有的家长喜欢给孩子买柔软

的脚尖，
避免硬物撞击的伤害。
# #鞋底越易弯曲越好
很多家长在买鞋时，喜欢先

$ #孩子选鞋也要潮
有些家长为孩子选购商品
时，总喜欢带入自己的审美，给孩

脚走路。严重的，
还有可能造成脚
步发育畸形。
选鞋可以宽松一些，
但不要让孩子的脚在鞋里挪动。

度高的鞋子，这对于刚学步的宝
宝可以，
但到了孩子会走路时，太
软的鞋子反而不合适。当孩子会

弯折一下鞋底，一来看鞋底的质
量，二来觉得容易弯折的鞋底更
有利走路和跑步，其实不然。鞋底

子买鞋，外观不重要，只要颜色童
真童趣一点就好，关键要避免有
问题的材质。比如，
鞋子是否有很

试鞋时，
摸摸前面脚尖部分，
如果
能按下去，那就说明鞋里面还有

跑跳时，他的关节和韧带正处于

最好是前三分之一部分可弯曲，

发育期，
但平衡能力不强，如果鞋

而后三分之二的部分不易弯曲。

重的气味，鞋子是否有一些多余
的小零件会刺伤孩子或被误吞。

恐龙主题绘本：
“大块头”
给
“小不点”
的美好童年
!绘本荐读"

有些孩子发高烧时会抽风，这叫高热惊厥，婴幼
家有男娃一枚，曾经痴迷
儿居多，这是因为孩子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造成的，
常发生在体温上升很快的最初阶段，表现为双眼凝
视、面色发青、四肢强直或抽动。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家长不要惊慌，应马上将孩子平卧，头略后仰，按压
人中穴；用凉毛巾放在孩子的前额，解开衣服散热；
如有呕吐，应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防止误吸。发生
过高热惊厥的孩子，以后复发概率很高，一旦有点热
度要及时服用退热药，大多数孩子长大后不再发生。
如果高热惊厥发生频繁，
应该做脑电图检查。 罗瑞

一定空间，可以减小一码试试。另

很多家长在给孩子买鞋时，
喜欢买大一码，这样可以多穿一
段时间，其实这种做法不可取。

于车，现在痴迷于恐龙，
喜欢与
恐龙有关的一切东西，包括绘
本、贴纸书、恐龙模型、恐龙拼
图、
恐龙化石，自然博物馆去了
两次，有恐龙模型的公园去了
三次，现在认识几十种恐龙。
非常欣赏孩子在幼年时期有自
己强烈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作

为妈妈当然投其所好，大力支
持啦！
! 《揭秘恐龙》—英国
——
Us
bor
ne出版社出品，特色是
超大页面，全景展示，色彩鲜
艳。有超过 80张翻页，
非常有
乐趣，
锻炼孩子的精细动作。
!《走近大块头——
—恐龙》
这本书号称英国 Us
bor
ne出版
社“s
eei
ns
i
de”系列姊妹篇，特

页，
视觉上非常震撼。
如果只买一

物特征，但是也有孩童的可爱，

本恐龙书的话，
我只推荐这本！

是一套将恐龙和各种车辆完美
结合的书。最适合同时喜欢恐
龙和车的男孩！此书原版也适
合英语启蒙，涉及颜色、数字、
泽奇
车辆、象声词等。

!《超级恐龙系列》!如图"
—每本书都是关于恐龙们集
——
体完成某件事情的歌谣类故
事，画中的恐龙非常符合其生

点是几乎所有页面都是超大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