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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引導寶寶學爬行 學得更快
寶寶學走路
常見四大錯誤姿勢
俗話說“三翻六坐七滾八爬周歲走”
，說的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齡生長階段，所
能夠自主實現的基本動作。寶寶到了九、
十個月，能扶著東西可蹣跚地走步，這是
媽媽們最期待的一幕。
可是，寶寶學走路會出現一些常見的
錯誤姿勢，這不但影響寶寶走路時的美觀
，還會影響寶寶的生長發育。如果寶寶出
現以下四種錯誤走路姿勢，媽媽們可要引
起重視了。

寶寶學走路 常見的四大錯誤姿勢
寶寶走路像螃蟹一樣
爬行是寶寶成長發育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個大動作。爬行的
過程，有助於寶寶骨骼、肌肉的
鍛煉，為日後的行走跑跳奠定堅
實的基礎，也有助於大腦的發育
，提高身體各部分的協調性。因
此，我們都建議爸媽們，平日要
多創造機會給寶寶爬行。
有爸媽問，什麼時候才是爬
行的最佳時機呢?又該如何引導寶
寶開始實踐爬行呢?為此，本文就
這兩個問題，給爸媽們一些參考!

最佳時機——6 個月開始
由於寶寶正處於成長發育階
段，每個時期的學爬要求是不同
的。
在寶寶出生後至 3 個月內，
爸媽要開始有意識地訓練其抬頭
的能力。訓練時，可讓寶寶趴臥
在鋪著墊子的地面上，然後將其
小胳膊肘支撐起來，適當多趴會
有助於增強其手臂的肌肉力量，
為以後學爬行做好準備。
在寶寶滿 6 個月以後，爸媽
們可以常讓他俯臥，在他面前放
個玩具去逗引他，使他有一個向
前爬的意識;

自己做到匍匐爬行，但動作為腹
部蠕動，四肢不規則地劃動，注
意不是向前，而是後退;

爸爸媽媽就可以放手讓其自己爬
了。

在寶寶滿 8-10 月以後，發展
為四肢爬行，即用手和膝蓋爬行
，最後發展為兩臀和兩腿均伸直
，用手和腳爬行。

趣味

但注意的是要不斷地練習俯
臥，反復鍛煉、雙腿的力量及重
心和移動，嬰兒才會很快學會爬
。
巧妙借助外物 引導寶寶學爬更容
易

方法一：爸媽借點力
等寶寶趴穩了，月數大些可
讓其俯臥在床上，爸爸媽媽用手
掌頂住他的小腳板。
這時，寶寶會蹭著爸爸媽媽
的手往前挪動。開始時可能整個
小身子還不能抬高，爸爸媽媽可
從旁邊扶住其身子助其前行，等
其力氣夠了，手和腳可以匍匐前
進了，就只扶住身子讓其學習往
前挪動。
這類練習做多了，等寶寶能
逐漸將胸部、腹部抬起來，並學
會膝蓋和手掌一起協調用力時，

在寶寶滿 7 個月以後，可以

方法二：小物品 增添
等寶寶基本學會爬行後，爸
爸媽媽們可想法辦幫其增加點爬
行的趣味性。
例如爸媽可以在寶寶爬行前
方用一面特殊材料製成的鏡子(不
會打碎的)，或色彩對比強烈的圖
案，或簡單的變臉圖形等玩具擺
上，以引起寶寶的興趣，並有伸
手拿取的欲望，促其向前爬行。
以後可以把這些鏡子或圖案放在
前後左右不同的方向，引導寶寶
向不同方向爬行，以訓練其靈活
性。
這種不斷轉換方向的爬行增
加了寶寶認識周圍不同環境的機
會，比在原地能看到更多更鮮豔
的色彩，看到男女老幼不同表情
的面孔，看到大大小小不同的物
件，看到五彩繽紛的世界。充足
的爬行訓練使寶寶的好奇心理得
到滿足，由此也完善了神經系統
的發育。
不過，在爬行過程中，一定
要盯緊寶寶，做足安全措施。

這 7 句口頭禪
說的越多孩子越笨
會。也許孩子已經很努力
了，卻被打斷，也感受到
了媽媽覺得自己做得並不
好，這對孩子的積極性是
一種打擊，會讓孩子產生
挫敗感。

我數三下：1，2，3
“數到 3 你還不出來
，看我怎麼收拾你!”
這是媽媽們最常用的
招數，對付孩子不聽話或
者磨蹭。剛開始用的時候
，孩子會以為媽媽在跟自
己玩，或者知道媽媽馬上
就要生氣了，都會乖乖聽
話。
口頭禪是一個人總是不經意掛
在嘴邊的話，可能說者無心，但聽
者有意。下面 7 句話，應該是很多
媽媽氣急敗壞時最容易脫口而出的
，雖然說時無意，但對孩子造成的
影響及傷卻難以估量，所以開口前
請三思，儘量不要再說了!

大家一樣，不要做奇奇怪怪的事情
，要趨同。這樣可能會讓孩子忽略
了事件本身的對錯和價值，以及自
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而最看重別人
眼中的自己。長大之後可能更容易
被外界的聲音影響，被別人的聲音
裹挾。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我說不行就不行

孩子可能又打翻了牛奶，孩子
可能又穿反了鞋子· · · 很多媽媽眉頭
一皺，就會脫口而出“和你說過多
少次了· · · 怎麼又· · · 耳朵長在哪
裡· · · 說那麼多次怎麼都記不住· · ·
怎麼那麼笨· · · ”

和孩子說道理說到心累的時候
，往往很多媽媽就口不擇言地說出
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
是你老媽，我說的就是對的!你不要
再給我爭論了!很多媽媽喜歡通過這
句話來向孩子表明自己的“決心”
，並且來顯示自己作為大人的絕對
權威。

“和你說過多少次了”這句話的
言外之意就是後面的這一系列的抱
怨和責怪。久而久之，孩子就會被
你隨時隨地的責怪置於“內疚、自
責“的田地裡，容易讓孩子形成自
卑、沒有信心的性格缺陷。

別人會笑話你
當你的孩子嘶聲裂肺的唱歌，
跟著音樂旁若無人地扭著小身體跟
著舞動起來的時候，你是不是也曾
和孩子說過“安靜一下，正經一下
，不然別人會笑話你的。”
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不
能丟臉，不能讓別人笑話，你要和

而孩子呢?會因為害怕和強權暫
時變得“聽話懂事”，但是這種忽
略了孩子想法的行為，可能會加重
孩子的叛逆心理，反而不利於和孩
子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還是我來吧
可能孩子自己穿衣服沒穿進去
，自己穿鞋穿反了，可能你們很趕
時間，於是你說“還是我來吧”，
於是讓孩子停下手上的事情，放著
讓你來!也許，你來做更加有效率，
也不容易出錯。可是你卻這樣硬生
生地奪走了本來屬於孩子的鍛煉機

可是久而久之，孩子
也習慣了這種媽媽的“小
把戲”，成了老油條。媽媽就開始
覺得自己不乖了，不是好孩子了。
“貼標籤”的事情，我們還是不要
對自己的孩子做為好。

這有什麼好怕的?
孩子對世界上的未知常常充滿
敬畏，對害怕的表達也比較直接。
孩子們害怕怪獸、害怕吃藥打針、
怕生怕黑……
說這話的本意也許是想讓孩子
不要被自己的想像嚇倒，卻也有可
能讓孩子覺得媽媽覺得自己膽小沒
用。也讓媽媽的同理心消失，孩子
因為得不到情感上的共鳴，和媽媽
產生心理上的距離。

別管他，這孩子就這樣
孩子有時候愛玩愛鬧，有些媽
媽不耐煩之下就會在眾人面前說孩
子“他就這樣，不用管他!”
不要看孩子小，孩子是可以感
受到媽媽這句話的嫌棄的意味，就
好像自己親近的媽媽和其他大人站
在了同一邊指責自己的不懂事和頑
皮。這樣會讓孩子對於母親天生的
親密感產生困惑。慢慢地，孩子也
會被催眠，覺得媽媽說得對。放棄
改正自己，破罐子破摔，行為消極
。

他的兩腳朝內，像個大夾子!在剛學會
走路的孩子中，這種走路姿勢很常見。在
最初的幾年中，小孩子走路時，頭往前探
，使他的雙腳朝內。大約 3 歲左右，當他
的大腿和小腿肌肉更結實後，這種走路的
姿勢就會消失。如果他的雙腳一直朝內，
你可以在他坐在地上玩的時候，注意讓他
盤著腿坐，而不要讓他叉著腿。或者給他
買硬幫的鞋，用不了一年的時間，你就可
以糾正他走路的姿勢。

寶寶走路像個鴨子
這是生理問題，因為他還是平足。小
孩子需要在走路的過程中，磨練他的腳底
的肌肉，練出弧形。95%的孩子在 5 歲前，
腳底會自然出現弧度。蹬三輪或兩輪小軲
轆童車，孩子腳底弧度會更快地形成。如
果你覺得孩子走路難看，也可以在孩子 2
歲左右時，讓他做用腳趾夾鉛筆、手絹或
大扣子的遊戲;在遊樂場玩時，拉著孩子的
手，讓他踩滾桶;或是鼓勵他用腳尖走路。

寶寶走路像西部牛仔
他的雙腿叉開，好像經過馬術訓練似
的。2 歲前，如果他的雙腿像個括弧，你
不必太擔憂。然而，如果一直這樣，可能
表明有缺鈣和維生素的跡象，就需要治療
了。

夾著大腿走路雙腿呈現 x 型
一般在不願意走路(走不了長路，稍走

點路就嚷嚷著要抱)、不好動的孩子中較為
常見。

寶寶學走路的正確打開方式！
彎腰用手托著寶寶走路，真是一段最
美，也是最累的時光……因為寶寶還沒學
會走路，老娘的腰已斷了!
必須要床沿走路，寶寶不敢走，媽媽
必須要在旁邊鼓勵……
買個學步車給寶寶吧，寶寶走路有外
八字傾向……
這些都是大家平常教寶寶走路的方法
，可這真的不是正確的，正確的學走路過
程是：扶物扶站——扶物邁步——獨立站
穩——扶物蹲起——獨立行走。媽媽們可
以輔助寶寶學會走路，方法是：
1、先要讓寶寶鍛煉短距離的走路。讓
寶寶扶著牆壁站穩，媽媽離開一段距離，
用語言、手勢或玩具鼓勵寶寶向前邁步，
寶寶可能會有些緊張，往往會走得不太平
穩，但很快就能走到媽媽的面前。
2、當寶寶短距離練習完成後，媽媽可
以逐漸加長訓練的距離，一點一點讓寶寶
練習往前走。如果怕寶寶突然摔倒，影響
練習走路的興趣和信心，也可以讓寶寶往
前走一步，媽媽就向後退一步，不斷地後
退，同樣可以加長行走的距離。
3、保護好寶寶。最初練習的時候，爸
爸媽媽一定要注意保護寶寶。等寶寶步伐
靈活之後，才可以撒開手，與寶寶相隔大
概幾十釐米。
4、要給予寶寶一定的鼓勵。當寶寶能
走幾步的時候，可讓寶寶地上玩球，當球
向前滾動時，寶寶自然會有往前追得欲望
，這個時候寶寶可能就不會顧及摔倒，當
寶寶摔倒的時候，爸爸媽媽要鼓勵寶寶，
並讓寶寶勇敢的自己爬起來，這樣可以培
養寶寶的堅強意志。
5、慎用學步車。很多家庭都給學步期
間的孩子購買了學步車，有的人覺得可以
幫助寶寶學走路，有的覺的很省事。其實
，過早、過多使用學步車會影響寶寶發育
。

提升顏值！

牙齒護理從娃娃抓起
剛剛結束
的世界游泳錦
標賽，各位媽
媽都看了嗎？
孫楊實現單屆
世界大賽雙冠
，為大家帶來
驚喜，但原來
驚喜不止一個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留意到
，孫楊同學的
牙齒變得好！
整！齊！樣子本來就不差，現在牙齒
經過矯正，帥氣指數在蹭蹭蹭往上升
，迷死一群媽媽粉啊！
牙齒對於一個人來說真的很重要
，牙齒好壞不僅影響健康，還影響寶
寶未來顏值。好的牙齒利於咀嚼，嚼
碎了才能更好吸收。牙齒發育不正常
，會影響寶寶自信心，甚至面部協調
。高顏值寶寶，從一口好牙開始。
但有些父母會說：反正乳牙也會
換，換牙後再好好護理就好啦。這是
個天大的錯誤！細心呵護乳牙，恒牙
才會健康整齊。所以，牙齒健康，需
要從娃娃抓起。

嬰兒期（出生～七個月）
新生兒時期，寶寶一般依靠吸吮
乳汁、果汁或是各種流質的輔食來獲
得營養和水分。由於哺乳或溢奶的緣
故，寶寶的口頰內或舌上常有奶漬殘
留。這些物質長期滯留在口腔黏膜上
就會變成口腔內細菌生長的溫床。
護理方法：
父母可以用專用口腔清潔濕巾或
用棉花棒以溫開水沾濕，輕拭舌頭、
牙齦上的食物殘渣，養成餵食後即清
潔的好習慣。

乳前牙萌出期（七個月～一歲
半）
乳前牙萌出期期間寶寶主要的口
腔疾病是齲齒，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蛀
牙，而蛀牙主要是由牙菌斑引起的。
清除牙菌斑應從第一顆乳牙萌出時開
始。而這一早期的清潔工作，完全需
要靠家長來完成。
護理方法
方法一：取一塊乾淨的紗布，放

在白開水裡浸濕一下，纏在你的手指
上，然後輕輕地按摩寶寶的牙齦組織
，清潔牙齒。
方法二：用市面上出售的專用指
套牙刷，放在白開水裡濕潤後，再給
寶寶清潔牙齒。不過，完成這一過程
，首先要讓寶寶有安全感。
（PS：用一隻胳膊摟住寶寶，讓
寶寶的頭靠在胳膊上，身子斜臥在懷
裡，用另一隻手給寶寶清潔牙齒。最
好每天睡前清潔一次。）
美國牙科學會建議：孩子在第一
顆牙齒萌出後的六個月內，不超過一
歲，要第一次看牙醫。之後大概半年
看一次，或者是根據牙醫的建議。

乳後牙長出期（一歲半～三歲
）
寶寶的乳後牙陸續長出，此時我們
留意寶寶的乳臼齒長出了沒有，若長
出來了，就一定要把刷牙的工具從紗
布轉變為牙刷。
護理方法：
選用刷毛非常柔軟，並且不要多
於三排的牙刷，用溫水進行洗漱即可
，（如果寶寶的控制能力較好，不會
輕易把牙膏吞下，也可以適當位給寶
寶使用兒童專用牙膏。）這個時期寶
寶已經開始可以進行自主行為，這時
便是家長開始培養寶寶刷牙習慣的最
佳時機。
最初可以由家長手持牙刷為寶寶
刷牙，再慢慢過渡到由寶寶自主刷牙
，家長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啟發寶寶
的興趣，鼓勵寶寶的進步。
美國牙科學會：超過 38.8°發燒都不
應該歸結於任何的牙齒問題，包括長
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