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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儿童的成长需要精心的呵护。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成人对其饥饿、患病和各种需求的关注
和满足。
精心呵护也意味着要让儿童远离伤害，保障他们的安全，并且给予他们爱、关注和学习的机会。
自出生起，儿童就与特定的成人建立了联系，这些成人照料他们，并
给他们创造学习技能的机会。儿童从看护人那里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大多数家庭为了孩

将为其以后的生活奠定基础。

子正在努力做到最好。
帮助家人树立自信

本课程着眼于关爱儿童发展的家庭辅导，旨在为社区努力尝试养育

心，并使其在养育过程

健康、快乐儿童的家庭或个人提供支持。他们或许生活贫困，面临诸多

中感觉良好。

挑战；他们养育的孩子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寄养在其家庭或社区中
其他人家的孩子。您可以帮助他们去更好地养育这些孩子，即便是在困
难的生活环境下。

课程目标
关爱儿童发展家庭辅导课程结束后，您将能够：

●了解和确定儿童和家长或其他主要看护人（即最直接照料儿童的人）之间的互动情况。
●辅导家庭通过活动，加强儿童和看护人之间的联系。
●辅导家庭通过适宜的交流和玩耍活动，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通过学习这些技能，您将会注重观察看护人和儿童的互动关系。
通过运用良好的沟通技巧，您将能够为一些家庭提供咨询和辅导。

课程方法和资料
Care for Child
Development
Participant Manual

关爱儿童发展
学员手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

和辅导。

本课程提供的资料
著

张 悦 黄小娜 冯围围 唐 鹤

译

王惠珊 郭素芳 赵春霞

审校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在本课程中，您将学习观察、练习为家庭和儿童看护人提供咨询

手册
您正在阅读的学员手册。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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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for Child Development

关爱儿童发展

该手册包括本课程的内容、讨论和练习。

早期发展

关爱儿童发展相关问题的指导

关爱儿童
咨询卡

2岁

<9月龄
6月龄～

龄

1周～<6月

1周

出生～<

12月龄～<

<12月龄

9月龄～

和他
子的 眼睛
时
注视 着孩
交流
乳喂 养的
其是 在母
到
说话 ，尤
也可 以看
是新 生儿
候。 即使
声音。
听到你的
你的脸，

关爱孩子

并表达您

布
玩具藏在
子喜欢的
找
玩耍 把孩
看他 能否
子里 ，看
下面 或盒
猫。
以玩躲猫
到。也可

予
和兴趣给
子的声音
反
交流 对孩
观察 他的
他的 名字
回应 。叫
应。

了解孩子

如果儿童没反应或看起来反应比较“慢”：

在喂孩子的时候抱紧孩子，眼睛注视着他 / 她，对他 / 她说话或唱歌。

●

鼓励家庭成员多与孩子交流和玩耍。

如果看护人不知道和儿童玩什么或如何交流：

●

检查孩子的听觉和视觉。

●

推荐有问题的孩子去特殊服务机构。

●

鼓励家庭成员通过抚触、运动及语言与孩子交流和玩耍。

●

。
和他说话
孩子笑，
其
交流 对着
和手 势与
他的 声音
通过 模仿
。
进行交流

上

如果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建议妈妈：

始学习
生后就开
婴儿自出

的家庭
净、安全
和
给孩子干
抓、 击打
听、 玩耍
他学 着去
金
由地 看、
物品 ，让
的容 器、
让孩 子自
慢慢 地
用有 盖子
触摸 你。
放下 。可
听、 玩耍
作玩具。
、移 动和
和伸 手
和勺子等
由地 看、
地 感觉
西让 他看
属的罐子
让孩 子自
玩耍
触。 轻轻
彩色 的东
串起 的
你接
移动
绳子
和与
让
鼓、
挥动 四肢
孩子 。能
可用 拨浪
摸和 怀抱
更 够。
。
肤会
玩具
安慰 、抚
的皮
大环等作
紧贴 着你
孩子 经常
好。

2岁及以

名

、叫
提醒看护人孩子从出生就可以交流和玩耍。
学习计数
单
帮助孩子

作简
进 玩耍
。为 他制
堆叠，放
对比 事物
形状 的
子玩物品● 演示孩子对看护人各种活动的反应。
堆 字和
同颜 色和
黑
玩耍 给孩
可嵌 套和
具， 如不
小棍 子、
出来 。用
等 的玩
的物 品、
容器 再拿
衣服 夹子
可以 选择
、容 器和
如果看护人感到压力太大或太累而不能和儿童交流或玩耍：
。
叠的 物品
板、拼图
作玩具。

如果爸爸妈妈不得不把儿童托付给别人照顾一段时间：

●

倾听看护人的感受。

●

至少找到一个能够长期照顾孩子的人，而且能给予孩子爱和关注。

●

帮助看护人找到和他 / 她有共鸣、能帮他 / 她照顾孩子的关键人物。

●

使孩子逐渐习惯和新的看护人在一起。

●

让看护人展示他 / 她进行简单交流或玩耍的能力，使其

●

鼓励爸爸妈妈尽量多陪孩子。

树立信心。

如果看护人看起来对儿童非常严厉：

答他
说话 并回
和
鼓励 孩子
●
必要时可以推荐看护人前往当地相关的服务机构寻求帮助。
事、 唱歌
，回 交流
教他 讲故
和
单的 问题
的问 题。
讨论 图片
问孩 子简
看大 自
和他 一起
画
带孩 子边
做游 戏，
玩具 为图
和人 交流
如果看护人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与儿童交流和玩耍：
话。
他交
。可 用的
物品 名称
应他 说的
，边和
书的 内容
教孩 子说
和物品
话， 像
交流
、图片 ●
手势 并说
然
做着
娃
书。
鼓励他 / 她把交流和玩耍活动与孩子的其他养育活动结合起来。
名。 向他
有五 官的
谈。
。可 用具
“拜 拜”
●
请其他家庭成员帮忙照顾孩子或料理家务。
。
娃作玩具
扬

予表
新技能给
如果看护人没有玩具给儿童玩，建议他们：
努力学习
对于孩子

给予回应
的兴趣并

对他的爱

●

用任何干净、安全的家庭用品替代。

●

制作简单的玩具。

●

陪孩子玩。孩子可以在与看护人或其他人的玩耍中学习。

建议以更好的方式对待孩子。
●

鼓励家人经常找机会表扬孩子好的行为。

●

尊重孩子的感受，试着理解孩子为什么伤心或生气。

●

给孩子选择做什么的机会，而不是简单说“不行”。

关爱儿童发展咨询卡
咨询卡提供了一些可以和儿童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促进儿童的发展。利用咨询卡，您
可以为看护人提供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交流和玩耍活动。您不需要记住这些内容，只需在咨询时
参考即可。

一览表

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览表
∕

日期：
儿童姓名：
看护人姓名：

∕ 20

( 日 / 月 / 年）

年龄：

岁

咨询者：
个月

男/女

此一览表可以指导您评估孩

关系：母亲 / 父亲 / 其他

子得到的关爱和照料。同时也可

家庭住址：
1.发现有利于儿童发展的行为，为看护人提供咨询和辅导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
行为时，给予鼓励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问题时，
给予建议并解决问题

□转向孩子，和孩子
说话，或和孩子一
起发声。

□不和孩子一起活动，或对其
活动不加控制：让看护人模
仿孩子的活动。

看护人是如何安慰
孩子和表达爱意
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和孩子温柔地说
话，轻轻触摸或
亲 密 地 拥 抱 孩
子。

□没有安慰孩子，或孩子没有
向看护人寻求安慰：帮助看
护人去注视孩子的眼睛，与
孩子温柔地交流和拥抱孩
子。

看护人是如何纠正
孩子行为的？

□用适当的玩具或活
动使孩子从不必要的
行为中转移出来。

□责骂孩子：帮助看护人用玩
具或活动将孩子从不必要的
行为中转移出来。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
行为时，给予鼓励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问题时，
给予建议并解决问题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
耍的？

□移动孩子的手和腿，
或轻轻抚摸孩子。
□用带响声的玩具或
其他物品吸引孩子
注意力。

□不和孩子玩耍：与看护人讨
论与孩子年龄相适应的玩耍
活动，来促进孩子看、听、
感觉和运动的发育。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
流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和他温柔地说话。

□不和孩子交流：让看护人注
视孩子的眼睛并和孩子说
话。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
的？

□回应孩子发出的声
音和做出的动作，
逗孩子笑。

□试图强迫孩子笑或对孩子无
回应：让看护人做大动作或
发出“咕咕”声，模仿孩子
的声音和动作，并观察孩子
反应。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
耍的？

□玩与年龄相适应的
游戏或玩具。

□不和孩子玩耍：让看护人与
孩子进行与年龄相适应的交
流和玩耍活动。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
流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与孩子温柔地说话
和询问。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
的？

□吸引孩子笑。

□不和孩子交流，或交流方式
严厉：让看护人和孩子一起
进行一项活动。帮助看护人
理解孩子的行为和想法，并
观察孩子的回应和笑容。

您认为孩子学得怎
么样？

□说孩子学得好。

观察
当孩子活动时，看
		
护人是如何表现
的？

所
有
儿
童

≥ 6月龄

＜ 6月龄

询问和倾听

2.如有需要（选择日期），让其一周内复诊：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末

2

简介

□说孩子学得慢：鼓励看护人
和孩子进行更多的活动，检
查孩子的听力和视力，转诊
有问题的孩子。

以在看护人学习如何与孩子交流
和玩耍时，帮助家庭解决存在的
问题。

关爱儿童发展

Care
for童Child
Development
展发
儿爱关

其他材料
授课人将使用录像和其他材料来介绍和复习相关内容。
学习过程中，您将有多次机会进行练习，包括课堂上的讨论、练习、游戏和角色扮演，以及与
看护人及儿童进行咨询和辅导演练。
通过使用一览表，您可以在家庭、临床或其他环境中为看护人提供咨询和辅导：

●观察、询问和倾听：观察看护人和儿童之间是如何互动，如何进行交流和玩耍的。
●表扬：鼓励看护人，帮助其树立自信心，并尽最大努力继续和儿童一起开展一些适宜的活动。
●建议：如有必要，为看护人提供改善养育方式的建议。
●解决问题：发现看护人在养育儿童过程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确认理解情况：确认看护人理解并记住了辅导的内容，从而保证看护人在家中能够改善对儿
童的养育方式。

部分学员可能在儿童疾病综合管理（IMCI）中接受过相关内容的培训。
接受IMCI培训的医务工作者主要在急症护理中心工作。他们可能为看护人提
供关爱儿童发展的咨询和辅导，但仅针对低体重或贫血的儿童。他们工作的
医疗机构也仅能为患儿提供咨询服务，而难以覆盖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
其他咨询者也可以使用关爱儿童发展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为所有儿童家庭
提供咨询和辅导，包括健康儿童和患病儿童。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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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

谁是儿童看护人？
对于儿童而言，看护人是最重要的人。他们承担儿童喂养、看管的责任，给予儿童关爱，与儿
童交流并满足其需求。如果儿童生病，通常由看护人带领去看病。
在您那里谁是看护人？通常，看护人是孩子的妈妈。对于母乳喂养儿童，妈妈是其主要也是最
重要的看护人。

主要看护人也可以是爸爸或其他家庭成员。当父母双方都
患病或不在时，儿童的看护人可能是亲戚或邻居。

建议

有些地方，儿童会有几个看护人。祖母、伯母、姐姐和邻

无论您在何时何地

居可能会共同养育一个孩子。托儿所可能会有几个看护人每天

见到看护人，都要以友

为儿童提供几个小时的照料。本培训中，看护人主要指儿童的

好的方式欢迎他们。

家人。
您会在不同的环境中遇到这些看护人，例如托儿所、喂
养项目、保健中心、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可能是在工
作，也可能是在做志愿者。当您被招募去做家庭辅导和咨询
时，您的努力将帮助他们养育更加健康、能干的儿童。

4

谁是儿童看护人？

通过与看护人建立
良好的关系，您将会提
高儿童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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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能力不断发展。他们学习说话、走路和奔跑，也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
这些学习对他们在学校的发展会有所帮助，也会促进他们在长大后为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这
些变化也是儿童发展的例证。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适用于所有儿童。本建议将告诉儿童的父母和其他看护人通过何种方式促进
儿童早期发展。
本建议为看护人提供了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交流和玩耍活动的指导，以帮助儿童学习。在喂
养、穿衣和其他日常活动中，成年人有很多与儿童进行交流
和玩耍的机会。
同时，本建议也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对于低体重新生儿
和营养不良的儿童，本建议也有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通
过交流、玩耍、喂养回应等特别关注，可以促进低体重和营
养不良儿童的健康成长。
低体重和营养不良的儿童也会面临学习困难。他们可能会胆小，
容易烦躁，喂养困难，很少交流和玩耍。
由于这些儿童不是很活跃，因此获得看护人的关注也会比较少。
久而久之，妈妈和其他看护人对孩子的喂养、与孩子的交流和玩耍就
会减少。
营养不良、患病及残疾儿童都需要特殊的照料。他们的家庭需要
得到帮助，以了解这些儿童是如何表达饥饿、不适和需求的。
关爱儿童发展的建议对看护人也有帮助。例如，婴儿出生后，一
些妈妈很难积极地去照料新生儿。她们可能生病或被沉重的责任压倒，看上去非常伤心和疲惫，对
其他人不感兴趣，也不参加其他的家庭活动。
密切关注儿童，与儿童玩耍，并观察儿童的反应，这些都能使看护人变得积极和快乐。本建议
中推荐的交流和玩耍活动可以使看护人感受到自己在孩子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些活动对于儿童和看
护人都有帮助。
在交流和玩耍活动中给予儿童充分关注有助于儿童更加健康地成长和更好地学习。对家庭而
言，见证儿童的成长和学习过程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关爱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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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关爱儿童发展？
每个儿童出生时都是独一无二的，儿童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其如何学习。儿童早期受到的照料
和关爱也影响其学习。生命最初几年里儿童与家人和其他看护人的经历，对儿童成年后有着重要影
响。
家庭通过给予儿童爱、关注和众多学习机会给儿童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特殊关爱。通过交流和玩
耍，家庭可以帮助儿童长得更加健康和强壮。同时，儿童通过交流和玩耍，可以去学习表达他们的
需求、解决问题和帮助他人。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今后生活所需要的重要技能。

■儿童的大多数技能都是在早期学习中获得的
大脑在出生前和出生后2年内发育非常快，因此，良好的营养和健康在这一阶段尤为重要。母乳
对大脑发育起着特殊作用。同时，母乳也有助于儿童远离疾病，使其保持健康并能够探索和学习。
儿童出生时就能够看和听。在很小的时候，除了良好的营养，儿童还需要有机会使用自己的眼
睛和耳朵，需要通过运动、触摸物品和探索，以及与他人玩耍等活动来促进大脑的发育。儿童也需
要爱和亲情。所有这些经历都有助于大脑发育。

儿童出生时就能够看和听。妈妈的脸是
小婴儿最喜欢看的东西。婴儿看着妈妈的
脸，对妈妈的笑容和声音很高兴地做出回
应。因此，自婴儿出生后甚至出生前，妈妈
就应该开始和孩子说话。

■儿童需要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儿童总是在不断地探索新事物和学习新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需要一个清洁、安全、远离
伤害和意外并且受保护的环境。
同时，也应该保护儿童远离那些针对他们及其周围环境的各种暴力行为和愤怒情绪。成年人应
该保护儿童，使其免受任何身体伤害和言语攻击，以增强他们探索和学习的信心。
儿童在小的时候，常常喜欢把东西放入敏感的嘴中进行探索，通过嘴和手来学习什么是软和
硬、热和冷、干和湿，以及粗糙和光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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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家庭一定要确保儿童放入嘴中的东西足够大而不至于被吞食。注意不能让儿童把长、细
或尖锐的东西放入嘴中。
儿童玩耍的任何物品都应保持干净。可以把儿童放在一块干净的毯子或垫子上，以保持玩耍物
品的清洁。
当儿童想要玩不安全或不干净的东西时，看护人需要温柔
地说“不”。当儿童正在玩不安全或不干净的物品时，看护人
拿安全、干净的物品来替换会比较好。同时，可以通过别的他
感兴趣的活动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儿童的注意力就能很容易地
从不该做的事中转移出来。

■儿童需要至少一人的长期关爱
为了让儿童感觉安全，至少需要一位能够给他/她爱和关注的人与其建立特殊联系。这种家庭的
归属感可以帮助他们与他人更好地相处，同时也会增强其学习的信心。
婴儿出生后，就会自然地想和他人进行交流。他们会和喂养他/她、与他/她交流、给他/她爱和
亲情的看护人特别亲密。
在母乳喂养期间，婴儿会和妈妈非常亲密。他们通过回应对方轻微的动作、声音，甚至味道来
进行交流。这种特殊的回应有点像跳舞。婴儿会越来越“依恋”这个一直抱他/她、爱他/她和给他/
她安全感的人。这种联系或情感会持续一生。
有时候妈妈和儿童在培养这种特殊联系时会遇到困难。当儿童开始学习交流时，您可以帮助妈
妈和其他看护人理解儿童的需求，并帮助看护人做出适当的回应。您可以帮助看护人学习如何鼓励
儿童进行交流和玩耍活动。
成人可以通过对儿童的语言、行为做出回应，或者对其声音、手势、轻触和语言表现出兴趣来
鼓励儿童。还可以通过观察和谈论儿童努力尝试去做的新事情（即使儿童还不会说话）来帮助儿童
成长为健康快乐的人。

■儿童通过玩耍、尝试、观察和模仿他人来学习
儿童总是充满好奇。他们想知道如何能够改变和影响自己周围的人或事物。这种好奇心甚至从
生后最初几个月就开始了。
玩耍好似儿童的“工作”。玩耍给了儿童许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因此，儿童是天生的科
学家。
儿童可以从玩耍坛坛罐罐、杯子、勺子以及其他干净的家庭物品来学习，通过反复敲打、扔、

关爱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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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物品放进和取出来学习，从堆叠物品、看物品掉
落、敲打物品、辨别不同物品发出的声音中学习。
通过自己动手，儿童学会了很多。例如，学习
使用餐具而不把饭洒出来，这有助于培养儿童的动
手能力。
同时，儿童也会通过模仿他人来学习。例如，
妈妈想要孩子吃一种食物，她可以先让孩子看她在
吃这种食物。如果想要孩子学会礼貌和尊重他人，
爸爸就要礼貌和尊重地对待他的孩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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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关爱儿童发展
判断下列各项陈述是否正确。
可以通过陈述卡片引导各小组进行讨论。

题目

判断

1. 当母亲对自己照顾孩子的能力感到自信时她将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对

错

2. 与其他年龄相比，儿童第一次入学时其大脑发育最快。

对

错

3. 婴儿通过尝试新事物和模仿他人所学到的东西要比通过被告知做什么学得多。

对

错

4. 爸爸应该与孩子交谈，甚至在孩子会说话以前。

对

错

5. 在儿童说话前，他们与人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哭。

对

错

6. 婴儿出生时就可以听到声音。

对

错

7. 婴儿出生时看不到物品。

对

错

8. 当儿童把物品放进嘴里时应该加以训斥。

对

错

9. 儿童扔掉东西只是为了激怒父母。

对

错

10. 在儿童长到足以和其他儿童玩时才开始玩耍。

对

错

11. 儿童可以在玩锅、碗、杯子、勺子的过程中学习。

对

错

12. 应该和儿童交谈，但不要在进食的时候，因为这样会分散儿童进食的注意力。

对

错

关爱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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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关爱儿童发展咨询卡提供了一些交流和玩耍的活动建议，来刺激和促进儿童的运动、社会、情
绪和智力发育。
下面是儿童发展新技能的一些例子：

● 运动 ——学习伸手去够和抓物品，学习站立和走路。
● 社交 ——学习必需的交流，用语言与他人交谈。
● 认知 ——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比较物品的大小和形状，辨别人和物品。
● 情绪 ——学习烦躁时自我镇定，有耐心地学习新技能，要快乐和使他人快乐。

与主持人讨论：看护人帮助儿童学习堆叠不同尺寸的杯子。在这个过程中
儿童正在学习什么技能？
■ 运动技能
■ 社交技能
■ 认知技能
■ 情绪技能
有些促进儿童发展的方法重点关注儿童做什么或者在特定年龄段应该能做什么。
关爱儿童发展的建议更多强调的是儿童得到的关爱和照料。这些建议是通过交流和玩耍活动来
帮助家庭促进儿童技能的发展。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都需要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因此，交流和玩耍的
活动建议随年龄做了相应的改变，随着儿童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加复杂。（请看下文6个年龄组咨询卡
上的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这些交流和玩耍活动也有助于家庭学会如何关爱和照料儿童。通过出生后与儿童进行交流和玩
耍活动，看护人对儿童的需求会更加敏感，对儿童的尝试和需求也会做出恰当的回应。
基本的养育技能——敏感和回应 ： 帮助妈妈、爸爸和其他看护人为儿童提供更好的照料。敏感
和回应性的照料有助于儿童的生存、健康成长和发展。
敏感的看护人能够理解和判断儿童的需求，例如饥饿、疼痛和不适，对某事感兴趣或喜爱。回
应型的看护人能够对儿童的需求及时、恰当地做出反应。
例如，一个敏感的、回应型的看护人能够发现儿童身体不适的征兆，判断出儿童是饿了，然
后予以喂养。这种能力可以帮助看护人意识到儿童潜在的危险，并迅速地去保护他们；可以使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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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受到儿童的忧伤，并给予适当的安慰；也可以帮助看护人及时地意识到儿童生病，及时去医院
治疗。
作为一名咨询和辅导者，您需要理解所有关于0~5岁儿童发展的建议，但不需要记忆，在辅导看
护人时可以查阅咨询卡。
您不必向看护人解释建议中的所有内容。课程期间，您将学习选择适合儿童年龄及与养育问题
相关的建议进行介绍。但是，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儿童交流和玩耍活动的所有建议内容。
■ 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的活动
交流和玩耍的活动建议分为6个年龄组。如果儿童处于年龄
组的末尾，您可能要介绍下一年龄组的活动。例如，近12月龄
的儿童就可以学习12月龄至小于2岁儿童的交流和玩耍活动。
■ 选择适合儿童能力的活动
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其所处这个年龄段所推荐的活动，
则可以介绍下一个年龄段的活动。
■ 选择适合解决亲子互动中问题的活动
例如，看护人可能对儿童的回应性较差，向他/她推荐的活动则是帮助他/她密切关注儿童的行
为，然后给予回应。这种情况下，向看护人推荐模仿儿童活动的游戏，将有助于看护人学习给予儿
童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下面将对交流和玩耍的活动内容做具体介绍。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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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至小于1周的新生儿
玩耍：健康的新生儿出生时就有视觉、听觉和嗅觉。一出生
就开始识别自己的妈妈。人们逗他们笑时，他们很快就会笑了。
他们对人脸特别感兴趣。
新生儿主要是通过看、听、运动和感觉来学习。不要长时间

出生至小于1周
婴儿自出生后就开始学习

遮挡婴儿的脸，因为他们需要通过看来发展视觉。
有些地方给婴儿裹蜡烛包很常见。但不要长时间地紧紧裹住
孩子，因为他们需要足够的空间来活动和触摸人或物。
相反，应该鼓励父母紧抱婴儿，可以轻轻抚摸孩子的皮肤。
轻轻安抚烦躁的婴儿也有助于婴儿学会自我抚慰。
交流：鼓励看护人从婴儿出生后，甚至出生前就与孩子交
谈。当一位妈妈看着孩子的眼睛，用微笑回应孩子的笑容时，孩

玩耍    让孩子自由地去看、
听 、 挥 动 四 肢 和 与 你 接    
触。轻轻地安慰、抚摸和怀
抱孩子。如果能让孩子紧贴
着你的皮肤会更好。

子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流。同样，也应该鼓励爸爸和新生儿交流。
婴儿通过交流来表达他们的需求。他们学着去信任那些关注
他们动作、声音和哭声的人。按需哺乳会加强这种互动和信任。
婴儿通过情绪变得烦躁、吸吮手指或将头转向乳房表示自己
想吃母乳。通过这些暗示，妈妈可以学会在婴儿开始哭之前就知
道他/她饿了。

交流    注视着孩子的眼睛和
他/她说话，尤其是在母乳
喂养的时候。即使是新生儿
也可以看到你的脸，听到你
的声音。

这位爸爸通过注视新生儿的眼睛来与孩子交流。
他十分享受这种从一开始就参与孩子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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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至小于6月龄的婴儿
玩耍：该年龄段的婴儿喜欢伸手去够、抓手指和物品。他们
会注视自己的手和脚，仿佛刚刚才发现它们。因为婴儿的嘴比较
敏感，所以他们常常把东西放进嘴里，通过嘴的味觉和感觉，学
习什么是热的和冷的、软的和硬的。因此，要确保婴儿放进嘴里
的东西是干净的，而且足够大，不至于引起窒息。
帮助婴儿学习追随物品的移动。例如，建议看护人给孩子看

玩耍     让孩子自由地去看、
听、感觉、移动和触摸你。
慢慢地移动彩色的东西让他/
她看和伸手去够。可用拨浪
鼓、绳子串起的大环等作玩
具。

一个彩色的杯子，但是不要让他/她够到。在确保婴儿能够看到
杯子的前提下，让看护人在婴儿面前慢慢地移动杯子，从一边到
另一边，或从上到下。然后，把杯子移近，鼓励婴儿伸手去够杯
子、抓杯柄。
干净、安全、色彩鲜艳的物品，如木勺和塑料碗，可以给婴
儿练习够玩具和触摸。像拨浪鼓这种简易的家庭自制玩具，也能
通过发声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交流  对着孩子笑，和他/她
说话。通过模仿他/她的声
音和手势与其进行交流。

此年龄段的儿童也喜欢看不同的人和脸，要鼓励家庭成员多抱抱孩子。
交流：婴儿喜欢发出新的声音，如尖叫声、笑声。他们会发出更多的声音来回应别人的声音，
还会模仿听到的声音。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就开始学习如何与人交流了。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和婴儿说、笑、咕咕地叫或模仿婴儿的声音。模仿婴儿的声音和动作有
助于看护人更加密切地关注婴儿。通过模仿，看护人学习去理解婴儿要表达的内容，并对婴儿的兴
趣和需求做出回应。
这是重要的养育技能——对婴儿发出的信号敏感并做出适当的回应。这些养育技能将帮助家庭
成员注意到婴儿饥饿、生病、不高兴或有受伤的危险，进而能够更好地回应婴儿的需求。
对于婴儿而言，这种交流的实践有助于为婴儿以后学说话做准备。家人也会喜欢婴儿的反应，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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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继续尝试与婴儿交流。

通过模仿孩子的声音和
动作来开始和孩子的交流、
游戏。
这种模仿有助于妈妈学
习更加密切地关注孩子，对
孩子的声音和动作更敏感，进
而对孩子的需求做出回应。
即使孩子还不会说话，
他/她也会非常高兴通过声
音和动作来进行交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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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龄至小于9月龄的婴儿
玩耍：婴儿喜欢敲打杯子或其他物品来制造声音。他们会
把东西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或递给其他家人，还会把东西扔
掉，看东西落到哪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或是否有人会把东西
捡起来。
这可能会给忙碌的父母带来困扰。如果您可以帮助父母理解
婴儿是在玩耍中学习，他们就会更加有耐心。“孩子是个小科学

玩耍    给孩子干净、安全的
家庭物品，让他/她学着去
抓、击打和放下。可用有盖
子的容器、金属的罐子和勺
子等作玩具。

交 流    对 孩 子 的 声 音 和 兴
趣给予回应。叫他/她的名
字，观察他/她的反应。

家。他在试验东西是如何落地、发出声音的，以及他/她是如何
用胳膊把东西从桌子的一边推到另一边的。”

交流：在婴儿说话之前，他们就从家人跟他们说话的过程中
学习并能够理解很多东西。当大人表现得非常生气时，他们会察

觉到并有可能因此而不安。
婴儿会模仿哥哥姐姐和成人的声音和动作。他们也喜欢别人回应他们发出的声音，并对他们注
意到的新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婴儿在说话前就可以辨别出自己的名字。听人叫他/她的名字可以让他/她认识到自己是家庭中的
特殊一员。当他/她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会看看是谁在叫他/她，然后把手伸向这个亲切地叫他/她名
字的人。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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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龄至小于12月龄的婴儿
玩耍：这一时期的婴儿通过玩耍来探索和了解自己、周围

9月龄至小于12月龄

的人和世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脚趾时，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并把它当作玩具来触摸。当一个盒子被布盖住了，他们会想：
它去哪里了呢？还在那儿吗？能找到它吗？
婴儿还喜欢玩“躲猫猫”。当爸爸藏在树后面再次出现
时他们会大笑。婴儿还喜欢藏在布下面，当爸爸“找到”他们
时，他们会咯咯地笑。
交流：即使婴儿还不会说话，他们也会表现出明白家人说
什么。当他们听到某些东西的名字，并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的

玩耍    把孩子喜欢的玩具藏
在布下面或盒子里，看看
他/她能否找到。也可以玩
“躲猫猫”。

时候，会非常高兴。他们开始把名词“鸟”和树上的鸟、名词
“鼻子”和自己的鼻子联系起来。

交流    教孩子说物品名称和
人名。向他/她做着手势并
说话，如“再见”。可用具
有五官的娃娃做玩具。

“哪是你的鼻子？”诺拉还不会说话，但是她能指出自己的鼻子在哪。与此同时，
她也在学习人和物品的名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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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家庭成员都喜欢和儿童分享新事物。他们可以玩简单的手部游戏，如“再见”、跟着音乐
的节奏拍手等。
在看不到熟悉的看护人时儿童会害怕，因为这个成年人可以让他/她有安全感，在他/她哭或饥饿
时给予回应。看护人的出现和声音可以让儿童平静下来。因此，要鼓励看护人在离开时告知孩子，
并且尽快返回以使孩子安心。也可以留给孩子一个安全、舒适的东西，以此来安抚孩子，告诉他/她
您很快就会回来。

“再见”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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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龄至小于2岁的儿童
玩耍：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如果健康且营养良好，他们会非常

12月龄至小于2岁

活跃，不断走动，想要探索新事物。
他们喜欢玩家里或大自然中简单的东西，而不需要从商店买
来的玩具。他们喜欢把东西放进罐子和盒子里，然后再拿出来；
也喜欢堆叠东西直到东西倒下。家人可以利用安全的家庭物品和
儿童玩耍。
当儿童尝试走路、玩新游戏和学习新技能时，需要鼓励
他们。
家人可以一边观看儿童玩耍一边与他/她交流，例如说“宝宝

玩耍    给孩子玩物品堆叠，
将物品放进容器再拿出来。
用可嵌套和堆叠的物品、容
器和衣服夹子等作玩具。

在往盒子里装东西呀”，以此来鼓励儿童。成人应该和儿童一起
玩，并帮助他们：“让我们一起玩吧。来，把这些石头放进你的
盒子里。”
儿童学会一项新游戏或技能后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发
现会让他们感到高兴，增强信心。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让周围的大
人高兴，他们自己也会特别高兴。因此，要鼓励家人对儿童正在
学习做的事情给予关注和表扬。

交流    问孩子简单的问题，
回应他/她说的话。带孩子
边看大自然、图片和物品，
边与他/她交谈。

保罗从祖母那里学会
了一个新游戏。他把衣服
夹子放进瓶子里，然后再
倒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玩
着这个游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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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学着去理解词语并开始说话。无论是给儿童喂饭、洗澡，还是在孩子
附近忙碌时，父母都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和儿童交流。
这个时期，儿童开始明白别人在说什么，并且可以做出简单的回应。他们常常可以说一些词
语，例如“水”或“球”。家人应该试着去理解儿童的话语，看看是否明白儿童在说什么：“想喝
水吗？”“想玩球吗？”
家人可以和儿童玩一些简单的文字游戏，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你的脚趾在哪里呢？”或者
“小鸟在哪里？”也可以一起看图片，讨论一下看到了什么。
大人应尽量用和蔼可亲的话语来抚慰受伤的孩子，并对其做出的努力予以表扬。

孩子喜欢玩家庭自制的玩具，通过抓、摇晃、
敲打和堆叠这些玩具来学习。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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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岁及2岁以上的儿童
玩耍：2岁及2岁以上的儿童会学着去命名物品和计数。

2岁及2岁以上

看护人可以通过问孩子“多少”并和他/她一起数数，来帮助
儿童学习计数。最初儿童会出错，但会从游戏的多次重复中逐步
学习。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还是喜欢玩简单的家庭自制玩具，不需
要从商店购买。他们会学着用粉笔在石头上或用小棍子在沙子上
画画。可以把杂志图片或简单的图画裁剪成大块，和孩子一起玩
拼图。

玩耍     帮助孩子学习计数、
叫名字和对比事物。为他/她
制作简单的玩具，例如有不
同颜色和形状可以选择的东
西、小棍子、黑板、拼图。

孩子可以学着用瓶盖等简单
的东西来匹配颜色、形状和大
小，也可以把彩纸剪成不同的形
状，让孩子进行比较，从中找出
圆形和其他形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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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鼓励孩子说话并回答
他/她的问题。教他/她讲故
事、唱歌和做游戏，和他/
她一起讨论图片和书的内
容。可用的玩具为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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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2岁时，儿童已能够听懂大人说话。可以向儿童提简单的问题，并倾听他/她的回答，这有
助于鼓励儿童说话，例如：“这是什么？”“你哥哥在哪里呢？”“哪个球更大些？”“你喜欢红
色的杯子吗？”等。
让儿童看一些图画书，给他们讲一些故事，这将为儿童的阅读做准备。讲故事、唱歌和做游戏
都可以提高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
回答儿童的问题可以鼓励他/她去探索世界。家人应该耐心地试着去回答孩子的众多问题。
儿童在学说话时会经常出错，但纠正他们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儿童会倾听别人正确的语言并
进行模仿，从而使自己说话更准确。
儿童在这个年龄段已经能够判断对与错。传统的故事、歌谣和游戏有助于教育他们如何行为得
体。在学习什么是对与错时，儿童会模仿他们的哥哥姐姐和其他家人。
在教儿童如何守规矩时，应该对其谆谆教导而并非加以责备，这样儿童会学得更好。大人们在
纠正儿童错误的时候态度应和蔼，避免让其感到羞愧。

通过活动，鼓励看护人去帮助孩子学习。
下面是为看护人提供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孩子：

●关爱孩子并表达出您对他的爱
●了解孩子的兴趣并做出回应
●对孩子努力学习新技能给予表扬

在爸爸的指导下，约翰把
一个自制的拼图拼到了一起。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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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使用咨询卡
本练习将帮助您学习使用咨询卡来找出一项适合孩子的交流和玩耍活
动。请使用咨询卡片上的建议内容为看护人分别提出一个玩耍活动和一
个交流活动。

情景
1. 出生1天的新生儿。

2. 4周的婴儿。

3. 5个月的孩子。

4. 6个月的孩子。

5. 13个月的孩子。

6. 28个月的孩子。

7. 10个月的孩子，还不会说话。

8. 3岁的孩子，眼睛看不到东西。

9. 8个月的孩子，扔掉所有的玩具。

10. 4岁的孩子，会计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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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制作玩具
示范
展示一些儿童玩的自制玩具和其他家庭物品。对每一件物品都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1. 它是如何吸引儿童的（颜色、大小和声音）？
2. 儿童是否能够轻易地抓住它？
3. 它的大小、尖利程度、可食与否及安全性如何？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是否安全？请参考咨
询卡上对各年龄组的建议。
4. 什么年龄的儿童最喜欢它？
注意各年龄段的儿童可能会喜欢相同的玩具。小孩子可能喜欢把石头扔进塑料瓶里，大孩子
可能会喜欢一边把石头扔进塑料瓶里一边计数。
5. 儿童通过玩可以学到什么？从运动、社会、情绪和智能这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6. 玩这个玩具会对看护人和儿童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自选练习
使用桌子上的材料制作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玩具。下面是一些制作简易玩具的材料，这些材
料都可以在家中找到。

把塑料条放入塑料瓶中
（抓、握和摇晃）

把线轴和其他东西用绳子串起来
（抓、握和摇晃）

关爱儿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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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杯子
（抓、握、击打、放下和堆叠）

装食物的罐子和大木勺
（击打和放下）

装有石头的塑料罐
（放进去、拿出来、计数）

有画或图片的纸板
（拼图）

图画书或杂志图片
（拿、谈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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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制的布娃娃或绘制的脸
（指出眼睛和鼻子、讲故事、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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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的家庭辅导
现在我们准备利用这些交流和玩耍的建议去辅导看护人。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去观察看护人，
以便了解他们是否对儿童的需求敏感，且能够做出回应。一览表将指导您对家庭进行辅导。

欢迎看护人和儿童
您会在家里、医院和其他家庭聚集的地方见到看护人，对看护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当您问问题
的时候，请看护人和儿童坐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您可以坐在他们旁边，注视着他们，和他们轻
声交谈。在整个交流过程中一定要表达清楚、态度热情。
通过提问可以收集关于儿童和看护人的信息。仔细聆听看护人的回答，这会有助于您辅导看护
人如何促进孩子的发展。
在辅导时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的需求。明确儿童的需求后，观察看护人和儿童之间是如何互动
的，并询问看护人关于儿童照料方面的问题。
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览表可以指导您利用以上所学知识来辅导家庭。它不仅有助于您了
解看护人是如何回应孩子的，还可以帮助您针对儿童的年龄和特殊发展需求提出合适的建议。
首先，请看下页一览表的顶端部分。从例子中您能了解儿童的什么信息？
与主持人讨论：
咨询者什么时候见到孩子和看护人？
咨询者叫什么名字？
孩子叫什么名字？
孩子多大了？
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看护人叫什么名字？
看护人和孩子是什么关系？
他们住在哪里？

关爱儿童发展的家庭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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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栏表
04 ∕               
08 ∕ 20          
08 ( 日 / 月 / 年）      咨询者：                           
JT
日期：               
2
Marta Cortez 年龄：               岁               
儿童姓名：                                
个月

男/女

Maria Cortez
看护人姓名：                                           
关系：母亲 / 父亲 / 其他：                          
Avenida Agua Fria #5
家庭住址：                                                                                                                        

该一览表是为您准备的，有助于您了解和记住这个儿童及其需求。该表仅纳入了看护人的基本
信息和家庭住址信息，目的是方便您找到儿童。（如果完整的一览表用于保存记录，可以进行适当
改动，以满足额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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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识别儿童和看护人
儿童1：康福健
在一览表顶端填上您今天所见到的儿童的信息，同时写上您（咨询者）的名字和日期。
这个儿童叫康福健，2岁，男孩，由他的姑妈马爱莲照看。他们是您的邻居，住在东海区长江路。

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栏表
日期：               ∕               ∕ 20          ( 日 / 月 / 年）      咨询者：                           
儿童姓名：                                年龄：               岁               个月

男/女

看护人姓名：                                           关系：母亲 / 父亲 / 其他：                          
家庭住址：                                                                                                                        

儿童2：
请您根据自己身边某个儿童的情况，把下面一览表中的信息填写完整。

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栏表
日期：               ∕               ∕ 20          ( 日 / 月 / 年）      咨询者：                           
儿童姓名：                                年龄：               岁               个月

男/女

看护人姓名：                                           关系：母亲 / 父亲 / 其他：                          
家庭住址：                                                                                                                        

关爱儿童发展的家庭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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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听：了解家庭养育实践
一览表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发现看护人和儿童是如何互动的，看护人是
如何通过交流和玩耍活动促进儿童发展的。
该表格共包括三部分问题。

●上：针对所有儿童。
●中：针对6月龄以下的儿童。
●下：针对6月龄及6月龄以上的儿童。
（注意：如果儿童看上去比较虚弱或生病了，请立即将儿童送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此时不要再
对看护人进行关爱儿童发展的辅导。）
请一边仔细聆听看护人的回答，一边查看前文相应年龄段的关爱儿童发展的建议。如果回答不
清楚，问另一个问题。
在空白处对看护人的回答进行简要的记录，例如：

● 当孩子活动时，看护人是如何表现的？
看着孩子，把孩子放在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

●看护人是如何安抚孩子的？
把孩子的头放在肩膀上，轻轻拍背。

所有儿童
首先，从第一眼看到看护人和儿童时就对他们进行观察。

●观察：当孩子活动时，看护人是如何表现的？
许多看护人不知道自己正通过情绪和动作在对孩子做出回应，但是当孩子活动的时候，他们的
手能够感觉到孩子在动。当孩子走开时，看护人会看着他们以确保其安全。
当儿童烦躁时，看护人会轻拍他/她的背部使其平静下来。您会经常见到看护人和儿童之间这种
很强的联系。这种联系通常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甚至是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天。
然而，有时候您看不到看护人与儿童之间的这种联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在建
立这种亲子联系的重要时期，妈妈可能生病了，或者儿童出生后就与妈妈分开了。而爸爸没有机会
与儿童玩耍或照料新生儿，也会增加这种联系建立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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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看护人是如何安慰孩子和表达爱意的？
婴儿会通过烦躁、哭泣和扭动来表达自己的不适。观察处于清醒状态下的儿童是否追随妈妈或
其他看护人的声音及动作，同时观察当儿童挨近看护人或向看护人寻求安慰时，看护人如何反应。
看护人可以通过轻声说话来安抚孩子。当儿童膝盖受伤时，他/
她认为他/她的妈妈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此时看护人可以把孩子拉到
身边，以此来安慰和保护他/她。
对于害怕陌生的人、地点和声音的儿童，应该紧紧抱住他们，
直到他们认为爸爸妈妈也感到安全。儿童会通过他人的反应学着使
自己平静下来。大声或威胁的声音会让他们更加烦躁，而平静的声
音则有助于他们安静下来。

●观察：看护人是如何纠正孩子行为的？
在探索世界和新鲜事物时，儿童难免会犯错误。例如，他们会
拿一些易碎或比较脏的东西，会去接近危险的地方（如火、街道），也会去拿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
西玩。他们也容易摔倒受伤或受惊。
儿童小时候很容易转移注意力。家长可以用一个安全的东西来替换不适宜孩子玩耍的东西。儿
童会被放在安全场所的其他有趣的东西吸引而分散注意力。之后他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该做和不该
做的原因。不必对儿童严厉斥责和惩罚，而是要帮助儿童识别什么东西可以玩以及在哪里玩比较
安全。

观察

儿童1：2岁6个月

		当孩子活动时，看护人是如何表现的？
所 抚触孩子，把孩子放在近处

在看护人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咨

看护人是如何安慰孩子和表达爱意的？

这些互动会怎样影响孩子的生

抱着孩子、摇晃、喂母乳

存？为什么？

看护人是如何纠正孩子行为的？

这些互动会怎样影响孩子的学

有
儿
童

用她的围巾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询者看到了什么？

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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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2：3岁1个月

当孩子活动时，看护人是如何表现的？

在看护人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咨

看着孩子

询者看到了什么？

看护人是如何安慰孩子和表达爱意的？

这些互动会怎样影响孩子的生

告诉孩子别哭了

存？为什么？

看护人是如何纠正孩子行为的？

这些互动会怎样影响孩子的学

抓住东西，斥责孩子

习？为什么？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小于6月龄或大于等于6月龄）
●询问和倾听：您是如何和孩子玩耍的？
理解这个问题对于看护人来说可能有些困难。一些人认为孩子太小，还不会玩；或者认为孩子
只和其他小朋友玩，不和大人玩。因此，在就玩耍进行提问时您必须注意措辞，用看护人能够理解
的词语。

●询问和倾听：您是如何和孩子交流的？
对于看护人来说，理解“如何和孩子交流”也有一定的困难。一些人认为孩子太小，还不会
说话，尤其是在儿童还不知道如何说话时。如果您看到看护人通过“咕咕”声或轻言细语来抚慰儿
童，那么这就表明看护人正在和儿童交流。

●询问和倾听：您是如何逗孩子笑的？
几乎从儿童出生时起，许多看护人就会通过做鬼脸和有趣的声音来逗儿童笑。结果他们会看到
儿童通过加大动作、有趣的表情和重复声音来做出回应。儿童的这些反应会促使看护人继续寻找方
法来逗孩子笑。
相反，一些看护人不知道如何去逗儿童笑。为了让儿童笑，他们可能会强作笑脸，甚至会捏儿
童的脸颊来让他们笑。不知道逗孩子笑的看护人，当儿童想要和他们交流时，他们可能难以轻松、
自然、愉快地做出回应。
为看护人介绍一项适合儿童年龄的活动对看护人而言十分有用。观察儿童是否喜欢、儿童和看
护人玩耍时是否高兴。

●询问和倾听：您认为孩子学得怎么样？
当儿童学习有困难时，大多数看护人都能意识到。通常，他们会发现与家里或社区中的其他儿
童相比，自己的孩子一些行为出现较晚。当有人问起并愿意提供帮助时，他们会非常高兴。如果有
为学习困难的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可以考虑带儿童去做进一步的评估，并接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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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1：2个月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耍的？

在看护人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咨询者了

太小了，还不会玩

解到了什么？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流的？

这些互动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生存？为什

不和孩子说话

么？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的？

这些互动会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为什

用手指按压孩子的嘴让他笑

么？

≥ 6月龄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耍的？

不和孩子玩，还太小

儿童2：2岁6个月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流的？

在看护人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咨询者了

给孩子讲一些事情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的？

看着孩子，发“咕咕”声，
轻轻地搔痒

解到了什么？
这些互动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生存？为什
么？

您认为孩子学得怎么样？

这些互动会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为什

嗯，他会去做很多事

么？

看、问、听：了解家庭养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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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和建议：提高养育水平
通过从看护人那里收集到的信息，您可以用具体的表扬来鼓励家人和儿童进行交流和玩耍，并
提高他们基本的养育技能。同时，也要识别出可能的问题。在为看护人提供建议时，可以利用咨
询卡上的建议，着重于提高看护人养育孩子的技能。

表扬看护人
大多数家庭会竭尽所能为儿童做到最好。表扬是对其努力的一种认可，通过表扬家人从儿童出
生时就与儿童交流和玩耍，可以鼓励家人继续这样做。同时，表扬也有助于树立自信心，而自信可
以帮助家人与儿童一起尝试新的活动。
一览表列出了一些可以给予表扬的行为。当看护人紧紧抱住孩子，与孩子说话或玩耍时，您可
以对看护人提出表扬。
表扬可以让看护人知道您看到了他\她的努力，也可以让他\她知道儿童对他\她的认可。
例如，当看护人注视着儿童与其轻声交谈时，您可以帮助看护人意识到儿童对此做出的积极反
应。比如告知看护人：“观察孩子听到您叫他名字时的反应。如果他转向了您，说明他认出了您的
声音且非常喜欢。”
讨论：
一位妈妈轻轻地为小宝宝按摩，伸展宝宝的四肢，又帮他收回。
您会如何表扬这位妈妈？

给看护人的建议
当您对家庭进行辅导时，您就有机会提高看护人的养育技能。
他们可能不知道儿童为什么不像想象的那样去回应他们。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即使儿童不会说
话，也应该和儿童交流。有时候，家人认为玩耍只是孩子们的事，他们长大后会和哥哥姐姐们玩。他
们不知道成人陪孩子玩可以帮助孩子学习，也不知道哪种活动适合孩子。
一览表指出了一些常见的问题，当您对家庭进行帮助时可以就这些问题给予建议。您可以指导看
护人与您一起练习和孩子交流、玩耍的活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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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看护人对儿童做出回应
您可能会发现看护人和儿童在一起时很少随着儿童活动，看护人也不知道如何去抚慰儿童。您
看不到儿童和看护人之间相互回应的密切联系。
这种联系是敏感和回应性照料的基础。如果缺
失了这种联系，就请您帮助看护人学着去密切关注
儿童的行为，并立即做出回应。请看护人：
1.注视儿童的脸，直到与儿童目光对视。
2.注意观察儿童的每一个动作和声音。
3.模仿儿童的动作和声音。
很快大多数儿童也会开始去模仿看护人。
一次是不够的，要鼓励看护人每天都和儿童玩这种交流游戏，帮助
咨询者不要和儿童
直接进行活动，这一点

看护人看到儿童多么喜欢这个游戏。观察看护人在得到儿童关注后的满
足感。

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妨

●帮助看护人对儿童说话不要太严厉

碍看护人和儿童之间联

有时候儿童尝试新技能时不可避免地会惹恼成人，因为他们认为孩

系的建立。
相反，咨询者应该
通过指导看护人通过活
动与儿童建立联系。

子在这个年龄应该能够做得更好，或者认为孩子在故意违反规矩。
例如，当一个孩子把东西反复扔掉时，爸爸会觉得孩子没有礼貌，
然后会斥责他或者打他。
这时，您可以帮助爸爸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来看待孩子扔东西。
比如扔东西时，儿童可能在思考：“看呀，我能这么做了。我能让它掉

落，它还会发出声音。我扔得越用力，它就跑得越远。我太棒了。当我扔到爸爸附近时，我是在叫
爸爸和我一起玩，我们会玩得很高兴。他非常爱我。”

●为看护人介绍新的交流和玩耍活动
通常，在介绍咨询卡上的交流或玩耍活动时，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开始之前要帮助看护人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可用的方法有：让看护人注视儿童的眼睛，对儿童
笑并发出声音，直到儿童开始回应她；也可以把一个个瓶瓶罐罐或其他东西放在儿童面前，直到儿
童伸手去拿。

表扬和建议：提高养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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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应孩子
帮助看护人追随儿童的兴趣。可以让她模仿儿童的声音，或者对儿童的四肢动作做出反应。为
了得到看护人的再次回应，儿童经常会重复这种活动。这有助于让儿童进一步尝试发出声音、做动
作和使看护人高兴。这对于帮助儿童学习至关重要。
3.介绍咨询卡上建议的交流或玩耍活动
当看护人和儿童彼此回应时，介绍一种新活动就比较容易。
例如，给一位照料14月龄孙子的奶奶一些石头（足够大而不会被吞食）和一个塑料瓶，让奶奶
试着去教孙子把石头放进瓶子里。需要的话可以帮助她开始这个游戏。指出其中任何成功之处，并
帮助奶奶找到向孙子表示自己非常高兴的方法。
同时，要帮奶奶看到孙子和她一起玩时多么高兴。通常，儿
童一旦学会这种活动，就会重复很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咨询者，您不可以和儿童直接进行活动，
而是应该去帮助或教给看护人和儿童一起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4.提出关于儿童交流和玩耍的建议
建议看护人回家后继续做这种活动以帮助儿童学习：“给孩
子一些东西，让他/她放进容器里再拿出来，并把东西堆在一起。
这不仅有助于孩子学习新技能，还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并为上学
做准备。”
如果儿童的年龄已接近该年龄组的末尾——或者这个年龄组
的活动他/她都会做了——那么，您就可以为其介绍下一个年龄组
的活动建议。
5.确认理解情况
在看护人和儿童离开之前，您要确保已经看过他们做推荐的交流或玩耍活动。这样您就知
道看护人会做这些活动了。鼓励看护人回到家后继续做这些活动。
还要问看护人在家里如何开展这个活动。例如：“您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让孩子堆
叠？”“您想让孩子学哪些东西的名称？”“什么时间适合和孩子阅读或讨论图片等？”
最后，向看护人说明促进儿童发展的重要性。下面的某个原因可能对于孩子的家庭很重要：

●玩耍、交流和良好的喂养有助于您的孩子健康成长和学习。这些活动对于1岁以内的孩子尤为
重要。

●交流和玩耍活动有助于大脑发育，可以让您的孩子聪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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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孩子发展有利于孩子为上学做好准备，以及将来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
●与孩子交流和玩耍有利于您和孩子建立良好的联系，并持续一生。

让看护人明白帮助孩子学习非常重要。通过帮助看护人练习与孩
子交流和玩耍，让她树立在家照料孩子的信心。

表扬和建议：提高养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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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练习：
给看护人提出建议
找一块空地，放4把椅子，4人一组进行角色扮演。各小组自己决定由谁扮演看护人（妈妈或爸
爸）、孩子、咨询者和观察者。扮演的具体角色是：
看护人（妈妈或爸爸）：
您有一个3岁的孩子。您希望您的孩子聪明且能做很多事。您想了解如何帮助孩子。
孩子：
您将扮演的这个3岁的孩子有点害羞，但是智力正常（我们想要咨询者有个好的练习），很喜欢
爸爸妈妈关注自己。
咨询者：
对看护人和孩子表示欢迎。选择一个适合孩子年龄的玩耍或交流活动。
1.帮助看护人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2.帮助看护人对孩子做出回应。
3.介绍一种咨询卡上推荐的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交流或玩耍活动。帮助看护人和孩子一起练习这
个活动。
4.然后，提出关于与孩子交流和玩耍的建议，指出对孩子和家庭的好处。
5.确认看护人的理解情况。例如，在家里和孩子玩什么？怎么去玩？
观察者：
观察咨询者和看护人之间的讨论。角色扮演结束之后给予反馈：
1.咨询者受到的欢迎程度如何？
2.咨询者建议的活动是否适合孩子的年龄？
3.咨询者向看护人介绍的活动怎么样？
4.咨询者是直接和孩子做活动还是帮助看护人和孩子做活动？
5.咨询者对看护人的表扬怎么样？表扬具体吗？表扬中提到有关对孩子好处的信息吗？
6.咨询者是如何帮助看护人明白孩子的回应方式的？
结束之后，更换角色。让孩子处于不同的年龄组。
继续更换角色，直到每位学员扮演过所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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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问题
向看护人介绍完适合儿童的交流和玩耍活动后，要问看护人：“您在家和孩子做这些活动时会
遇到什么困难吗？”然后，您再帮看护人找出适合的解决办法。
请参考咨询卡后关于关爱儿童发展相关问题的指导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列出了家庭在照料孩子
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如果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建议妈妈：
●在喂孩子的时候抱紧孩子，眼睛注视着他，对着他说话或唱歌。
尽管母乳是最适合孩子的，但很多没吃母乳的孩子也生长发育得很
好。如果妈妈不能母乳喂养，要让她明白在孩子表现出饥饿时给予回应
是十分重要的。喂奶时要抱着孩子。为了让孩子有安全感，用杯子喂奶
时也要充满爱意，让孩子紧贴着您的身体并注视着他的眼睛，这一点很
重要。

如果看护人不知道和儿童玩什么或如何交流：
●提醒看护人，孩子从出生就可以交流和玩耍。
●演示孩子对看护人各种活动的反应。
为了鼓励儿童学习，看护人需要了解交流和玩耍活动，并认识到这些活动对儿童学习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儿童注视着看护人或对他笑，告诉看护人儿童就是这样交流的。如果儿童发出声音或
做手势，要鼓励看护人去模仿。通常，儿童会高兴地去重复这些动作。帮助看护人揣测儿童想要表
达的内容，例如“我爸爸听到我的声音了！”“我能让爸爸笑！”“爸爸做的鬼脸好有趣！”
最后，从咨询卡上选出一项适合儿童年龄的活动。帮助看护人和儿童一起尝试这个活动，并观
察儿童的反应。

如果看护人感觉压力太大或太累而不和儿童交流或玩耍：
●倾听他/她的感受。
●帮助他/她找到可以分享其感受并帮助他/她照顾孩子的关键人物。
●通过简单的交流或玩耍活动来证明他/她的能力，帮助他/她建立自信心，表扬并鼓励他\她和孩
子进行活动。

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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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必要且条件允许，让他\她去当地相关服务机构寻求帮助。

如果看护人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与儿童交流和玩耍：
●鼓励他们把交流和玩耍活动与照料儿童的其他活动结合起来（例如喂奶、洗澡和穿衣）。
●让家里其他人帮助照料儿童或帮忙做家务。
看护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时间给儿童积极的喂养、与儿童玩耍或交流，那么就让看护人想想怎
样才能空出时间。如果她需要别人帮她找时间，可以跟她讨论一下下面的想法：

●在做家务或照料孩子时，与孩子进行交
流和玩耍活动。
当给孩子洗澡、喂奶、穿衣或打扫房间时，
可以对孩子说话、唱歌，与孩子玩耍。

●让家里其他人帮忙分担一些，以便她有
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让爸爸、哥哥和姐姐等其他人抽出时间
与孩子玩耍和交谈。

如果看护人没有玩具给儿童玩，建
议她：
●使用家中干净、安全的物品。
●制作简单的玩具。
●陪孩子玩。孩子会通过与看护人的玩耍来学习。
小年龄的儿童不需要买玩具。通常，他们会在家里或外面自己找到玩的东西。请帮助看护人找
出家中安全的物品。
例如，对于7月龄孩子的看护人，可以问她：“您家里有什么安全的东西可以让孩子拿、击打和
扔掉？”对于1~2岁孩子的看护人，可以问她：“您家里有什么容器可以让孩子把小东西放进去？”
或者问看护人孩子现在都玩什么，从而确保她知道给孩子玩哪些东西是安全的。
家人也可以为儿童制作简单、便宜的玩具，一块画有轮子的木板就可以做成一辆小车。可以让
儿童从彩色纸板上选出与颜色相匹配的圆片纸。也可以把一张图片贴在纸板上，然后把纸板剪成三
块，形成一个简单的拼图。孩子们也可以玩天然的东西，如干净又不锋利的莲蓬或贝壳。
儿童也需要大人陪着玩。他们在和爸爸、哥哥、姐姐、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找出一些和儿童交流的方式，与孩子一起玩计数、说物品的名字和其他适合儿童年龄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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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儿童没有反应，或者看上去反应“慢”：
●鼓励家庭成员多与儿童进行交流和玩耍活动。
●检查儿童的视觉和听觉。
●如果可能，推荐有视觉或听觉困难的儿童去特殊的服务机构。
●鼓励妈妈和其他家人通过抚触和运动与儿童进行交流和玩耍。
在2岁末之前，多数儿童都会学走路、说话和自己吃饭。但儿童的害羞程度、积极程度和学习快
慢程度有很大差别。例如，营养较差的儿童学习新技能时可能会比较慢。
询问看护人有时会很有帮助：“您认为孩子学得怎么样？”或者“对于孩子的生长和学习，您
有什么担忧吗？”如果一个孩子与其

知识栏：用于大于等于6月龄、可能有学习
困难的儿童
询问看护人下列问题：

他孩子相比反应慢的话，他/她的父母
可能会担忧。
您可以帮助看护人给予儿童特

听力

殊的关注，告诉她如何对儿童的交流

●当有人在孩子背后说话时，他会转过头来看吗？

给予更多的回应。如果儿童在笑或做

●您的孩子对强烈或较大的声音有反应吗？

鬼脸，那么她也要笑或不断重复这种

● 您的孩子会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嗒嗒”和

声音，看看儿童是否有反应。问问妈

“叭叭”）吗？
视力

●您的孩子会注视您的眼睛吗？

妈儿童平常玩什么，并帮助她找出安
全、干净的家庭物品给儿童玩。
对于发育迟缓的儿童，看护人需

●孩子的头和眼睛会跟随移动的物体而移动吗？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喂养孩子，

●您的孩子可以认出熟人吗（如妈妈、爸爸、哥哥

需要通过交流和玩耍给予孩子更多

或姐姐）？

●您的孩子会抓东西吗？
如果看护人不知道答案，让她去寻找答案。例如，
她可以在孩子背后发个声音，也可以看看孩子的头和眼
睛能否随着铅笔的移动而移动。在检查孩子听力和视力
时，孩子应该处于安静状态且没有生病。
如果其中任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儿童可能有听
力或视力问题。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儿童特殊服务机
构，请转介儿童做进一步评估。

的关注。在特殊的关注下，即使学得
慢，大多数儿童还是能学会的。
然而，学得慢的儿童可能是有听
力或视力问题。如果您认为可能是这
样的原因，且儿童已满6个月，那么
您可以就方框中的问题对看护人进行
提问。
如果儿童需要特殊的教育服务，
请转介儿童去做评估和接受服务。

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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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儿童是否被转介，都要鼓励家人经常与儿童交流和玩耍。儿童可以从多方面学习：触觉、
味觉、嗅觉和肢体运动。探讨一下家里和社区中有哪些人可以为儿童提供帮助。

如果爸爸妈妈不得不把儿童托付给别人照料一段时间：
●至少找出一个可以经常照料孩子的人，而且能够给予孩子爱和关注。
●使孩子慢慢习惯和新的看护人在一起。
●鼓励爸爸妈妈尽可能多花时间陪伴孩子。
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儿童可能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我们希望在良好的照料下，儿童能够从失
去父母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如果儿童失去或者很少见到父亲或母亲，他们常常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
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学着去爱别人，多数儿童会从悲痛中恢复。因此，应该帮助
儿童尽快找到一个可以在其失去父母后，给予他/她爱和更多关注的人。

如果看护人看起来对儿童非常严厉：
建议以更好的方式和儿童相处。

●鼓励家人经常寻找机会表扬孩子的良好行为。
●尊重孩子的感受，试着去了解孩子为什么会伤心或生气。
●给孩子自己选择做什么的机会，而不是简单说“不行”。
儿童在探索和尝试新事物的时候难免会犯错误，看上去似乎很没礼貌，或者是在故意惹恼忙碌
的大人。看护人可能认为惩罚是帮助儿童学习对错的最好方式。他们可能会很严厉地对待孩子。
当看护人与儿童交流和玩耍时，可以很好地展示出什么是与儿童相处的更佳方式。鼓励看护
人去观察和表扬孩子的努力，帮助他们理解孩子在看什么、思考什么、想做什么。如果孩子变得烦
躁，帮助看护人找出孩子烦躁的原因。如果孩子拿了别人的东西或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对，帮助看护
人找一个适合孩子玩的东西或其他活动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在您对看护人的辅导结束之后，请完成一览表，在您给出的建议和与看护人进行讨论的问题的
方框上画“√”。请参照下面一页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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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
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览表
日期：

04

儿童姓名：

∕

08

∕ 20

Carlos

08 ( 日 / 月 / 年）

年龄：

看护人姓名： Juana Sanchez

2

岁

咨询者：
个月

JT
男/女

关系：母亲 / 父亲 / 其他

家庭住址： 中心大街21号
1.发现有利于儿童发展的行为，为看护人提供咨询和辅导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
行为时，给予鼓励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问题时，
给予建议并解决问题

□转向孩子，和孩子
说话，或和孩子一
起发声。

□不和孩子一起活动，或对其
活动不加控制：让看护人模
仿孩子的活动。

看护人是如何安慰
孩子和表达爱意
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和孩子温柔地说
话，轻轻触摸或
亲 密 地 拥 抱 孩
让孩子不要哭（没
子。
有用）

□没有安慰孩子，或孩子没有
向看护人寻求安慰：帮助看
护人去注视孩子的眼睛，与
孩子温柔地交流和拥抱孩
子。

看护人是如何纠正
孩子行为的？

□责骂孩子：帮助看护人用玩
具或活动将孩子从不必要的
行为中转移出来。

观察
当孩子活动时，看
护人是如何表现
的？

注视着孩子

所
有
儿
童

□用适当的玩具或活
动使孩子从不必要的
拿走孩子的东西，训斥他 行为中转移出来。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
行为时，给予鼓励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问题时，
给予建议并解决问题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
耍的？

□移动孩子的手和腿，
或轻轻抚摸孩子。
□用带响声的玩具或
其他物品吸引孩子
注意力。

□不和孩子玩耍：与看护人讨
论与孩子年龄相适应的玩耍
活动，来促进孩子看、听、
感觉和运动的发育。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
流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和他温柔地说话。

□不和孩子交流：让看护人注
视孩子的眼睛并和孩子说
话。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
的？

□回应孩子发出的声
音和做出的动作，
逗孩子笑。

□试图强迫孩子笑或对孩子无
回应：让看护人做大动作或
发出“咕咕”声，模仿孩子
的声音和动作，并观察孩子
反应。

＜ 6月龄

询问和倾听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 □玩与年龄相适应的
耍的？她不和Carlos
游戏或玩具。

≥ 6月龄

玩，5岁的姐姐与他玩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 □注视孩子的眼睛，
流的？
与孩子温柔地说话
告诉孩子什么
和询问。
可以做/不可以做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
的？

□吸引孩子笑。

□不和孩子玩耍：让看护人与
孩子进行与年龄相适应的交
流和玩耍活动。
□不和孩子交流，或交流方式
严厉：让看护人和孩子一起
进行一项活动。帮助看护人
理解孩子的行为和想法，并
观察孩子的回应和笑容。

孩子自己会笑
您认为孩子学得怎
么样？

□说孩子学得好。

很多时候没有礼貌，
但是反应不慢

□说孩子学得慢：鼓励看护人
和孩子进行更多的活动，检
查孩子的听力和视力，转诊
有问题的孩子。

2.如有需要（选择日期），让其一周内复诊：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末
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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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对于Carlos和他的看护人Sanchez您知道些什么？
咨询者表扬了Sanchez什么？
咨询者给Sanchez提出了什么建议？
请参考咨询卡。咨询者可以推荐什么活动让Sanchez与Carlos一起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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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练习：
帮助解决问题
找一块空地，放上3把椅子，3人一组进行角色扮演。各小组要决定分别由谁扮演咨询者、看护
人（妈妈或爸爸）和观察者。扮演的具体角色是：

咨询者：
对看护人和孩子表示欢迎。询问看护人在家里与孩子交流和玩耍时是否遇到了问题。帮助看护
人解决存在的问题。

看护人（妈妈或爸爸）：
咨询者已经为您推荐了一些适合您和孩子做的活动。然而出于下列原因之一，您在实施所推荐
的活动时遇到了困难。从下面的问题中选择一个与咨询者进行讨论。
1.我没有时间。早上，我必须要走很长一段路（到河边1小时，回来1小时）去挑水。回到家
后，我还有很多家务需要做。
2.我们家里没有玩具，我们的日常生活要用到杯子、盘子和其他东西。
3.我的孩子不喜欢玩，他只会把东西扔到地上，非常烦人。
4.我的孩子反应很慢，他似乎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学习。

观察者：
观察咨询者和看护人之间的讨论。角色扮演结束之后给予反馈：
1. 咨询者受到的欢迎程度如何？
2.咨询者是如何对看护人的问题表示关心的？此外，咨询者还做了什么？
3.咨询者是如何帮助看护人找到解决办法的？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个好办法吗？
更换三次角色，以使每一位学员对每个角色都练习一遍。每次扮演时，看护人应该从问题列表
中选择不同的问题进行扮演。

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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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人和儿童的随访
要求与看护人再次见面可以帮助他们尝试新的活动。如果看护人知道不久还会见到您的话，这
会帮助他们立即开始进行新的活动。当再见到您的时候，他们会非常自豪地向您展示自己学到了什
么、孩子们对于活动多么喜欢。
如果您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就请看护人每周带儿童来一次进行随访。当看护人还在学习
如何与儿童很好地互动时，随访就至关重要了。
在一览表的底部，圈出下次拟随访的时间，予以提醒。（参照41页Carlos的一览表样本。）
随访期间，让看护人向您展示他们在家中和儿童一起做的活动。对他们的努力提出表扬，同时
向他们建议更多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兴趣。
最后，帮助看护人了解孩子是多么喜欢和他/她一起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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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自出生后就开始学习

出生至小于1周

交流   对着孩子笑，和他/她说
话。通过模仿他/她的声音和手
势与其进行交流。

交流    注 视着 孩子的 眼睛 和他
说话，尤其是在母乳喂养的时
候。即使是新生儿，也可以看
到你的脸，听到你的声音。

关爱孩子并表达您对他/她的爱

玩耍   让孩子自由地看、听、感
觉、移动和触摸你。慢慢地移
动彩色的物品让他/她看和伸手
够。可用拨浪鼓、绳子串起的
大环等作玩具。

玩具和材料

玩耍   让孩子自由地看、 听、
挥动四肢和与你接触。轻轻地
安慰、抚摸和怀抱孩子。能让
孩子经常紧贴着你的皮肤会更
好。

1周至小于6月龄

关爱儿童发展
咨询卡

交流   问孩子简单的问题，回应
他/她说的话。带孩子边看大自
然、图片和物品，边和他/她交
谈。

交流    教孩子说物品名 称 和人
名。向他/她做着手势并说话，
如“再见”。可用具有五官的
娃娃作玩具。

交流  鼓励孩子说话并回答他/她
的问题。教他/她讲故事、唱歌
和做游戏，和他/她一起讨论图
片和书的内容。可用的玩具为
图画书。

玩耍   帮助孩子学习计数、叫名
字和对比事物。为他/她制作简
单的玩具，如不同颜色和形状
的可选择的物品、小棍子、黑
板、拼图。

2岁及2岁以上

对孩子努力学习新技能给予表扬

玩耍   给孩子玩物品堆叠，放进
容器再拿出来。用可嵌套和堆
叠的物品、容器和衣服夹子等
作玩具。

12月龄至小于2岁

玩耍   把孩子喜欢的玩具藏在布
下面或盒子里，看看他/她能否
找到。也可以玩“躲猫猫”。

9月龄至小于12月龄

了解孩子的兴趣并给予回应

交流   对孩子的声音和兴趣给予
回应。叫他/她的名字观察他/她
的反应。

玩耍   给孩子干净、安全的家庭
物品，让他/她学着去抓、击打
和放下。可用有盖子的容器、
金属的罐子和勺子等作玩具。

6月龄至小于9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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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孩子逐渐习惯和新的看护人在一起。
鼓励爸爸妈妈尽量多陪孩子。

●
●

如果看护人看起来对儿童非常严厉：
建议以更好的方式对待孩子。

帮助看护人找到和他 / 她有共鸣、能帮他 / 她照顾孩子的关键人物。

让看护人展示他 / 她进行简单交流或玩耍的能力，使其

树立信心。

必要时可以推荐看护人前往当地相关的服务机构寻求帮助。

●

●

鼓励家人经常找机会表扬孩子好的行为。
尊重孩子的感受，试着理解孩子为什么伤心或生气。
给孩子选择做什么的机会，而不是简单说“不行”。

●
●

鼓励他 / 她把交流和玩耍活动与孩子的其他养育活动结合起来。

请其他家庭成员帮忙照顾孩子或料理家务。

●

●

用任何干净、安全的家庭用品替代。

制作简单的玩具。

陪孩子玩。孩子可以在与看护人或其他人的玩耍中学习。

●

●

●

如果看护人没有玩具给儿童玩，建议他们：

如果看护人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与儿童交流和玩耍：

●

●

至少找到一个能够长期照顾孩子的人，而且能给予孩子爱和关注。

●

倾听看护人的感受。

●

如果看护人感到压力太大或太累而不能和儿童交流或玩耍：

鼓励家庭成员通过抚触、运动及语言与孩子交流和玩耍。

●

演示孩子对看护人各种活动的反应。

●

如果爸爸妈妈不得不把儿童托付给别人照顾一段时间：

推荐有问题的孩子去特殊服务机构。

●

提醒看护人孩子从出生就可以交流和玩耍。

检查孩子的听觉和视觉。

●

如果看护人不知道和儿童玩什么或如何交流：

●

鼓励家庭成员多与孩子交流和玩耍。

●

如果儿童没反应或看起来反应比较“慢”：

在喂孩子的时候抱紧孩子，眼睛注视着他 / 她，对他 / 她说话或唱歌。

如果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建议妈妈：

关爱儿童发展相关问题的指导

检查孩子听力和视力

地方能为儿童提供特殊服务，将儿童转诊并进一步评估。

如果所有问题答案都是“否”，儿童可能有听力或视力困难。如果您所在的

力时，儿童应该处于安静状态且没有生病。

音。也可以看看孩子的头和眼睛是否随着铅笔的移动而移动。在检查听力和视

如果看护人不知道答案，让她去寻找答案。例如，她可以在孩子后面发出声

●您的孩子会抓东西吗？

●您的孩子可以认出熟悉的人吗（如妈妈、爸爸、哥哥或姐姐）？

●孩子的头和眼睛是否会跟随移动的物体？

●您的孩子会注视您的眼睛吗？

视力

●您的孩子是否会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嗒嗒”和“叭叭”）？

●您的孩子对强烈或较大的声音是否有反应？

●当有人在孩子背后说话时，他/她会转过头来看吗？

听力

询问看护人下列问题：

适用于≥6月龄、可能患有学习困难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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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发展
关爱儿童发展评估与咨询一览表
∕

日期：
儿童姓名：
看护人姓名：

∕ 20

( 日 / 月 / 年）

年龄：

岁

咨询者：
个月

男/女

关系：母亲 / 父亲 / 其他

家庭住址：
1.发现有利于儿童发展的行为，为看护人提供咨询和辅导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
行为时，给予鼓励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问题时，
给予建议并解决问题

当孩子活动时，看
护人是如何表现
的？

□转向孩子，和孩子
说话，或和孩子一
起发声。

□不和孩子一起活动，或对其
活动不加控制：让看护人模
仿孩子的活动。

看护人是如何安慰
孩子和表达爱意
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和孩子温柔地说
话，轻轻触摸或
亲 密 地 拥 抱 孩
子。

□没有安慰孩子，或孩子没有
向看护人寻求安慰：帮助看
护人去注视孩子的眼睛，与
孩子温柔地交流和拥抱孩
子。

看护人是如何纠正
孩子行为的？

□用适当的玩具或活
动使孩子从不必要的
行为中转移出来。

□责骂孩子：帮助看护人用玩
具或活动将孩子从不必要的
行为中转移出来。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
行为时，给予鼓励

当看护人出现下列问题时，
给予建议并解决问题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
耍的？

□移动孩子的手和腿，
或轻轻抚摸孩子。
□用带响声的玩具或
其他物品吸引孩子
注意力。

□不和孩子玩耍：与看护人讨
论与孩子年龄相适应的玩耍
活动，来促进孩子看、听、
感觉和运动的发育。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
流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和他温柔地说话。

□不和孩子交流：让看护人注
视孩子的眼睛并和孩子说
话。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
的？

□回应孩子发出的声
音和做出的动作，
逗孩子笑。

□试图强迫孩子笑或对孩子无
回应：让看护人做大动作或
发出“咕咕”声，模仿孩子
的声音和动作，并观察孩子
反应。

您是如何和孩子玩
耍的？

□玩与年龄相适应的
游戏或玩具。

□不和孩子玩耍：让看护人与
孩子进行与年龄相适应的交
流和玩耍活动。

您是如何和孩子交
流的？

□注视孩子的眼睛，
与孩子温柔地说话
和询问。

您是如何逗孩子笑
的？

□吸引孩子笑。

□不和孩子交流，或交流方式
严厉：让看护人和孩子一起
进行一项活动。帮助看护人
理解孩子的行为和想法，并
观察孩子的回应和笑容。

您认为孩子学得怎
么样？

□说孩子学得好。

观察

所
有
儿
童

≥ 6月龄

＜ 6月龄

询问和倾听

□说孩子学得慢：鼓励看护人
和孩子进行更多的活动，检
查孩子的听力和视力，转诊
有问题的孩子。

2.如有需要（选择日期），让其一周内复诊：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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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与材料
示教玩具

需要的材料

海绵（粗糙的和光滑的）

海绵

摇棒

带盖小塑料瓶和小石子（或黄豆、红豆）、
塑料胶带，或是其他能在里面制造声音的物
品

有手柄的塑料或金属的堆叠杯

塑料或金属的堆叠杯
（不同颜色、大小和形状，每套至少3个，
其中一个带手柄，其他不带手柄）

套在细绳上的圆环

套在彩线上的圆环（如橡皮筋或线轴）

带盖的容器

带盖的小塑料容器，儿童能够打开和盖上

能够敲击和掉落的金属物

金属罐、盖、碗、盘、杯和木匙

躲猫猫的布

用来藏东西和藏脸的干净棉布

自制的有脸、五官和四肢的娃娃

布、线、针、剪刀

空盒子、碗、其他容器和安全的
小物品（如衣服夹子）

能放进和取出物品的盒子、碗或其他容器，
不同颜色的衣服夹子，石头

嵌套物品（碗、杯、盒子）

用来堆叠的不同颜色的塑料或金属碗、杯和
其他嵌套物品

图片

杂志图片或是手绘的图画，图片上是儿童熟
悉的日常生活物品

人脸拼图

杂志图片或是画在纸板上的人脸，剪成3~5
块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图片

彩色圆形、正方形、三角形，按
照颜色和形状分类

纸板或杂志封面，胶水，剪刀，或不同形状
的碗或其他容器用于归类

球

彩色充气按摩球（直径10cm左右），小皮
球（较大年龄儿童踢球用，直径约20cm）

用来书写的粉笔和石板

粉笔和石板

书

装订在一起的有图片和文字的纸页，图片上
是儿童熟悉的日常生活用品；或是儿童故事
书

其他用来制作玩具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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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

记号笔

装物品的塑料盒

彩色纸板

装订机

分装和携带玩具的塑料袋

纸盒

胶水

清洗玩具的洗洁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