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宝宝 2 个月大时

宝宝姓名

宝宝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宝宝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宝宝在 2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宝宝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宝宝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o
o
o

和宝宝说话或抱起宝宝时，宝宝就会平静下来
看您的脸
当您走向宝宝时，宝宝会很开心
当您和宝宝说话或对宝宝微笑时，宝宝会笑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除了哭还会发出其他声音
o 对很响的声音有反应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在您移动的时候看着您
o 会盯着玩具看几秒钟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趴着时会抬起头
o 会动双臂和双腿
o 短暂地张开双手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宝宝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宝宝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宝宝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宝宝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宝宝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宝宝。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宝宝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宝宝的医生交流，告知医生您担心的问题，并咨询发育筛查事宜。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宝宝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宝宝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宝宝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宝宝学习和成长

作为宝宝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宝宝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宝宝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宝宝的
医生及老师交流。



















对宝宝作出积极回应。在宝宝发出声音时，表现出兴奋，并对宝宝笑着说话。
这会让宝宝学会互动交谈。
对宝宝说话，给宝宝读书和唱歌，帮助宝宝语言发展和理解。

花时间抚慰和抱宝宝。这会让宝宝有安全感，感到关怀。抱着或回应宝宝并不会宠坏宝宝。

积极的回应有助于宝宝学习和成长。和宝宝在一起时，要减少屏幕使用时间（手机、电脑、电视等），及时回应宝
宝。
照顾好自己。养育子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当您自我感觉良好时，能更轻松地享受育儿的快乐。

学会注意和回应宝宝发出的信号，了解宝宝的感受和需要。您会感觉很好，宝宝也会感到安全和关爱。例如，宝
宝发出声音并看着您，是不是想和您“玩耍”？还是把头转开，打哈欠，或者因为想睡觉而哭闹？

当宝宝醒着的时候，让宝宝趴在床上，把玩具放在宝宝面前视线水平的地方。这能帮助宝宝练习抬头。不要让宝
宝独处。如果宝宝看起来困了，让宝宝仰卧在安全的地方（没有毯子、枕头、床围或玩具的硬床垫）睡觉。
只给宝宝喂母乳或配方奶。6 个月内的婴儿还不可以吃其他食物、水或其他饮料。

了解宝宝饥饿时的表现。观察饥饿的信号，例如将手放在嘴里，将头转向乳房/奶瓶，或咂嘴/舔嘴唇。
观察宝宝吃饱的表现，如闭上嘴或把头从乳房/奶瓶上转开。如果宝宝不饿了，可以停止喂奶。

请勿摇晃宝宝，也不要让其他人摇晃宝宝。这会损害大脑，甚至导致死亡。如果宝宝哭闹时您感到烦躁，把宝宝
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暂时走开。每 5-10 分钟查看一次宝宝情况。婴儿的哭闹通常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比较严
重，但会逐渐好转！
有规律的睡眠和喂养。这会帮助您的宝宝开始了解下面将要发生什么。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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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宝宝 4 个月大时

宝宝姓名

宝宝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宝宝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宝宝在 4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宝宝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宝宝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语言/沟通里程碑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自发地笑，引起您的注意
o 当您逗宝宝时，宝宝会咯咯地笑（还不是大笑）
o 看着您，做动作，或发出声音来吸引或保持您的注意力
o 发出“喔”、
“啊”
（呀呀学语）等声音
o 当您和宝宝说话时，宝宝会发出声音回应
o 朝您声音的方向转头

o 如果饿了，宝宝看到乳房或奶瓶时会张开嘴
o 会很有兴趣地看自己的手

o
o
o
o
o

当您抱着宝宝时，宝宝不用支撑即可保持头部稳定
当您把玩具放在宝宝手里时，宝宝会抓住玩具
用手臂晃动玩具
将手放在嘴巴里
趴着时，尝试用手肘/前臂支起上身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宝宝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宝宝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宝宝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宝宝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宝宝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宝宝。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宝宝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宝宝的医生交流，告知医生您担心的问题，并咨询发育筛查事宜。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宝宝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宝宝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宝宝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宝宝学习和成长

作为宝宝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宝宝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宝宝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宝宝的
医生及老师交流。

















对宝宝作出积极回应。在宝宝发出声音时，表现出兴奋，并对宝宝笑着说话。
这会让宝宝学会互动交谈。

在安全的情况下，让宝宝伸手去拿玩具、踢玩具，探索周围的事物。例如，将宝宝放在有
安全玩具的毯子上。

允许宝宝将安全的东西放进嘴里去尝试。这就是婴儿的学习方式。比如，让宝宝看看、听听和触摸一些不锋利、
不烫的大块（避免吞食导致窒息）物品。
对宝宝说话，给宝宝读书和唱歌。这将有助于宝宝将来学习说话和理解词汇。

仅在与亲人视频通话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2 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婴儿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只给宝宝喂母乳或配方奶。6 个月内的婴儿还不可以吃其他食物、水或其他饮料。
给宝宝一些安全的、容易拿的玩具，如摇铃或适合宝宝年龄的彩图布书。

让宝宝在一天中有时间活动，与人和物体互动。尽量不要让宝宝在秋千、婴儿车或摇椅上呆得太久。
有规律的睡眠和喂养。

让宝宝仰卧，给宝宝看颜色鲜艳的玩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慢慢移动玩具，看看宝宝是否注意到玩具的移动。
在您帮助宝宝“锻炼”
（活动身体）的几分钟内，给宝宝唱歌并和宝宝说话。轻轻弯曲并上下移动宝宝的手臂和
腿部。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www.cdc.gov/ActEarly |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宝宝 6 个月大时

宝宝姓名

宝宝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宝宝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宝宝在 6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宝宝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宝宝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认识熟悉的人
o 喜欢照镜子看自己
o 会大笑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轮流和您发出声音
o 发出“噗噗”声（伸出舌头并吹气）
o 发出尖锐叫声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将东西放入嘴里尝试
o 伸手去抓想要的玩具
o 不想吃的时候会闭上嘴唇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翻身，从趴着翻到仰卧
o 趴着时伸直双臂支撑身体
o 坐着时用双手支撑自己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宝宝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宝宝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宝宝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宝宝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宝宝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宝宝。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宝宝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宝宝的医生交流，告知医生您担心的问题，并咨询发育筛查事宜。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宝宝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宝宝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宝宝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宝宝学习和成长

作为宝宝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宝宝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宝宝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宝宝的
医生及老师交流。




















和宝宝玩“交流”游戏。当宝宝笑时，您也笑；当宝宝发出声音时，您也模仿。
这有助于宝宝学习社交。

每天给宝宝“读书”，看杂志或书中的彩色图片，并介绍它们。当宝宝呀呀学语并“阅读”时，
给予回应。例如，如果宝宝发出声音，就说“是的，那是小狗！
”
向宝宝指出新的物品并说出它们的名称。例如，在散步时，指出汽车、树木和动物。
给宝宝唱歌，播放音乐。这将有助于宝宝的大脑发育。

仅在与亲人视频通话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2 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婴儿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当宝宝看着某样东西时，指着它并介绍。

让宝宝趴着或仰卧，并将玩具放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鼓励宝宝翻身去拿玩具。

学会判断宝宝的心情。如果宝宝开心，就继续做您正在做的事。如果不开心，停止当前活动并安慰宝宝。

与宝宝的医生讨论何时开始吃固体食物，以及哪些食物有窒息的风险。母乳或配方奶粉仍然是宝宝“食物”的最
重要来源。
了解宝宝饥饿或吃饱时的表现。指着食物，对着勺子张开嘴，或者看到食物时兴奋起来，这些都是宝宝饥饿的表
现。其他表现，比如把食物推开，闭上嘴巴，或者把头转过去不看食物，都表示宝宝已经吃饱了。
帮助宝宝学会平静下来。轻轻说话、抱着宝宝、轻轻摇或唱歌，或让宝宝吸吮手指或安抚奶嘴。抱着或轻轻摇晃
宝宝时，可以给宝宝一个最喜欢的玩具或毛绒动物。
当宝宝坐着的时候，把宝宝扶直。让宝宝观察四周，给宝宝玩具看，同时让宝宝学会自己平衡。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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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宝宝 9 个月大时*

宝宝姓名

宝宝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宝宝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宝宝在 9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宝宝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宝宝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o
o
o
o

在陌生人面前害羞、粘人或害怕
表现出多种面部表情，如快乐、悲伤、生气和惊讶
当您叫宝宝名字时，宝宝会看您
当您离开时会有反应（向您看、伸手或哭闹）
玩躲猫猫时会笑或大笑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发出不同的声音，例如“mamamama”和“babababa”
o 抬起手臂要抱抱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寻找掉在视线之外的物品（如勺子或玩具）
o 用两件东西相互敲击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o
o
o

自己能坐起来
将东西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
尝试用手抓食物吃
不用支撑就能坐着

* 是时候进行发育筛查了！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对所有儿童的建议，9 个月的宝宝应接受
全面发育筛查。向医生了解宝宝的发育筛查情况。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宝宝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宝宝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宝宝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宝宝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宝宝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宝宝。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宝宝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宝宝的医生交流，告知医生您担心的问题，并咨询发育筛查事宜。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宝宝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宝宝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宝宝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宝宝学习和成长

作为宝宝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宝宝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宝宝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宝宝的
医生及老师交流。




















重复宝宝的声音，并用这些声音说简单的词。例如，如果宝宝说“bababa”，重复“bababa”，
然后说“爸爸”。

将玩具放在地上或游戏垫上，放在离宝宝稍微远些，够不着的地方，鼓励宝宝爬行、向前扑或
滚动来拿到玩具。当宝宝拿到玩具时，要给予表扬。

教宝宝挥手说“拜拜”或摇头说“不”。例如，在离开时挥手并说“拜拜”。您也可以教宝宝简单的婴儿手语，宝宝可
以在会说话之前告诉您想要什么。
玩游戏，例如躲猫猫。用一块布盖住您的头，看看宝宝是否会把它拉下来。
和宝宝一起玩，把积木从容器中倒出来，再一起放回去。

与宝宝玩游戏，比如“轮到我了，轮到你了”。通过来回传递一个玩具来尝试这个游戏。

给宝宝“读书”。阅读时可以介绍图片。例如，在看书或杂志时，一边指着图片一边描述。

仅在与亲人视频通话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2 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婴儿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了解窒息风险和喂养宝宝的安全食品。让宝宝练习用手抓东西吃，并使用装有少量水的杯子。坐在宝宝旁边，一
起享受吃饭的时间。食物可能会洒得到处都是，但学习的过程就是纷乱而有趣的！
直接说出您想要宝宝做什么。例如，不要说“别站着”，而是说“该坐下了”。

帮助您的宝宝习惯不同味道和口感的食物。食物可以是光滑的、碾碎的或切碎的。您的宝宝可能不会第一次吃
就喜欢每一种食物。多给宝宝几次机会反复尝试食物。
迅速欢快地告别，而不是偷偷离开。这样即使宝宝哭了，也知道您要离开。他将学习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以及
下面会发生什么。回来的时候说“爸爸回来了！
”，让宝宝知道您回来了。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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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宝宝 12 个月大时

宝宝姓名

宝宝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宝宝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宝宝在 12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宝宝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宝宝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和您一起玩游戏，比如拍手游戏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挥手“拜拜”
o 叫“妈妈”或“爸爸”或其他称呼
o 理解“不可以”
（您说不的时候应短暂停顿或停下）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o
o
o

扶东西站起来
扶着家具走路
用没有盖子的杯子喝水（由您拿着杯子）
用拇指和食指捡起东西，如小块的食物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将东西放在容器里，比如将积木放入杯子
o 寻找他看到您藏起来的东西，比如毯子下面的玩具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宝宝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宝宝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宝宝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宝宝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宝宝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宝宝。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宝宝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宝宝的医生交流，告知医生您担心的问题，并咨询发育筛查事宜。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宝宝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宝宝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宝宝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宝宝学习和成长

作为宝宝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宝宝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宝宝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宝宝的
医生及老师交流。






















教宝宝“正确的行为”。告诉宝宝该怎么做，并在宝宝做到时给予表扬或拥抱和亲吻宝宝。
比如，如果宝宝拉您宠物的尾巴，您要教宝宝如何轻轻抚摸，并在宝宝这样做时给宝宝
一个拥抱。
对宝宝说或唱您正在做什么。比如，说“妈妈正在给你洗手”或者唱“我们这样洗手”。

以宝宝试图说的话为基础。如果宝宝说“卡”，您可以说“是的，一辆卡车”，或者宝宝说“卡车”，
您可以说“是的，那是一辆蓝色的大卡车”。

如果宝宝对某物品感兴趣，而您并不希望宝宝接触该物品，要快速坚定地引导宝宝，给宝宝一个玩具或抱走宝
宝。对危险行为说“不”。说“不”时要坚决。不要打屁股、喊叫或长篇大论地解释。
给您的宝宝提供安全的场所去探索。为宝宝营造安全的居家环境。比如，将锋利或易碎的东西移到宝宝够不着
的地方。锁好药品、化学品和清洁用品。在所有手机中保存中毒救助热线 800-222-1222。

当宝宝指东西时，用言语回应。宝宝用手指向想要的东西。比如，可以说“你想要杯子吗？给你杯子。这是你的杯
子。
”如果宝宝试图说“杯子”，要给予表扬。
指出您所看到的有趣事物，如卡车、公共汽车或动物。这将帮助宝宝注意别人指给他看的东西。

仅在与亲人视频通话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2 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婴儿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给宝宝喝水、母乳或纯牛奶。无需给宝宝喝果汁，但如果给宝宝喝，应为纯果汁且每天不超过 4 盎司。不要给宝
宝喝其他含糖饮料，如水果饮料、苏打水、运动饮料或调味奶。
帮助您的宝宝习惯不同味道和口感的食物。食物可以是光滑的、碾碎的或切碎的。您的宝宝可能不会第一次吃
就喜欢每一种食物。多给宝宝几次机会，反复尝试食物。
如果有新的看护人，给宝宝一些时间来熟悉。带上最喜欢的玩具、毛绒动物或毯子，来帮助安抚宝宝。
给宝宝坛坛罐罐或小乐器，例如鼓或铙。鼓励宝宝弄出声音。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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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15 个月大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15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玩耍时模仿其他孩子，比如学其他孩子从容器中拿出
玩具
o 向您展示自己喜欢的物品
o 兴奋时拍手
o 拥抱毛绒玩具或其他玩具
o 向您表达爱意（拥抱、搂抱或亲吻您）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除了“妈妈”或“爸爸”之外，还尝试说一两个词，比如说
“抱抱”或“狗狗”
o 当您说出熟悉的物体名称时，宝宝就会看向它
o 听从手势和语言指令。比如，当您伸出手并说“把玩具
给我”时，孩子就会给您
o 用手指向想要的东西或寻求帮助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尝试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东西，如电话、杯子或书
o 叠放至少两个小物体，如积木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自己走几步
o 用手指抓食物吃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孩子的
医生和老师交流。























帮助孩子学习说话。孩子早期语言并不完整。重复并补充孩子说的内容。孩子可能会把球
说成“chi”，您可以说“是的，这是球”。

当孩子指着物体时，告诉孩子这些物体的名称，并等待几秒钟，看孩子是否发出任何声音，
然后再递给孩子。如果孩子确实发出了声音，肯定孩子，并重复物体的名称。
“是的！杯子。
”

想办法让您的孩子帮助完成日常活动。准备出门前，让孩子自己拿鞋子；去公园玩时，让孩子把零食放进袋子
里；或者让孩子把袜子放进洗衣篮。

有规律的睡眠和喂养。为您的孩子创造轻松、安静的睡觉时间。给孩子穿上睡衣，刷牙，读一两本书。1 至 2 岁的
儿童每天需要 11 至 14 小时的睡眠（包括午睡）。规律的作息让入睡更容易！

向孩子展示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帽子。问孩子：
“帽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戴在头上的。
”把帽子放在您的头上，
然后把帽子给孩子，看孩子是否会模仿。对其他物体也这样做，比如书或杯子。
唱歌时比划手势，如“公交车的车轮转呀转”。观察孩子是否尝试做一些动作。

说出您认为的孩子的感受（例如伤心、生气、失望、高兴）。用您的语言、面部表情和声音来表达孩子的感受。例
如，可以说“我们不能出去玩，你很失望，但你不能打人。我们玩个室内游戏吧。
”

孩子会发脾气。在这个年龄段是很正常的，如果孩子累了或饿了，更有可能会发脾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脾气
的时间应该越来越短，发生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您可以试着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让孩子把脾
气发出去。给孩子一些时间来冷静下来，然后再继续玩。
教育孩子“正确的行为”。告诉孩子该怎么做，并在孩子做到的时候给予表扬或拥抱和亲吻孩子。比如，如果孩子
拉您宠物的尾巴，教孩子如何轻轻抚摸。在孩子这样做时给孩子一个拥抱。
仅在与亲人视频通话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2 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儿童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鼓励您的孩子玩积木。您可以把积木堆起来，孩子可以把积木推倒。

让孩子用没有盖子的杯子喝水，练习用勺子吃饭。学习吃饭和喝水虽然纷乱，但也很有趣。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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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18 个月大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18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
表，与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o
o
o
o

从您身边跑开，但会回头看，确保您在附近
指给您看有趣的东西
伸出手来让您洗
和您一起看几页书
将手臂穿过袖子或抬起脚来配合您给他/她穿衣服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除了“妈妈”或“爸爸”外，还尝试说三个或更多的词
o 遵循没有手势的简单指令，比如当您说“把玩具给我”
时，就把它给您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o
o
o
o
o

走路时不用扶着人或物体
涂鸦
用没有盖子的杯子喝水，有时可能会洒
用手指抓食物吃
尝试使用勺子
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在沙发或椅子上爬上爬下

* 是时候进行发育筛查了！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对所有儿童的建议，18 个月的孩子应接
受全面发育筛查和自闭症筛查。向医生了解孩子的发育筛
查情况。

o 模仿您做家务，比如用扫帚扫地
o 以简单的方式玩玩具，如推玩具车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孩子的
医生和老师交流。





















使用鼓励的话语，并更多地关注您希望看到的行为（
“正确的行为”
）。例如，
“看看你把
玩具收拾得多好。
”少关注您不想看到的行为。
鼓励玩“假装”游戏。给孩子一个勺子，让孩子假装喂自己的毛绒动物。轮流假装玩。

帮助孩子了解他人的感受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比如，当孩子看到一个小孩很伤心时，
可以说“他看起来很伤心。让我们给他一只泰迪熊。
”
提出简单的问题，帮助孩子思考周围的事物。比如，问孩子“这是什么？
”

让孩子用没有盖子的杯子喝水，练习用勺子吃饭。学习吃饭和喝水虽然纷乱，但也很有趣。

提供简单的选择。让您的孩子在两件事之间进行选择。比如，在穿衣服时，问孩子想穿红衬衫还是蓝衬衫。

有规律的睡眠和饮食。例如，当孩子在吃饭和吃零食时，和孩子一起坐在桌子旁。这有助于制定家庭的用餐
时间。

仅在与亲人视频通话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2 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屏幕设备。儿童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和孩子在一起时，减少屏幕使用时间，以便对孩子的言行及时做出回应。
向孩子的医生和/或老师咨询，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如厕训练。大多数孩子在 2 到 3 岁之前都不能成功地
进行如厕训练。如果孩子还没有准备好，就会造成压力和挫折，从而导致训练时间延长。

孩子会发脾气。在这个年龄段是很正常的，并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发脾气的时间应该越来越短，发生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您可以尝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也可以不理睬他。给孩子一些时间来冷静下来，然后再继续玩。
与孩子面对面交谈，最好蹲下来与孩子四目相对。这有助于孩子通过您的眼睛和面孔“看到”您在说什么，而不
仅仅是您说的话。
开始教孩子身体部位的名称，指着各个身体部位，边指边说：
“这是你的鼻子，这是我的鼻子”。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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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2 岁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2 岁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表，
与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当别人受伤或伤心时，会注意到；比如当有人哭泣时，
会停下来或看起来很难过
o 在遇到新的情况时，看您的脸，判断自己该如何反应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o
o
o

读书时，当您问“熊在哪里？
”，孩子会指向书里的小熊
至少连说两个词，如“更多牛奶”
至少知道两个身体部位，并且您问的时候可以指给您看
除了挥手和指东西外，还会使用更多的手势，如飞吻或
点头称是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尝试使用玩具上的开关、旋钮或按钮
o 同时玩多个玩具，比如将玩具食品放在玩具盘上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踢球
o 奔跑
o 在有帮助或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可以走（不是爬）上几级
楼梯
o 用勺子吃东西

* 是时候进行发育筛查了！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对所有儿童的建议，2 岁的孩子应接受自
闭症筛查。向医生了解孩子的发育筛查情况。

o 一只手拿东西的同时用另一只手；比如，一只手拿着一
个容器，另一只手把盖子打开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孩子的
医生和老师交流。

帮助孩子学习词语的发音，即使孩子还不能清楚地说出这些词。比如，如果孩子说，
“要蕉蕉”，您可以说“你想要吃香蕉”。





















在和其他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密切关注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会一起玩耍，但不知道如何分享和
解决问题。向孩子展示如何通过分享、轮流玩和语言沟通来处理冲突。
让孩子帮您摆餐具，把东西拿到餐桌上，如塑料杯或餐巾纸。对孩子的帮助表示感谢。
让孩子踢球、滚球和扔球。

给孩子提供能够教他们理解如何让事物运作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各种玩具。比如，给孩子能用按钮控制的
玩具。
让孩子穿大人的衣服玩装扮游戏，如鞋子、帽子和衬衫。这能帮助孩子玩假装游戏。

每一餐中，孩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幼儿每天吃的食物数量或种类并不总是相同。您的责任是为孩子提供健康
的食物，而应由孩子决定自己是否想吃以及吃多少。

有规律的睡眠和喂养。为您的孩子创造轻松、安静的睡觉时间。给孩子穿上睡衣，刷牙，读一两本书。这个年龄段
的儿童每天需要 11 至 14 小时的睡眠（包括午睡）。规律的作息让入睡更容易。
向孩子的医生和/或老师询问有关如厕训练的情况，了解您的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开始如厕训练。大多数孩子
在 2 到 3 岁之前都不能进行开始如厕训练。过早开始会造成压力和挫折，从而导致训练时间延长。
孩子帮您忙时，要多表扬。让孩子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把玩具或衣服放在篮子里。

和孩子在户外玩耍，练习“预备、就位、走咯”。比如，和孩子荡秋千。先说“预备、就位……”，然后等待，在推动秋
千时说“走咯”。

让孩子和您一起创造简单的艺术作品。给孩子蜡笔，或在手指蘸颜料，让孩子在纸上探索画画或用手指画点。把
画挂在墙上或冰箱上，让孩子看到它。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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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30 个月大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30 个月大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
照表，与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具有简单的解决问题能力，如站在
小凳子上拿东西
o 遵循两步指令，如“把玩具放下，关门”
o 至少知道一种颜色，比如当您问“哪支是红色的？
”时，
孩子会指红色蜡笔

o 在其他孩子旁边玩耍，有时与他们一起玩耍
o 向您展示自己的能力，比如说：
“看我！
”
o 按要求遵循简单的规则，比如在您说“现在是整理时间”
的时候帮忙收拾玩具。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说大约 50 个词
o 说出两个或以上的词，包括一个动词，如“小狗跑”
o 当您指着书上的事物问“这是什么？
”，孩子能说出事物
名称
o 说“我”或“我们”这样的词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o
o
o

用手拧东西，如转动门把手或拧开盖子
自己脱一些衣服，如宽松长裤或敞开的外套
双脚跳离地面
给孩子读书时，孩子会一页一页地翻书

* 是时候进行发育筛查了！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对所有儿童的建议，30 个月的孩子应接受全面
发育筛查。向医生了解孩子的发育筛查情况。

o 用东西来假装，比如把小块东西当做食物喂给娃娃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您所在州或地区的早期干预热线，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如需了解详情及查看联系电话，请访问
cdc.gov/FindEI。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
这些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
与孩子的医生和老师交流。




















鼓励“自由玩耍”，您的孩子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尝试新事物，并以新的方式使用东西。

使用鼓励的话语，并更多地关注您希望看到的行为（
“正确的行为”
），少关注您不想看到的行为。
比如，可以说“你把玩具给乔丹玩，我很喜欢你这样。
”

给孩子提供简单健康的食物选择。让孩子自己选择吃什么零食或穿什么衣服。将选择限制在两到三个。
向孩子提出有关书籍和故事的简单问题。比如问“这是谁？
”、
“它干了什么事情？
”和“在哪里？
”

帮助孩子学习如何与其他孩子玩耍。告诉孩子怎么做：帮助孩子学会分享、轮流玩和使用孩子自己的“语言”。

让孩子用蜡笔在纸上“画画”，用剃须膏在托盘上画画，或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画。画一条直线，看看孩子是否会
模仿。在孩子可以熟练划线之后，教孩子如何画圈。
让您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比如在公园或图书馆。了解当地的游戏小组和学前教育项目。与他人玩耍有助
于孩子学习分享和友谊的价值。

尽可能多地和家人一起吃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饭菜。享受彼此的陪伴，避免在用餐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
平板电脑、手机等）。
限制屏幕使用时间（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在成人陪同的情况下，每天看的儿童节目不超过 1 小时。儿童通
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使用词汇向孩子描述事物，如大/小、快/慢、开/关、里/外等。

帮助孩子玩有形状、颜色或动物的简单拼图。当孩子将拼图放在正确位置时，告诉孩子这块拼对了。
和孩子在户外玩耍。例如，带孩子去公园攀爬游乐设施，在安全区域跑步。

每一餐中，孩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您的责任是为孩子提供健康的食物，而应由孩子决定自己是否想吃以及吃
多少。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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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3 岁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3 岁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表，
与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在您离开后（比如送去托儿所）10 分钟内就会平静下来	 
o 注意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与您交谈时至少有两次来回交流
o 问他“谁”、
“什么”、
“哪里”或“为什么”的问题，
比如“妈妈/爸爸在哪里？
”
o 当被问到时，会说出图片或书中发生的事情，
如“跑步”、
“吃饭”或“玩耍”
o 当被问及名字时，会说出自己的名字
o 大多数时侯能和其他人很好地交流，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当您教孩子画圈之后，孩子能画一个圆圈
o 如果您提醒孩子，孩子不会去摸烫的东西，
比如火炉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将物品串在一起，如大珠子或通心粉
o 自己穿一些衣服，如宽松长裤或外套
o 使用叉子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当地公立小学进行免费评估，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孩子的
医生和老师交流。











在您的支持下，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问题。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孩子了解问题。帮助孩子
思考解决方案，试一试，如果需要，再多试几次。

谈谈孩子的情绪，并帮助孩子用语言解释自己的感受。帮助孩子管理紧张情绪，教孩子深呼吸，
拥抱最喜欢的玩具，或在不高兴时去安静、安全的地方。

制定一些简单而明确的规则让孩子遵守，如玩耍时动作要轻柔。如果违反规则，告诉孩子该怎么做。如果孩子
遵守规则，给予认可和表扬。

与孩子一起阅读。问问题，如“图中发生了什么？
”和/或“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孩子给出答案时，让孩
子给出更多细节。
玩数数游戏。数身体部位、楼梯和您每天使用或看到的东西。该年龄段的儿童开始了解数字和计数。

用比孩子的语言更长的句子和孩子说话，以真实词汇帮助孩子发展语言能力。重复孩子说的话，比如
“喝neinei”，然后说“我想喝牛奶”来展示大人如何说话。











让孩子帮助做饭。给孩子简单的任务，如洗蔬菜水果或搅拌。

给孩子有 2 个或 3 个步骤的指令。例如，
“去你的房间，拿上你的鞋子和外套。
”

限制屏幕使用时间（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在成人陪同的情况下，每天看的儿童节目不超过 1 小时。不要在
孩子卧室放任何屏幕设备。儿童通过与他人交谈、玩耍和互动来学习。
教孩子简单的歌曲和儿歌，如“小小蜘蛛”或“闪啊闪啊小星星”。

给孩子一个装有纸、蜡笔和涂色书的“艺术活动箱”。和孩子一起涂色、画线条和形状。
鼓励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有助于孩子学习友谊的价值和如何与他人相处。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www.cdc.gov/ActEarly |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4 岁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4 岁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表，与
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扮演游戏中的其他角色（老师、超级英雄、狗）
o 如果周围没有小朋友，就要求去找人玩，比如“我可以和
亚历克斯玩吗？
”
o 安慰受伤或伤心的人，比如拥抱哭泣的朋友
o 躲避危险，比如在游乐场时，不从高处跳下
o 喜欢当“帮手”
o 根据具体场所（教会、图书馆、游乐场）做出相应行为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o
o
o

说有四个或更多词的句子
说出一些歌曲、故事或童谣中的词
谈论至少一件自己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我踢了足球”
回答简单的问题，如“外套是用来做什么的？
”或“蜡笔是
用来做什么的？
”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说出物品的几种颜色
o 讲述一个熟悉的故事接下来的情节
o 画一个有三个或更多身体部位的人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o
o
o

大部分时间都能接住大球
在成人看护下自己吃东西或倒水
解开几个扣子
用手指和拇指夹住蜡笔或铅笔（不是握拳）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当地公立小学进行免费评估，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孩子的
医生和老师交流。






















帮助孩子对新地方和认识新朋友做好准备。比如，可以讲故事或玩角色扮演（假装游戏）
来帮助孩子适应。
与孩子一起阅读。问孩子故事中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帮助孩子了解颜色、形状和大小。比如，问问孩子白天看到的东西的颜色、形状和大小。

鼓励孩子用“自己的话”来提出要求和解决问题，但要告诉孩子怎么做。孩子可能不知道要用哪些词。比如，帮助
孩子问：
“我能玩一下么？
”，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抢东西。
帮助孩子了解他人的感受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比如，当孩子看到一个小孩很伤心时，可以说“他看起来很伤心。
让我们给他一只泰迪熊。
”
使用鼓励的话语，并关注您希望看到的行为（
“正确的行为”
）。比如，可以说“你很友好地分享了玩具！
”少关注
您不想看到的行为。

以简单的方式告诉孩子，为什么不能做您不希望他/她做的事情（
“错误行为”
）。让孩子选择他/她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
“你不能在床上跳。你想去外面玩，还是放点音乐跳舞？
”
让您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比如在公园或图书馆。了解当地的游戏小组和学前教育项目。与他人玩耍有助
于孩子学习分享和友谊的价值。
尽可能与孩子一起吃饭。让孩子看到您喜欢吃健康的食物，如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并喝牛奶或水。

建立轻松、宁静的睡前习惯。睡前 1 至 2 小时内不要看屏幕（电视、电话、平板电脑等），不要在孩子的卧室里放
任何屏幕设备。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每天需要 10 至 13 小时的睡眠（包括午睡）。规律的作息让入睡更容易！

给孩子提供鼓励想象力的玩具或东西，如装扮衣服、假装做饭的锅碗瓢盆，或用来搭建的积木。加入孩子的假装
游戏，比如吃孩子做的“食物”。
花时间回答孩子的“为什么”。如果您不知道答案，就说“我不知道”，或帮助孩子在书中或互联网上或从其他成
年人那里找到答案。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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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您的孩子 5 岁时

孩子姓名

孩子年龄

今天日期

里程碑很重要！孩子的玩耍、学习、言谈、行为和运动是了解宝宝发育的重要线索。请勾选
出您的孩子在 5 岁时已经达到的发育里程碑。每次儿童体检时带上这个里程碑参照表，与
医生讨论孩子达到的发育里程碑和下一阶段的里程碑。

大多数儿童在这个年龄都会做的事情：
社交/情感里程碑

o 在与其他孩子玩游戏时，遵守规则或轮流玩
o 为您唱歌、跳舞或表演
o 在家做简单的家务，如配袜子或吃完饭后收拾桌子

语言/沟通里程碑

o 讲述听到的或编造的故事，其中至少有两件事。比如，一
只猫困在树上，消防员救了它
o 在给孩子读完或讲完一本书或一个故事后，孩子会回答
关于这本书或故事的简单问题
o 进行三次以上的来回交流，保持对话顺利进行
o 使用或认识简单的押韵（五-虎、晓-鸟）

认知里程碑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

o 数到 10
o 当您指着 1 到 5 之间的数字时，能说出数字
o 使用有关时间的词汇，如“昨天”、
“明天”、
“早上”或“晚上”
o 在活动中注意力能保持 5 至 10 分钟。比如，
在听别人讲故事或做手工时（屏幕时间不算）
o 写自己名字中的一些字
o 当您指着一些字母时，会念出字母

运动/身体发育里程碑
o 扣上几个扣子
o 单脚跳

需要告知医生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和您的孩子会一起做哪些事情？
您的孩子喜欢做哪些事情？
您是否因为孩子的某些表现而担心？
您的孩子有没有忘记曾经掌握的技能？
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或者是早产儿？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不要拖延。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达到一个或多个里程碑，忘记以前掌握的技能，或者您有其他的
担忧，请尽早采取措施。与孩子的医生交流，告知自己的担忧，并询问有关发育筛查的问题。如果您或医生仍然担心：
1. 申请转诊到能更深入评估孩子的专科医生；

2. 打电话给当地公立小学进行免费评估，了解孩子是否能获得帮助。

想了解更多帮助孩子的信息，请访问 cdc.gov/concerned。

不要拖延。
尽早采取措施
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和成长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和大脑发育。以安全的方式尝试这些
简单的技巧和活动。如果您对如何帮助孩子的成长有疑问或更多想法，请与孩子的
医生和老师交流。

孩子可能会开始“顶嘴”，形成独立意识，并试探会发生什么。减少对负面词汇的关注。
为孩子寻找其他活动，让孩子发挥主导作用，独立行事。强调您注意到了好的行为。
“当我告诉你该睡觉时，你很平静。
”





















问问孩子在玩什么。通过问“为什么？
”和“怎么做？
”帮助孩子寻找更多答案。例如，
可以说“你搭的桥很棒。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
”
鼓励孩子玩组装搭建类玩具，例如拼图和积木。

用语言来帮助孩子开始了解时间。例如，唱有关一周中几天的歌曲，让孩子知道是哪一天。使用有关时间的
词汇，如今天、明天和昨天。

让孩子自己做事情，即使做得并不完美。比如，让孩子整理自己的床铺，扣上衬衫纽扣，或把水倒进杯子里。
当孩子做的时候要表扬，尽量不要做非必要的“修复”。
谈一谈并指明孩子和您自己的感受。阅读并谈论人物的感受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
玩押韵游戏。比如，
“什么与猫押韵？
”

教孩子在游戏中遵守规则。比如，玩简单的棋盘游戏、纸牌游戏或“我说你做”。

在家里打造一个孩子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您留在附近，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并在需要时可以向
您寻求帮助，让自己平静下来。
为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设定限制，每天不超过 1 小时。为家人制定媒体使用计划。
与孩子一起吃饭，享受家人一起聊天的时光。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饭菜。不要在用餐时使用屏幕设备（电视、
平板电脑、手机等）。让孩子帮助准备并一起享用健康的食物。
鼓励孩子通过看图讲故事来“阅读”。

玩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游戏。比如，玩纸牌游戏、三连棋游戏、寻找游戏或冷热游戏。

要查看更多技巧和活动，请下载 CDC 里程碑跟踪器 (Milestone Tracker) 应用程序。

本里程碑参照表不能替代标准化的、经验证的发育筛查工具。这些发育里程碑包括了大多数儿童（75% 或以上）在各个年龄段所能做
到的事情。业内专家根据现有资料和专家共识选择了这些里程碑。

www.cdc.gov/ActEarly |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了解迹象。尽早采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