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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妈妈问：我的孩

子已经 2 岁了，可是平时的

食欲很不好，每次都是外婆

连哄带骗才能吃完一顿饭，

例如：外婆说如果你吃完

饭，我带你去动物园玩。或

者外婆就和孩子比赛吃饭看

谁吃的多，促使孩子快吃、

吃的多。这样可以吗？

育儿专家张思莱：有很
多的家长在孩子出生后没有
养成孩子吃饭的好习惯，所
以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
以至于各项发育指标达不到
标准。

连哄带骗喂孩子吃饭很不好
进餐环境杂乱
家长自身不注意进餐环境，甚至自己也

看电视，在高谈阔论中进餐。婴幼儿本就对

周围的环境充满了好奇心，而且孩子自我控

制能力很差，转移注意力就不好好吃饭了。

进餐气氛不好
在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经常在餐桌上

表现出来，使得餐桌上的气氛很压抑，孩子

精神紧张。也有的家长在餐桌上训斥孩子，

造成孩子的食欲降低，时间长久产生厌食。

哄骗孩子进食
为了让孩子多吃饭对孩子连哄带骗，

例如：你吃完这碗饭，我带你去动物园去

玩；或者买你喜欢的玩具。如果吃完饭后

你确实兑现了你的诺言，孩子就会认为吃

是为了买玩具和外出玩，一旦没有兑现诺

言，孩子以后就会不再听你的话，而且孩

子还会模仿学习撒谎。孩子会把吃饭作为

要挟你的条件来达到他的欲望。

强迫孩子进食
有的孩子因为某些原因食欲差，家长

不好好找孩子食欲差的原因，反而强迫孩

子进食，引起孩子神经性厌食。

快速进食
食物吃进嘴里时需要在口腔内充分咀

嚼，使唾液中的消化酶充分发挥作用，牙龈

和牙齿也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充分咀嚼后的

食物有利于消化道的机械运动和营养的充

分消化吸收。如果孩子快速进食就缺乏了

上述过程，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显而易见。

进餐的环境一定要安静，做到

固定的时间、地点吃饭。

饭菜要能引起孩子吃饭的兴

趣：因此需要家长在给孩子准备饭

时注意食品多样化、性状、颜色、

味道要能引起孩子吃的兴趣。对于

孩子不喜欢的饭菜也不要强迫进

食，应该允许孩子对某些食品的厌

恶，家长需要慢慢引导或者变换烹

饪的方法让孩子喜欢上这些食物。

使用儿童专用的餐具，也能引

起孩子吃饭的兴趣。吃饭的气氛应

该是愉快的，不要在餐桌上批评和

指责孩子，引起孩子对吃饭的厌

恶。 （据微信公众号：张思莱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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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侨中高级教师
小初高数学辅导13876623996

陵水工地厨房承包
0898-66278000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全日制。13976996417

专攻初中数学
方法独特，见效快，可签约。18976465747

代加工鸽粪鸡粪羊粪有机肥
450元起，电话：17789896975

招焊工、铆工
电话13278989006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十年家教品牌，一对一专业辅导，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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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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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 66775888 13907566137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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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另有商住两用铺面 13976649137

招租
现有投资建设完备的标准化的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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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或寻找合作伙伴，客源稳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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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亿金·雄厚资金★为中小企业、个人提供资金周转★房地产，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矿业，水电，旅游，能源，路桥等
手续简便快捷

028——8795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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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电工证，待遇面议。6892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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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男女性若干名，年龄35岁以下
（五险一金）。三、超市收银员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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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有部分9座福特牌营运
豪华商务旅游车，有意合作者请
与我司联系面谈。
电话：88662522 地址：三亚市迎
宾路145号天际大厦1303房

物业公司招聘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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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20多年办建筑装饰照明设计施工工
商税务做账审计等，18976970676

▲金盘驾校一人一车400848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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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中心开通以手机短
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
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66810111

全省各市县招募《南国都市报》零售销售队员
全省销售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南国都市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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