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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矮胖瘦、前凸后翘、火辣、性感
等词似乎都是用来形容女性身材的。
身材对爱美女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身材也与优生优育有关
系。据传，身材好的女人，生出的宝
宝更聪明。所以，你还犹豫什么呢？
想生个聪明宝宝，孕前赶紧塑造完美
身材吧！

你的身材好不好？好身材的标准

揭秘

女人的身材与脸蛋向来是另外
一群爱八卦女人的谈资。大家一般会
讨论身材的几个要素，比如屁股翘不
翘，胸部大不大，腰肢细不细，腿型美
不美等。然后还有身高和体重的搭配
组合，比如又矮又胖，高高壮壮，又高
又瘦，矮矮瘦瘦……

到底怎么样的身材才是好身材
呢？科学研究表明，身材如沙漏(两头
大，中间小，丰乳肥臀)的女性更聪
明，她们生育的子女也更聪明。

对女人而言，除了我们常用的体
重指数来衡量是否肥胖之外，身材高
挑也是好身材重要的一环。现在还有
一个新的测算标准，那就是女人腰部
与臀部的比值，研究发现，女人的腰
围和臀围比例在0.6-0.7之间是最为
理想的。

也就是说，腰围是臀围的十分之
六左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
女人身材应该是接近“沙漏型”的，讲
得通俗一点就是腰细屁股大。

科学家曾对某杂志模特和美国
小姐参赛选手的体型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这些女性多数都拥有 0.7以下
的腰臀比例。梦露、黛安娜、奥黛丽·
赫本等大名鼎鼎的美人儿也就是一
直保持着0.7的完美腰臀比例。

研究还表明，在理想腰臀比例范

围内的人，无论其体重多少，都不易
患心血管、癌症、糖尿病等疾病。而且
属于此范围内的女性在怀孕时遇到
的困难也会更少。

身材密码：女人身材与宝宝智商

的关系

女人的身材真的会影响将来生
育的宝宝的智商吗？研究表明，女性
的腰围与臀围的差距越大越好，因为
臀部上的脂肪酸可能是备受推崇的
Omega-3，它可以改善女人的精神能
力，以及怀孕期间孩子的精神能力。
而腰部的脂肪中含有Omega-6脂肪
酸，这种脂肪酸不适合胎儿大脑发
育，而且腰部的脂肪可能还会引起糖
尿病和心脏病。

研究显示，拥有丰臀细腰的“沙
漏”形身材女性比“苹果”形身材和
“水桶”形身材的女性更聪明，生的孩
子智商往往也更高。科学家认为，可
能是拥有“沙漏”形身材的女性臀部
有较多的Omega-3脂肪酸。

女性丰满的臀部和大腿能积蓄
很多脂肪，这里面含有的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更多，这种不饱和
脂肪酸对于怀孕期间胎儿大脑发育
很重要。

与此相比，腰部脂肪中含有
Omega-6脂肪酸，这种脂肪酸不适
合胎儿大脑发育。腰部的脂肪可能还
会引起糖尿病和心脏病。而太瘦的女
性和“水桶”形的女性缺乏某些类型
的脂肪。

也就是说，腰部脂肪中含有的脂
肪酸不适合胎儿大脑发育，臀部脂肪
的脂肪酸有益于胎儿大脑发育。趋利
避害，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臀部脂肪
酸，不要腰部脂肪酸。所以，腰细屁股
大的女人也就更容易生聪明宝宝了。

想生高智商宝宝，孕前塑造完美

身材

既然瘦腰丰臀的身材更适合生
聪明的宝宝，那么在备孕前，姐妹们
就要好好准备一番了。
备孕时如何塑造完美身材呢？由

于起作用的是脂肪酸，所以我们只需
要把不利于胎儿发育的腰部脂肪减
掉，多积攒一些利于胎儿大脑发育的
臀部脂肪就OK了。小编搜罗了一
下，大家可以试试以下做法：

1、瘦腰：减掉不利于胎儿大脑发
育的腰部脂肪。
(1)转呼啦圈。为了保持呼啦圈一

直不落下，你需要不停摆动腰部，让
你的腰部得到更多的锻炼。但要注意
的是，一定要避免饭后就摇呼啦圈。

(2)尽量穿高腰和中腰裤。高腰
裤、中腰裤不仅可以勒紧腰线，保持
小腹的温度，还可以防止大吃大喝把
肚子撑出来。
(3)多喝水，多运动，多按摩。运动

瘦腰一般是比较有效的，大家可以去
搜一下瘦腰运动攻略，比如练下瘦腰
瑜伽什么的。

2、丰臀：积攒有益于胎儿大脑发
育的臀部脂肪。

相较于瘦腰，丰臀似乎比较困
难。因为丰臀并不是简单地让屁股增
加赘肉，而是要让整个臀部的脂肪分
布均匀、适中。
大家不妨做做深蹲练习。深蹲堪

称丰臀的王牌动作，如果动作要领得
法，完全下蹲到底的话，实际上是可
以练到臀大肌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塑身吧！这可
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能让自己更
美，又能让将来生出的宝宝更聪明，
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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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的妈妈最近很烦恼。她讲到，女
儿是初二年级的学生，最近小美的情绪
变化很大，特别是讨厌自己和她讲话，不
管自己的话是否是为了她好，小美都觉
得妈妈太啰嗦，有时还会发生激烈的冲
突。原来，小美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都
会第一时间和自己说，现在你问她，高兴
了只不过说没什么，不高兴了就一声不
吭。小美妈妈感觉自己很无力，不知道怎
样和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沟通，她应
该怎么办呢？

案例分析

看来小美妈妈正在为自己女儿的事苦
恼，不知道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为什么变化
这么大，怎样才能和她进行有效的沟通。其
实小美的这种情况，不少青春期的孩子都
曾经有过。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心理断乳
期”，这是一个幼稚与成熟、冲动与控制、独
立性和依赖性自相矛盾的时期。一方面，这
个阶段是价值观、人生观开始形成的时期；
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是生理迅速成熟，而
心理发展跟不上生理发育的时期，青少年
情绪情感日渐发展，但两极性严重，情绪容
易波动，缺乏稳定性，容易出现逆反、对抗
心理。由于独立活动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
烈，但缺乏生活经验不能正确理解自尊，只
是强烈要求别人把他们看作成人。如果这
时家长还把他们当孩子来看待，他们就会
厌烦，就会觉得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就会
产生反抗的心理，萌发对立的情绪。从这些
特点可以看出，孩子的种种问题都是有原
因的，也符合青春期孩子成长的规律。我们
家长首先应该明白，孩子的这些变化是正
常的，是青春期心理变化在行动上的体现，
家长不必过分的担忧。对孩子的某些不切
实际的想法和行动不应过分压制，否则就
会造成孩子与父母的心理隔阂，加重孩子
的心理负担。

专家建议：

一、父母要营造良好的亲子沟通情境。

父母要试着放下架子，要让孩子明白和了解父母是爱
孩子的，而爱孩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纳孩子的全部，而
不是只接纳“让父母喜欢”的特质。温馨的家庭聊天是沟通
的基础，寻找孩子喜欢的话题，关注孩子的心情、孩子遇到的
问题……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用理解和理智去面对。

二、做开明的家长，不专制。

以“开明权威”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不妨与孩子共同制
定“游戏规则”，不要朝令夕改，让孩子无所适从而质疑父母
的公正。平等对待子女，不要认为自己应该为孩子的一切做
主。亲子关系不应该是一个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三、与孩子一起学习控制情绪。

首先要学会冷处理，与孩子发生冲突或者矛盾激化时，
让自己冷静5秒钟，然后再面对问题；其次，要有意识地控
制说话的语气，要知道，强势的建议本身就是一种攻击；第
三，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

四、给孩子明确的要求，锻炼孩子自我管理的能力。

明确告诉孩子你担心和在意的事情，不要在一味惩罚
孩子的同时，让孩子根本不了解自己错在什么地方。适当地
给孩子一些选择的权力，培养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态
度和能力。 何新

社区风采

近日，区卫生计
生委主任刘诗强等
一行到徐家汇街道
调研卫生计生工作。
徐家汇街道办事处
主任、分管领导及卫
生、计生科室相关人
员陪同调研。

区卫计委一行
实地察看街道育儿
指导中心、计生综合
服务站工作开展情
况，随后召开了座谈
会。徐家汇街道就优
生优育、流动人口管
理、爱卫办和健康促
进工作、家庭医生等
重点工作进行了汇
报。

区卫计委主任
刘诗强对徐家汇街
道卫生计生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徐
家汇社区经济发达，
服务理念先进，各项
服务管理制度完善，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
楼宇经济特色，结合
家庭发展的先进理
念和要求开展卫生
计生工作。

街道办事处主
任华茂表示，街道会
积极配合区卫计委
工作要求，做好各项
工作，巩固和完善已

有基础，探索和提升服务水平，不
断扩大服务覆盖面，为更多居住、
工作、生活在社区的居民提供优
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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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学前教育工作,
枫林街道整合社区幼教资源、发
挥专业教学优势，召集辖区5家
幼儿园建立了枫林街道学前教育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引进资源、形
成合力，共同开展社区早教工作。
经过多年探索尝试，已形成相对
稳定的工作模式。

一是指导教学工作，培训师
资力量。由2所一级幼儿园指派
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任社区学前

教育工作联络员，指导中心的日
常教学，根据“培养好习惯”这一
教学特色来编制专题教案；同时
各园为中心提供教学培训，定期
安排中心专职教师到园观摩教
学、学习教学经验，帮助提高他们
的专业教学技能。

二是派遣专业教师，协助办
班开课。3所二级幼儿园派遣固定
专业教师任中心兼职教师，根据
中心教学特色，并结合开班学员

的实际月龄情况，各自负责认教
一个月龄段班级的教学工作，与
中心专职教师联合授课，实践全
新教学模式。

三是辖区内幼儿园开放教学
场地，实施亲子教育。联席会议各
成员单位每学期按计划开放教学
场地，提供给中心开展科学育儿健
康讲座、亲子活动等社区学前教育
宣教活动。2011年龙山幼儿园举
办了“阳光宝贝”亲子赛；2012年

东一幼儿园开展“童心飞扬庆六一
亲子同乐共成长”活动；2013年辖
区幼儿园联手举办“幸福家庭、快
乐童年”家庭亲子才艺秀。一系列
新举措的实施，受到了婴幼儿家长
的欢迎，宝宝乐早教班也从招生清
冷到如今的生源爆满。目前，通过
定期召开教学例会、修订教学教
案、扩建教学场所等方式，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工作，把学前教育工作
做得更加扎实。

枫林街道整合资源形成制度 推动社区早教工作上新台阶

日前，由上海市法制宣传教
育联席会议办公室、徐汇区法制
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漕河泾街道办事处承办，上海南

站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协办，主题
为“传播法治理念，凝聚法治共
识，共建法治徐汇”的法制宣传
活动在上海南站长途客运站广

场举行。
漕河泾街道人口计生办在现

场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计划生育
相关政策咨询和服务，为他们送

上免费计生药具 4000余只。
有关领导巡视了活动现场，

亲切慰问顶着寒风细雨参加活动
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漕河泾街道在上海南站开展外来务工人员法制宣传活动

湖南街道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开展“服务新市民 促进均等化”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