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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结是通俗的说
法，准确地来说，应该称

的费用是否超出了自己家庭的能力范
围。说到底，
早教班不去上，我们还有
太多其他方式进行早教。但最可怕的

为乳汁淤积，民间也叫
堵奶或奶块。什么是奶
结？奶结是哺乳期因腺
叶的乳汁排出不畅，致

想从个人经历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掏心

是心态失衡，而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是

使乳汁在乳内积存而

窝的大实话，希望对你们有些启发。

最容易造成心态失衡的。很多时候我
们将这样的失衡心态转移到外因，也
许就变成了家庭矛盾或者给了孩子不

成，临床上主要表现为
乳内肿物。奶结大多数
情况是，乳管堵了，奶水

恰当的压力。

流不出来，腺体包裹着
瘀滞的奶水形成一个包

早教班如何选，是否值得？大家或
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知道的知识，再
重复一遍似乎意义不大。我今天倒是

想清楚为什么而买单$
“值得”这件事挺个人的，每个人
心里的那杆秤都不一样。因此，在决定

早教班和早教概念一样$
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很多人在
问，早教班值不值得上时，其实问的

子上早教班的理由都不是从“我”出
发，大部分的理由都是“别人家孩子都
去了”、
“我同事说挺好的”、
“我听说那

是，
其他孩子都在上，我家不上会不会
就落后了？这背后体现的是很大的认
知误区，或者也可以说是大部分早教

图 %$

个是美国引进的最好的早教中心”。结
果，抱着这样目的送孩子去了早教班， “早教”的模糊概念，也是我当妈生涯

说的那句，
“为了你，父母一辈子省吃

中心希望达到的
“偷换概念”。
早教，
是一种教育理念，这是每个

常常就会失望，
“也就那样，花那么多
钱不值得。”
我每个阶段送小 D去上早教班

中很关键的里程碑，就是我终于开始
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些内容是什么。
这些必须从早教班里得到吗？一

俭用，
你一定要考上好大学”。
养育孩子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在
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选择去绑架

学龄前孩子都需要的启蒙。但早教班，
只是实现的一个场所，换句话说，在家
也能早教，
去幼儿园也能早教，去图书

之前都会问自己，每个阶段去或者不

定不是的。但那时的我没有这样的途

孩子。
但很多时候，
早教班就是第一个

馆也能早教，去公园也能早教。这些场

去的原因都不一样。比如，小 D6个月
时，我带着她上早教班，
是因为我很好
奇
“早教”
到底是什么。选的第一家早教
中心每堂课安排很密集，
大运动、
精细
运动、
唱歌等都涉及，
比较像个大杂烩。

径，
这是我拾遗补缺的方式。
“值得”
是
因为它满足了当时给自己设立的需求。
这一点在教育里很关键，世上没
有“最好”
和“完美”
，只有
“合适”
。而所
有“合适”
的起点都是我们自己要想清

最容易让我们这么做的选择，毕竟这
个费用不便宜。
每个父母养育孩子都希望给最
好，
这是人之常情。
但如果我们总是超
出自己能力范围去给孩子最好，那势

所没有高下之分，关键还是引导的那
个人和引导的方法。
如果你还不能很好区分这两个概
念，
先别急着带孩子去早教，而是先自
学一些基本知识，包括孩子的认知发

小 D那时根本无法参与任何一个

楚，
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开

必我们就会对孩子有超出正常范围的

展特点、心理发展特点等。不然你带孩

项目，
每次就在旁边看看。按照一般人

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它的意义已经超

期望，
这样就不是爱，
而是害了。

子去早教，只会给自己增加焦虑。毕

的标准，
这就是
“不值得”
。但我却觉得
挺值，因为去之前我就明确，
这次报班
的目的是去学怎么陪玩，
和小 D无关。

出了“去不去上早教班”本身，它其实
是帮助我们减少很多育儿的盲目性。

我在养育小 D这三年一直遵循
一个原则，
能力范围内给最好，能力范
围外知道最好。这也是我每次都会对

竟，早教中心就是一个“别人家孩子”
相对密集的场地，没有知识储备，妈妈
们的玻璃心就会无限放大。

纠结是否要报某个早教班的父母们问

孩子早教最好的环境一定是轻松
无压力的，早教最好的老师一定是心
态平和的父母。处处比较、时时焦虑的

浪费这笔钱到底多心痛$

正因为花了这些钱，所以我特别
认真地记录下了每堂课的各种活动，
我听过太多父母或者长辈抱怨，
而且我会去思考每个活动背后的设计 “我都花了 2万元报了一年的 XX班，
理念，然后自己又上网去查找各种相

她上课却从来不参与。”
每次听到这样

关资料。应该说，
这是我第一次建立起

的话，我都会自动脑补我们当年父母

!绘本荐读"

的第二个问题，
“退一万步讲，这个早
教班很糟糕，
你这笔钱完全浪费，
你会
心痛到抱怨不停吗？”
这可以帮我们衡量，这笔早教班

父母，
一定没法进行高质量的早教。
大!

块。乳汁淤积是产后妈
妈最常见的并发症。
在实际喂养过程

真
有
那
么
可
怕
吗
"

去不去上早教班之前，要先想清楚，我
为什么要送孩子去上早教班？
这里突出的是“我”，很多人送孩

!

早教到底值得上吗？

奶
结

中，很多妈妈都会说，我
奶堵了，所以孩子吃不
着；其实，大多数情况是：孩子没
好好吃，所以奶堵了；或是妈妈吃
得太好了，奶堵了。
如何区分奶结和急性乳腺炎

出现奶结后，很重要的一件
事是区分到底是乳汁淤积还是急
性乳腺炎。
奶结的症状通常是乳房局部
有一块疼痛的硬块，皮肤泛红，
这
时妈妈的体温正常，
感觉不算太糟。
急性乳腺炎典型症 状 是 发
烧，身体酸痛、疲惫，伴随乳房局
部有红肿热痛。当然，也有人不会
发高烧，而是反复低烧，由于低烧
往往被忽视，所以也有不少低烧
引起脓肿的案例。
奶结会让奶水减少吗$

很多妈妈担心奶结会让奶水
变少。其实，
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妈妈的乳房里就像装着一大串葡
萄，这个腺叶堵了，其他还有一大
堆腺体完全能够代偿！如果是正
常的、没有乳腺或严重内分泌疾
病的人，只要频繁喂哺，妈妈宝宝
会供需平衡，
奶水肯定不会少。
奶结需要揉开吗$

《小熊宝宝》：
生活好习惯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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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有趣的语言、生动传神的动物、
底衬的亲子导读、不伤手的圆角。这套畅
销幼儿图书涵盖了幼儿生活的各个方
面：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刷牙、穿
衣、问好、交友等技能和认知功能完美地
融为一体。增长知识的同时开发宝宝的

一些喂奶时间很长的“老司
机”妈妈都谈到了这样的感受：乳
房里的包块一直在那儿，喂哺之

智力潜能。
前会稍胀大些，宝宝吸吮之后便
作者佐佐木洋子，日本著名画家。
不再变化或者稍微缩小。有些包
1939年生于日本青森县。美术大学毕业
后，曾在设计室担任插图画家，后成为自

包好像很安静，并没有要发炎的
意思。有些妈妈特别较真，
不允许
乳房出现一点点异样，非要把奶

由职业者。除《小妖怪系列童话》、
《淘气
宝宝》外，她还从事杂志插图和广告宣传
等工作。

《晚安，大猩猩》：
“晚安”
后还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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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揉通。但问题是，这些奶块并不

全书并没有几个字，反复出现的就

什么样的绘本能让一个三四岁的小
男孩为了睡前故事而跳进被窝？只有这
部绘本《晚安，大猩猩》。这个故事有着怎

是一个“晚安”
，几乎全靠画面讲述着所
有的起伏和高潮，更令人叫绝的是它在
—即便是很小的孩子也
细节上的用心——

样的魔力呢？——
—
夜深人静，动物园的管理员去跟动

能自己领会。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大猩猩
的笼子挨着一棵香蕉树，小象和长颈鹿

物们一一道晚安。调皮的大猩猩拿走了
他挂在身后的一串钥匙，从笼子里溜了
出来，还偷偷放出了大象、狮子、长颈鹿
……就这样，动物们悄悄地跟在管理员

的笼子里有它们各自的玩具，狮子则在
笼子里啃咬骨头，犰狳的窝里还有一个
小奶瓶呢！
《晚安，大猩猩》是凯迪克大奖获得

身后回了家。

者佩吉·拉特曼经典代表作。百读不厌的

故事幽默耐读、温情脉脉、活泼俏
皮、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让人忍俊不禁。
而气球、小老鼠、大香蕉等一系列精心设

睡前故事，温暖人心的不朽经典，每个晚
上，陪孩子进入甜美的梦乡。本书荣获美
国图书馆协会年度好书奖、
《出版家周

计、充满童真童趣的细节更是能让孩子
们立刻融入其中。

刊》Cuf
f
i
e奖、美国儿童图书中心“蓝丝
带”奖、美国《号角》杂志年度好书。

听话，即使揉通了，过两天又会出
来。还有些妈妈的奶块，怎么揉也
揉不通。
由于确实存在着“发炎”的风
险，请人或是自己揉开也未尝不
可，但是，千万不要太用力，真正
专业的手法是不怎么痛的，在按
摩推拿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损伤
乳腺。
奶块最终会自己消失的！
象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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