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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迫不及待的辣妈钟小妹，带着3个多月

的女儿马可言和可言的外公外婆，也差不多是2月

末3月初的时候，到三亚耍了一个多星期。“担心坐

飞机会影响可言健康，所以专门到网上查询了，结

果发现有较好的应对方法，呵呵，就是起飞、着陆

时让她吃奶， 这样就能取得鼻咽腔和中耳腔之间

的气压平衡。而且选择城市耍，医院多，万一娃娃

生病也很方便就医。” 想着可以带女儿去看大海、

吹海风， 钟小妹就很开心，“只要注意旅途的轻松

舒适就行。”

推车、腰凳、背巾、毯子、衣服、药品、尿不湿、

玩具……宝宝的东西真是够多的， 但这浇不灭辣

妈出游的热情。 辣妈们反而拥有一个极大的优

势———娃娃只要吃奶就可以，都是母乳，不用带奶

瓶、奶粉、热奶工具……“只要妈妈在、有奶吃，就

行了！”钟小妹说，她的朋友也有带奶娃出去耍的，

“老外还很推崇在哺乳期带孩子出去呢，娃娃饿了

吃、吃了睡，又不会认生，挺好。”

钟小妹家的可言也是乖得不得了， 据说还通

过旅行改掉了不少 “陋习”：“以前睡觉必须大人

抱着睡，旅游的时候因为在外面耍累了，放到床上

就睡着，现在回来了还是这么乖。”

有研究表明，婴儿是适合旅游的，他们并不像

人们担心的那么脆弱，这个阶段，宝宝不会觉得旅

游会打乱自己的日常习惯，但再大一些，他可能就

有这种感觉了。

花舞人间

百万杜鹃“映山红”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成都

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成都新津花舞人间的百万株

杜鹃花已经“映山红”，130多个品种500多万株的

杜鹃花正在竞相绽放。 沿樱花大道上山的途中要

经过倾心梯塘， 全球独有的杜鹃花瓶呈弧形排成

一排，每排18个，按高度落差排成7排，上百个杜鹃

花瓶将这个梯形景点染成红色的山中巨型花梯，

从山上远眺拍照，十分壮观。

目前，花舞人间景区正在上演“醉”浪漫的花

舞大戏。杜鹃花、百合花、郁金香等200多种花卉进

入盛花期，白的、黄的、粉的、红的、紫的，漫山遍野

全是花。与此同时，素有“云裳仙子”之称的荷兰

百合花也纷纷展现出它的纯洁高雅， 散发出怡人

的香气。 荷兰百合花盛开在云海旁的花卉博览园

中，黄色、深红色的花被绿油油的针形叶托着，一

大片一大片的， 与花卉博览园中的中欧高端花卉

一起，带给你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

（王荣）

成都6月直飞呼伦贝尔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川旅集团获悉， 川旅集

团携手川航独家开通了成都至通辽市、 成都至呼

伦贝尔市的双向直飞航线。该航线计划于今年6月

开航，届时，成都或经成都中转的游客到通辽、呼

伦贝尔旅游将更加便捷。

据悉，成都至通辽、成都至呼伦贝尔航线的开

通将改变两地旅客往来需要中转的现状， 更有力

促进了两地旅游互通。 内蒙古呼伦贝尔拥有世界

三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是目前中国保

存最完好的草原，素有“牧草王国”之称。通辽的

文化底蕴厚重，历史悠久，孝庄皇后的故乡科尔沁

草原壮阔雄浑，已被众人熟知。

（王荣）

60名茶友齐聚“无我茶会”

日前，以“行观春色 坐听茶声”为主题的第

五届宽窄巷子“无我茶会”举行。60名来自各地的

“茶友”们聚集在成都宽窄巷子东广场上，现场精

心泡制出一壶壶好茶。不仅让“成都会客厅”充满

了浓浓的茶文化氛围， 更吸引了数百名游客驻足

欣赏。

据悉， 今后每年宽窄茶会都将举办类似的大

型“无我茶会”。“无我茶会”是台北的蔡荣章于

1990年创办的一种茶会形式，弘扬一种人人参与、

百茶共举、礼奉齐茗的茶文化氛围，如今已在日、

韩、美、英等国发展成为一项国际化的茶文化交流

活动。

（王荣）

“五朵金花”次第开 春游茂县正当时

白里透红的桃花、圣洁如雪的李花、五彩缤纷

的樱桃花、 红白相间的苹果花、 丰满妩媚的杜鹃

花，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茂县旅游局获悉，从中国

古羌城到坪头羌寨、从九鼎山到松坪沟、从牟托到

甘青……目前“五朵金花”次第绽放，春游茂县正

当时。

据悉，相对于平原，茂县的百花之春来得稍晚

一些。岷江河畔的春夏之交，漫山的桃花、李子花、

樱桃花、苹果花、杜鹃花，盛开在村庄周围、盛开在

森林丛中、盛开在田野之上，暖阳、白云、蓝天、羊

群、溪流、炊烟、和风、羌城、碉楼……一幅幅世外

桃源的人间美景令人痴醉。

（王荣）

选择交通便

利、 就医便利的城

市。宝宝出游最担

心的就是生病，万

一发生了这样的

事， 可成为宝宝康

复的有力保障。

同行最好有

能搭把手的其他

大人。辣妈一个人

带宝宝出去，确实

有点困难，毕竟宝

宝的随身物品都

那么多呢。

每天的行程不

要安排太多地方。

宝宝出游， 轻松舒

适要排第一， 大人

小孩都不能太累。

在飞机起飞

和降落时给宝宝

喂奶，让其充分做

吞咽动作。这是有

效达到鼻咽腔和

中耳腔之间的气

压平衡的方法，和

大人嚼口香糖是

一个道理。

尽量不给宝宝

喂其他食物， 以免

吃坏肚子。 本身就

在哺乳期， 母乳又

最健康、最干净，千

万不要为了让孩子

“尝鲜” 就忘记了

外面食物的卫生问

题以及宝宝对食物

的承受能力。

冷热注意加减

衣服， 以防孩子感

冒。 这一点是最基

本的， 因此行李中

宝宝的衣服类型要

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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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爱生活、 爱旅

游， 哪怕是带着吃

奶的娃！ 没错，当

80后、90后升级当

妈， 带孩子这件事

根本挡不住她们洒

脱的步伐。 她们就

敢在孩子才几个月

大还在吃奶的时

候， 带着孩子高高

兴兴出门旅游。坐

飞机，没问题！住酒

店，没问题！四处游

玩，没问题！你以为

这仅限国内吗？错！

人家早就用手扶着

孩子端端正正照了

相办了护照申请了

签证， 将辣妈奶娃

的潇洒出游计划冲

出了国门。 李礼恩

小朋友7个月大就

去马来西亚槟城交

到了异国朋友，马

可言小朋友3个月

大就到三亚享受了

轻柔的海风， 这当

然是拜她们的漂亮

辣妈所赐。如今，这

种带着奶娃游天下

的辣妈越来越多，

也正在成为一种新

的旅游现象。

辣妈出游

请别挡道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咋个娃娃这么小就带出去耍了哦？”好多人

这样问晶晶， 她笑道：“其实我还没生她的时候就

想出去耍了！”怀孕的日子是漫长的，闷了那么久，

是该出去放飞一下心情了。 当她提出要带女儿李

礼恩一同出去旅游时， 遭到了家里长辈的反对。

“娃娃这么小，要哭要闹的，在外面住可能不行哦，

还要坐飞机，那么小咋个坐嘛……”

晶晶承认是自己想耍，“恩小姐确实小， 要说

带她出去见世面实在是太假啦，呵呵。”这位辣妈

也不知道她的恩小姐在家以外的环境会怎么样，

但是，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她决定先做个试验。

和老公商量好，带着恩小姐，他们在成都住了

一晚酒店！恩小姐当晚因为到新环境比较兴奋，耍

得有点晚，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恩小姐整体表现不

错。“然后呢，我们又带她去峨眉住了一晚，考虑到

那里离成都近， 万一要是有什么事马上回家也来

得及。”

试验成功，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他们的目的地

是———马来西亚槟城。时间：2014年2月末至3月初；

人员：恩小姐及其父母、外婆、奶奶。恩小姐的护照

提前2个月办理。问她为什么没有想过不带娃娃自

己去旅游，她认真地回答：“在恩小姐3个月大的时

候，我和她爸曾经撇下她出门看过一次话剧，结果

恩小姐在家老是不睡觉， 我想她是因为看不到我

们没有了安全感，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所以

我得带着她！”

晶晶家的恩小姐还真是厉害， 去槟城可是要

先到吉隆坡转机的， 晶晶特别注意留够了两班飞

机的间隔时间，让恩小姐别那么累。这孩子坐飞机

还真乖，不哭不闹的，跟大人一直玩，玩累了就睡

一会， 到饭点儿了就吃几口奶。“小孩的适应能力

比大人想象的要强得多啊！”晶晶感叹，槟城太阳

很大， 恩小姐一开始不是很喜欢阳光直接照在身

上的感觉，“3天后就适应了，她会自己找一个合适

的角度遮住自己的眼睛！然后该吃吃、该睡睡。”

恩小姐虽然已经开始吃辅食， 但在出去的这几

天，晶晶坚持只喂奶，“万一吃其他东西反而让她生病

呢？” 所以她果断阻止了奶奶想要让孙女多吃点新鲜

食物的做法，坚持只为恩小姐供给健康的母乳。

晶晶说，只要大人不要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带给

娃娃， 任谁的娃娃都是乖巧的。“娃娃的不高兴是

因为感受了大人的不高兴， 比如看着她好像蔫了，

大人如果说‘糟了糟了，宝宝不舒服了’这样的话，

她真的就会将不舒服表现出来。”晶晶总结了自己

的育儿经：觉得带孩子麻烦，这只跟家长有关，跟小

孩无关。于是，一路根据气温加减衣服、注意不给娃

娃负面情绪的影响， 恩小姐稳稳当当地度过了9天

长假，还在当地结识了新朋友，甚是开心。

张雨雨（70后妈妈）

晶晶和钟小妹这样带着孩子出游的年轻妈妈很不

错，比那些自己出去耍把孩子丢给老人的强多了，为他

们点赞。我们同龄人出去耍，一般都会考虑怎么耍更适

合娃娃，但我发现好多80后的年轻人，考虑的是自己，

娃娃可以洒脱地丢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不光是旅游，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常挂在

嘴边的是“我们也想自己带娃娃呀，但是工作太忙，确

实没有时间。”听到这话我就想，我们也照样上班照样

忙啊，从这一点上应该区别不大嘛。只要有时间我们一

定是自己带孩子的，不会只为了自己痛快。

金女士（60后妈妈）

这两位年轻妈妈选的地方空气质量都很好， 娃娃

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也能在旅行中得到锻炼。这种做

法在国外也非常盛行。

这几年人们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很

少有妈妈在娃娃很小的时候出远门， 最多就是走一下

近郊，但是现在，旅游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哺乳期

的女性当然也有权利享受旅游的快乐。 只要保证宝宝

安全、不生病，我们都应该支持年轻妈妈们的做法，长

辈们不要一味阻止，看看这两位妈妈，她们不是很好地

完成了旅游吗？

小江（70后妈妈）

游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虽然宝宝看似很小， 但其实他们也在旅游中收获与外

界的各种接触与互动。 婴儿期的认知对宝宝的成长来

说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觉得娃娃太小带出去没意义，那

你为什么又愿意带他到楼下花园逛逛、 和小区其他小

朋友打打招呼、 周末还去郊外看看漂亮的鲜花……我

觉得，不管远近，走出去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宝宝到了

不同的地方会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比如大海、沙滩、轮

船、飞机、不同肤色的人种等等。有条件带他们去其他

地方，为什么不呢？

辣妈

出游

经验

新妈妈带着奶娃游天下

正成为一种新的旅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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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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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旅行让宝宝改掉了“陋习”

辣妈：钟小妹 奶娃：

3

个多月

奶娃出国没那么复杂

辣妈：晶晶 奶娃：

7

个月

案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