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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娃出游成家长作业：长见识变“活受罪”
亲子宝典>>

小孩得佝偻病的
四大原因

文 / 刘庆红（湖南省儿童医院
骨科）

许多家长都认为佝偻病的原因

就是缺钙，其实，正常吃奶的婴

儿不缺钙，人奶和牛奶中都含有

大量的钙，体内缺钙是因为缺乏

帮助钙吸收的维生素D。那么有哪

些因素可以导致孩子得佝偻病呢？

首先是食物中钙磷比例不当。牛

奶中尽管含有大量的钙，比人奶

中钙含量高得多，但钙磷比例不如

人奶合适，钙经肠道吸收的比例

比人奶差，因此，人工喂养的婴

儿比母乳喂养的婴儿容易发生佝

偻病。

其次，由于慢性腹泻、肝胆

疾病可影响维生素 D 吸收和利用。

另外的情况是缺少阳光照射或食

物中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人乳、

牛乳及一般食物中维生素 D 的含

量都很少，不能满足小儿的生长发

育需要，如不能从照射紫外线合

成维生素 D，又没有服用鱼肝油

或强化维生素 D 的辅食，就很容

易发生维生素 D 缺乏。

小儿发生骨折之后
怎么办

文 / 吴丽霞（湖南省儿童医院
骨科）

当孩子受伤时，不管伤在什么

部位，如果疑有骨折，都要按骨

折来对待，即尽量减少过多搬动。

移动患部的动作要轻柔。不必

急急忙忙地给患儿脱去衣裤、鞋

袜，如果患肢肿胀较重，可剪开

衣袖或裤管，以减轻疼痛。

对伤口应用绷带或清洁的布压

迫包扎，以止血。若骨折端已戳

出创口并污染，不要擅自复位，以

免将污物带进伤口深处。

对四肢骨折，可以就地取木板、

木棍与患肢捆在一起固定。如果

无材可取，也可将受伤的上肢绑

在胸部，下肢患肢与健肢一并绑

起，这样可减轻搬运时骨折端对

软组织、血管、神经或内脏的损伤，

也有利于止痛和抗休克。

对于胸腰椎骨折的患儿，应

让其卧于板床上，然后抬往医院。

特别要告诫家长们的是，在患儿

没有经医生诊断治疗之前，不要

做患部热敷，更不要随便请人推

拿、按摩。

布带

棉垫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暑假这么长，要不要带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念影响下，

加上育儿公众号、亲子节目的推崇，以
及商家各种亲子游的推介促销，“要带
孩子出去长见识”，好像已成为假期里
父母和孩子要完成的一项“标准动作”。

近日，记者却在今日女报亲子微信
公众号凤网辣妈联盟上看到，不少家长
在吐槽暑期的亲子游是个“坑”：“钱花

了不少，还活受罪”、“我们辛苦得要死，孩子还说
不如去游乐场”……这是为什么呢？

说起这次带孩子去

衡山旅行的经历，长沙

县的李佳还心有余悸。

李佳的孩子亮亮今年 3

岁半，很早以前，她就一

直想带孩子来趟“亲子

游”，但老公一直都不同

意，认为孩子太小，带出

去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今年暑假，亮亮 3

岁半了，朋友圈里，妈妈

们又开始在秀各种亲子

游，李佳按捺不住，一

直游说老公，终于计划

了这次一家三口去爬山

溯溪的旅行。但没想到，

在这次出行中，孩子有

没有长见识不清楚，但

家长着实受了不少惊吓。

旅行的第一站，是

在衡山的梵音谷里溯溪。

李佳到了之后才发现，

当地山谷的道路非常湿

滑崎岖。一开始李佳还

鼓励孩子自己走，后来

发现实在太危险，只得

全程由爸爸扛着孩子走。

好不容易走到了山谷

比较平缓的山道，李佳

舒了口气，想指点着孩子

看看山里的植物、流水，

没想到孩子毫无兴趣，

反倒是兴奋地在一人多

宽的山道上跑来跑去。

李佳本来牵着孩子

的手，但调皮的亮亮趁

妈妈没注意，猛地把手

一甩，撒腿就跑，刚跑

出没几步就脚一歪，从

山道上掉了下去。

李佳吓得大叫一声，

急忙奔过去查看。幸好

山道下的一棵小树托住

了亮亮，如果摔到山道

下的碎石上，后果不堪

设想。不过亮亮的腰还

是被硌伤，痛得哇哇大

哭。当天，李佳和丈夫

就匆忙带着亮亮下山回

长沙，一场旅行就这么

草草结束了。

“本想磨炼孩子的意

志，但现在才发现，爬

山溯溪这样的旅行真的

不适合带太小的孩子参

加。”李佳说。

两岁半的九九第一

次旅行是在去年冬天，

他和妈妈一起去郴州

的东江湖玩。不过这

次出行让九九妈妈一

点都不想回忆，因为

她说回忆起来只有两

个字：“太累！”

九九妈说，行程中

有个环节是看溶洞。一

进溶洞，黑漆漆的环境

就吓得九九直往妈妈怀

里躲。妈妈好不容易哄

住女儿，但九九却对溶

洞里怪石嶙峋的景观毫

无兴趣。之前在船上游

湖时，九九已经兴奋了

一阵，在黑黑的溶洞

里一待，九九就要睡觉

了。这可苦了九九妈，

出门时她没有带儿童推

车，只好抱着九九坚持

参观。东江湖岛中的这

个溶洞路线还特别长，

从入口到出口只有一条

路，进来了就只能走到

底，全程参观完要一个

多小时。溶洞里光线不

好，还是各种石洞要钻

来钻去，抱着熟睡的女

儿，九九妈几乎走两下

就要换个姿势，她自己

都不知道最后是凭着什

么信念走完了全程。

“两个手臂都痛麻

了，太遭罪！”九九妈说，

这次旅行之后，她再也

不敢带孩子盲目旅行了。

“亲子游并不是说走就走

的旅行，要考虑和计划

的要素很多，不然就是

花钱买罪受！”

带 2 岁娃逛溶洞，孩子全程在睡觉

故事>>

带 3岁娃爬山溯溪，孩子差点滚下山
网友圆桌>>

你如何看待“暑期亲子游”
关于带孩子出门旅行的感受，有吐

槽的家长，也有点赞的父母。8月7日，

记者在今日女报头条号上发起了调查，

截至8月9日，共有 2700多人进行了

投票，其中，七成人认为，带孩子出去

旅行是成长的必需，还有162人通过留

言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观点 A：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网友@ 豚豚在留言中说：“我觉

得家长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很重要，我

孩子六个月大时去的青岛，八个月大

时去的上海，我自己带着。见过大海，

见过陆家嘴的高楼。始终认为孩子需

要眼界！”

网友@“叮当”也说，“孩子20 个

月大时就带着去吉林长白山、拉法山、

哈尔滨，今年四岁半，刚自驾带着走了

十个省。累肯定是累，但是绝对值得！”

观点 B：不要被人云亦云的育儿观蒙蔽
“现在大家育儿都被带歪了，动

不动带孩子去认识世界，孩子连所在

的城市都没认识完就去认识世界！我

觉得起码要5 岁以后吧，要不对孩子

专家>>

亲子旅行应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来设计
家长们对亲子游讨论的火热程度，

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亲子

游的火爆。同程旅游发布的报告显示，

暑期国内亲子自助游占比超七成，周边

游占比超50%。北京、广州、大连、苏州、

青岛、扬州、三亚、西安、宁夏、成都

成暑期亲子游国内十大热门目的地。途

牛旅游网北京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7月中旬已迎来亲子出游的高峰。

湖南宝中旅行社市场部负责人表示，

省内各门店今年的亲子游线路报名人

数已创历史新高，目前已经发出1700

多人。长沙之外的市州家长今年更加踊

跃，虽然已临近暑假末期，报名仍持

续火热。

要带孩子出门走走，是绝大部分

家长的共识——那么，怎样带孩子旅

行才能真正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呢？

长沙东屯渡小学老师颜海燕是一

位旅行达人，已经自助旅行过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她同时也是一位妈妈，

从孩子 5 个月大时她就带着孩子一起

亲子旅行，具有丰富的亲子游经验。

对于如何带低龄孩子旅行，颜海燕说，

安全、玩伴、药品、路线这四点是特

别关键的。

她建议，带两三岁左右的孩子去

海边、森林公园、海岛等自然风景优

美、环境安全的地方比较好，行程不能

太赶，天数不宜过长。尽量选择方便

的交通工具，因为孩子太小，长途跋

涉会很辛苦。如果可以的话，最好飞机、

火车、轮船等都能覆盖在里面，孩子不

容易疲惫，也比较有新鲜感。

另外，如果有同伴同行的话，最好

是选择孩子自己喜欢的朋友，或者性格

可以互补的小朋友。此外一定要备好

孩子常用的药物，以防万一。

长沙周南梅溪湖中学学生处主任曾

维成也表示，目前教育部门也在大力

倡导中小学生进行研学活动，对于已上

学的孩子，暑期父母计划亲子游时，一

定要做好详细的规划，旅行前让孩子

阅读相关书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有明确的目的，这样才能真正游有所获、

游有所得。

来说可能意义不大！”微友@ 绿巨怪

留言如是说。

微友@ 俺是园丁留言说道：“太

小不宜远行，小孩这么小带出去，见

识有没有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对

自己去过的地方事后根本没印象。”

观点 C：为人父母做好榜样，处处皆
风景

“旅行，在乎的不是去哪，而是

你陪着他，感知这个世界，爱护着他

慢慢长大。有时候，多陪陪孩子玩耍，

做孩子的榜样，比去任何地方都要有

用。”微友@ 天天的话道出了一部分

网友的心声。

此外，微友@ 鸽子也留言说：“其

实，没有必要纠结在要不要带孩子去

旅行这件事情上。只要有爱相随，每

个孩子都行走在旅行成长的路上。”

带孩子出门旅行是否一种成长必需（单选）

○是                                 1732 人  70%

○不是                               749 人  30%

你已投票

扫一扫，
分享给更多人

达人支招“什么是真正适合孩子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