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前便后!进家后要用肥皂或
洗手液给孩子洗手" 不要让孩子喝生
水!吃生冷食物"避免接触患病儿童#

#" 家长或看护人$保姆在接触儿童前!

更换尿布以及处理粪便后都要认真洗
手" 并妥善处理污物#%& 婴幼儿的奶
瓶!奶嘴在使用前后都要充分清洗#'&

本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

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同时注意
保持家庭环境卫生"要经常开窗通风"

勤晒衣物! 被褥#(& 注意婴幼儿的营
养!休息"防止过度疲劳$ 出现相关症
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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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军事化训练"父母和孩
子在野战中冲锋陷阵"克服重重困难"

一家人在军营中度过快乐周末" 从而
让孩子学会生存技能"磨练意志力"健
康地成长' )日"由(南国都市报)小读
者俱乐部主办! 海口军拓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的#*!#*国防教育进家庭+

亲子军事拓展活动报名启动的消息一
经发布"吸引了来自海口,澄迈等地的
近!*个家庭报名'

据了解"#*!# *国防教育进家庭+

亲子军事拓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将
家庭教育渗透到国防教育中' 家长和
孩子们在参观部队营区后" 还能参加
各种亲子游戏'更有趣的是"在正规的
训练基地" 由现役军官带领报名的家
庭们参加丛林突击! 野外生存等一系
列类似 *士兵突击+ 的全套军事化训
练"活动强调的是动手!参与!协作!创
造!自理!自信!坚强-

通过野战活动" 让孩子们切身体
验什么是*军人+"激发孩子的潜能"锻
炼坚韧不拔的意志# 让孩子体验成功

的快乐#学会生存技能"增强遇险自救
能力#关爱他人"学会独立生活#融入
团队"培养协作互助精神#塑造全新自
我"获得持久乃至影响终生的激励"实
现人生奋力追求的梦想'

该活动特别吸引男孩子的眼球"

需要拼体力和意志力的户外拓展实
践对孩子们来说" 充满刺激和挑战'

目前"这个活动已经吸引了近!*个家
庭报名'

周末一家人怎么过最精彩.*对于
父母和孩子来说" 这是一次很好的交

流机会" 也能在军事拓展项目中和孩
子一起并肩作战"冲锋陷阵' +来自澄
迈的家长李先生)日一大早就替儿子
报了名"李先生说"现在城市的教育体
系中" 给男孩疯玩和开发潜力的机会
太少"要增强儿子的阳刚气质"就要让
男孩到野外通过军事拓展得到体能和
意志的锤炼'

*听起来内容挺丰富的"比上课和
英语辅导夏令营肯定好玩" 我很期待
和父母一起以这样的方式过周末'+报
名的小朋友们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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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孩子来说"

一只装满文具的崭新书包"能够描绘
出七彩的童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快
要到了"本报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推
出特别策划///向大山深处的孩子
赠送爱心包裹'

爱心包裹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
会于#**+年发起的一项全民公益活
动"通过组织爱心包裹捐购,音体美
教师培训,志愿者支教等形式"改善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音体美教学现状
和学习生活条件' 项目还通过一对一

的捐助模式"号召爱心人士给那些需
要帮助的孩子送去精神鼓励和关爱'

截止#*!!年!#月%!日"项目已累计筹
集善款#"%'亿元"惠及全国#+个省#+)

个县的,##%所学校"#*!",,万名学生
受益'

作为海南发行量最大的都市类
媒体"本报成为爱心包裹项目合作单
位之一' 连续几年来"本报多次派出
记者深入海南山区学校"跟踪报道爱
心包裹项目在海南实施的全过程"并
在爱心人士和山区孩子之间架起爱
心桥梁' 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授予

本报*爱心包裹项目#*!!年媒体突出
贡献奖+'

小小的包裹里"包含着浓浓的爱
心 ' 本 报 现 已 开 通 热 线 电 话
,,)!*),#"筛选具有音体美梦想的山
村学校"助其申请*圆梦#*!#项目学
校+"圆师生们的音体美梦想' 届时"

每名学生可得到!个学生型美术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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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人数发放若干
学校型体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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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型音乐包每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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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圆梦#*!#项目学校+需符合
以下条件0 学校音体美教学器材较为
匮乏"师生有音乐,体育或者美术方面
的梦想# 学校为贫困乡中心小学或贫
困村村小" 学校所在县为国家级贫困
县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学校!-,年级
学生不超过(**人,不少于#*人"其中
农村户籍的学生占+*.以上# 从未得
到过爱心包裹项目资助的学校# 学校
所在地邮路通畅或者能提供邮路畅通
的包裹寄递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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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只要是#**,年'月!*

日后出生的儿童" 均可免费报名参赛
/出生日期以出生证为准0"活动咨询热
线0,,)!*#'#' 报名有'种方式0

%(

EF"@% ��������

�! ��

()*

� �¡�{¢£¤[

¥"¦§i¨©

'"+",&"%#!-&!

$ª«¬

'®R¯°±?@²³³´µ$

'(

GH"@%Xa®¶·��¸¹

º»(¼½¾¿ÀÁ)�Â³³*ÃÄ5

6ÅÆÇh¸ÈÉ[$

)(* +,-./

" @ % Z [ Ê Ë

&-$"&%-"".//0123

$

0(

IJ"@%�Ì'���ÍÎÏ

$'

Ð���É¹ÑÃÒ

&

Ó

&'!

Ô�Â

Õ�É )�Â³³ * Ö×Ø

4

ÊÙ

%-'!#&5

$ ¦§®Ú?

&&"#'!6!

¨©$

!

KLCD%

%

&GMKL%Û×ÜÝ

TÞß¥Iàá"

#

L

)*

{âeãjà

#

á"

#

Lä×ÙÐ¸åàáæçèéà

%''

á$

'

&NOKL %��Üê)ëÙì

íîïð' ñòó`ä×ÙÐ�ôõ

#'&!""&&!!

"�ôö÷øiùúö÷û

ü`ýþíî$

)&ABKL %ÿH#&""!!!%øi

+ñ!"`³³àá" ®#¬$%

&$ '(#)7á$

0

&'PQRS" ("TKL %{±

É*àá+,N

!'

á$

PQUUVLW

1

)X'

2

NO

2

"

T*

3'&2

GMKL

UUY@'-+.

UUZ['/

UU\&%

#**)&1&#!

UU]^' 0ó+."

1�%2"3�Rî

vwxj[yyz{

|

t

yy}e#

|~.�#

#)eyyt��� Z�z��yy��

!"#$

4

%

"

&'

%记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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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南国宝宝组
委会了解到"目前有!*位宝宝的人气
票数已经过万"票数最高的宝宝是编
号为 (%**,的何颜瑞美 " 票数为
#,*+'' 在投票结束后"人气排名前'*

的宝宝将进入决赛"进行最后的总冠
军比拼环节' 谁是最萌宝贝. 为喜欢
的宝贝投票吧-

据了解"根据人气票数"每周产生
的一位每周之星将获得!***元的礼

包' 投票结束后" 得票数前'*名的选
手"将参加决赛的评选'决赛将评选出
人气宝宝!*名" 奖励价值#***元的礼
包!份# 才艺宝宝0,名" 可获得(**-

!***元不等的礼包#决赛阶段"按权重
比例折算后的投票分2形象分2才艺
分的总和为参赛宝宝的最终总得分"

总分第一名" 将获得价值(***元的礼
包一份#总分第二名"将获得价值%***

元的礼包!份#总分第三名"将获得价
值#***元的礼包!份'

颜为之小朋友只有%岁半"在
海选赛上鼓足勇气登台表演'

虽然面对台下众多观众有些
小紧张"可在妈妈的鼓励下"小家
伙还是怯生生地唱了一首 (数鸭
子)"虽然有些不着调"可稚嫩的童
音却萌翻了全场'

唱完歌后"颜为之马上放松下
来"找小朋友玩耍去了' 她妈妈告
诉记者"这是颜为之第一次登台单
独表演"以前在幼儿园表演过' 南
国宝宝舞台给女儿提供了锻炼胆
量的机会"很好' 今后要继续努力"

让宝宝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

中国人崇尚*能吃就是福+"因此
对孕妇的孕期营养补充是整天大鱼大
肉侍候着" 有些食欲不好的孕妇甚至
整天以水果为食" 殊不知孕妇能吃并
非都是福'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产科门

诊沓美容医生介绍" 妊娠期糖尿病的
病因主要与孕妇过多摄入高糖分的果
类和高能量食物有关"如水蜜桃,大西
瓜等"加上孕妇运动减少"导致糖代谢
紊乱从而诱发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期
糖尿病不仅会导致孕妇流产,早产,死
胎等"还可致胎儿畸形等"所以孕妇在
#,周左右应进行血糖筛查'

如果您有孕育方面的疑问"请致
电,,1,((((详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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