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岁儿童成长记录

如果您正在担心您孩子的发育情况，请联系中州早期教育指导中心 (ECDC)，了解筛查、
评估和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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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15-443-4444 免费热线：1-800-962-5488 传真：315-443-4338
电子邮箱：ecdc@syr.edu website: http://ecdc.sy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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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1-3 个月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重要记录

观测时间

动作
 一直抓住物体或发出嘎嘎声（1-2 个月）








仰卧时将双手放在身体中心（1-2 个月）
俯卧时抬起头和脸颊（3 个月）
俯卧时用双臂支撑上半身（3 个月）
俯卧或仰卧时伸展双腿（2-3 个月）
张开或握紧双手（2-3 个月）
双腿放在坚固的表面上时会向下使力（3 个月）
时不时以俯卧或仰卧姿势翻滚（3 个月）

认知
 对人声会做出反应，如转身、扭动身体（0-1 个月）
 专注地凝视人脸（2-3 个月）
 跟随移动的物体（2 个月）
 能够在一定距离内识别熟悉的人或物（3 个月）
 开始协调使用手和眼（3 个月）

语言






能够发出吮吸声（1-2 个月）
听到说话声会笑（2-3 个月）
能发出咕咕的声音，会自己发出声音玩（始于第 3 个月）
能仔细聆听声音（1-3 个月）
对高分贝噪声感到害怕（1-3 个月）

社交/情绪





进行眼神接触（0-1 个月）
开始展示社交式微笑（1-3 个月）
喜欢与他人玩耍，玩耍停止时会哭闹（2-3 个月）
更能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进行交流（2-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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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期危险信号（1-3 个月）












对高分贝噪音无反应
2-3 个月时双眼不随运动物体移动
2 个月时不会被您的声音逗笑
3 个月时还不会抓握物体
3 个月时不会被人逗笑
3 个月时无法有力地支撑头部
3-4 个月时不会伸手拿玩具或抓握玩具
4 个月时不懂将物体送向嘴边
4 个月时，当双腿置于坚固表面不懂向下用力
单眼或双眼无法朝任意方向转动
多数时候眼睛是内斜视状态（前几个月偶尔的内斜视属正常情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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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4-7 个月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重要记录

观测时间

动作










双臂伸展时向上使力（5 个月）
推动着使自己坐起来，无头部迟滞现象（5 个月）
用双手支撑着坐起来（5-6 个月）
短时间内不用支撑可坐起来（6-8 个月）
用双腿支撑整个体重（6-7 个月）
抓自己的脚（6 个月）
双手传递物体（6-7 个月）
以抓扒的方式来拿东西（非用指尖抓握）（6 个月）
经常翻滚，从俯卧到仰卧，又从仰卧到俯卧（6 个月）

认知








玩捉迷藏游戏（4-7 个月）
根据听到的名字寻找某位家人或宠物（4-7 个月）
探索时懂得手口并用（4-7 个月）
轻松地追踪移动物体（4-7 个月）
找出半隐藏的物体（6-7 个月）
抓住在眼前晃荡的物体（5-6 个月）
寻找掉落的玩具（5-7 个月）

语言








会笑和发出尖叫（4-7 个月）
通过语调区别情绪（4-7 个月）
发出声音来回应其他声音（4-6 个月）
听到“再见”会以挥手回应（4-7 个月）
使用声音表达开心和不开心（4-6 个月）
能够定位并转向发声处（5-6 个月）
开始音节重复（5-7 个月）

社交情绪





喜欢社交游戏（4-7 个月）
对镜子里的图像表现出兴趣（5-7 个月）
情绪被扰乱时，半个小时就能平静下来（6 个月）
能够回应他人的情感表达（4-7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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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期危险信号（4-7 个月）


















肌肉看上去僵硬、紧张
看上去像布娃娃似的非常松散
身体已经坐起，但头部仍然后垂（5 个月时仍有头迟滞现象）
对身边的看护人未表现出依恋
不喜欢身边有人
单眼或双眼一直出现内斜视或外斜视
长时间流泪，对光敏感
不会对周边声音做出反应
难以将物体送到嘴边
4 个月不会转动头部寻找声响的来源
6 个月时不会翻滚（从俯卧到仰卧）
6 个月时还需要在别人帮助下才能坐起来
5 个月时不会笑或尖叫
6 个月时不会主动伸手去够物体
双眼不会同时跟随物体移动
5 个月时双腿还无法支撑一些重量
难以平静，长时间哭闹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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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8-12 个月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重要记录

观测时间

大动作










向前爬行（8-9 个月）
做出爬行姿势（8-9 个月）
无需帮助就能摆出坐的姿势（8-10 个月）
自己靠着家具能够站立起来（8-10 个月）
爬行（9 个月）
由坐到爬行，或摆出俯卧的姿势（9-10 个月）
扶着家具走路（10-13 个月）
无支撑的情况短暂站立（11-13 个月）
无支撑的情况下可步行 2-3 步（11-13 个月）

小动作







用指尖抓握物体（拇指和食指）（7-10 个月）
用力将两个 1 英寸的立方体合在一起（8-12 个月）
用食指做出戳的动作（9-12 个月）
将物体放进容器（10-12 个月）
将物体取出容器（10-12 个月）
尝试模仿涂写（10-12 个月）

认知







听到名字时会望向正确的图像（8-9 个月）
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物体（摇动、捶打、扔、丢）（8-10 个月）
喜欢看书中的插画（9-12 个月）
模仿手势（9-12 个月）
进行捉迷藏、打蛋糕等简单游戏或与别人玩滚球（9-12 个月）
轻易找到被隐藏的物体（10-12 个月）

语言








牙牙学语时喊出“爸爸”和“妈妈”（7-8 个月）
牙牙学语时会变化语调（7-9 个月）
向特定的人喊“爸爸”“妈妈”（8-10 个月）
听到“不要”时，会暂时停止活动或注视大人（9-12 个月）
能够回应简单的口头要求，如“给我”（9-14 个月）
做简单的手势，如摇头表示“不”（12 个月）
使用感叹词如“哦哦”（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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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

观测时间

 吃手指（8-12 个月）
 大人给穿衣服时能伸胳膊和腿（9-12 个月）
 喂饭时能拿着小勺子（9-12 个月）

社交/情绪








面对陌生人时会害羞或紧张（8-12 个月）
爸爸或妈妈离开时会哭闹（8-12 个月）
在玩耍时喜欢模仿别人（10-12 个月）
对特定的人和玩具表现出特定的偏好（8-12 个月）
喜欢妈妈或固定的看护者超过其他人（8-12 个月）
为获得关注重复发声或做手势（10-12 个月）
需父母哄着入睡（9-12 个月）

成长期危险信号（8-12 个月）












不会爬行
爬行时身体倾向一侧（超过 1 个月）
被支撑时仍无法站立
不寻找被隐藏的物品（10-12 个月）
不会讲任何话（如“妈妈”或“爸爸”）
不会使用手势，如挥手或摇头
10 个月时坐姿仍不稳定
对新环境和陌生人无反应
受惊时不会寻找看护人
.8 个月时对捉迷藏、打蛋糕等游戏欠缺兴趣
8 个月时无法咿呀发声（如“妈妈”或“爸爸”）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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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 12-24 个月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重要记录

观测时间

大动作








独立行走（12-16 个月）
行走时将玩具拖在后面（13-16 个月）
行走时带着大玩具或多个玩具（12-15 个月）
以不太自然的姿势奔跑（16-18 个月）
带着球行走（18-24 个月）
不依靠任何支撑，在家具上爬上爬下（16-24 个月）
靠着支撑物上下楼梯（18-24 个月）

小动作





自己胡乱涂写（14-16 个月）
将容器弄翻，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12-18 个月）
搭建 4 块积木或以上的塔（20-24 个月）
完成简单的 3-4 块木制拼图游戏（21-24 个月）

语言








不再无意义的说“不”（13-15 个月）
能够理解简单的一步指令（14-18 个月）
会说出几个词语（15-18 个月）
能够识别家庭成员、物体和身体部位的名称（18-14 个月）
听到某物名字时能够指出该物或其图画（18-24 个月）
重复在对话中听到的语言（16-18 个月）
使用两个字的句子（18-24 个月）

认知






找到藏在 2-3 层盖子下的物品（13-15 个月）
听带插图的故事书（15-20 个月）
认识某个身体部位（15-24 个月）
开始对形状和颜色进行分类（20-24 个月）
开始玩装扮游戏（20-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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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时间

自助






开始用勺子自己进食，有溢出（13-18 个月）
进食时喜欢玩弄食物（18-24 个月）
在大人帮助下可穿鞋（20-24 个月）
懂得转动门把手来开门（18-24 个月）
能够从敞开的杯子里喝水，有溢出（18-24 个月）

社交/情绪






模仿他人的举动，尤其是成人和年龄大点的孩子（18-24 个月）
越来越喜欢同伴或其他孩子（20-24 个月）
独立性增强（18-24 个月）
开始出现逆反行为（18-24 个月）
分离焦虑情绪出现，然后消失

成长期危险信号（12-24 个月）












18 个月时仍不会走路
经过几个月行走或踮脚行走的锻炼，仍未形成熟练的“脚后跟到脚趾”走路模式
18 个月时能说出的单词不超过 15 个。
2 岁时，不能使用特别的双字短语（如“还要牛奶”、“大狗狗”、“妈妈帮忙”）
15 个月时仍不了解日常家居用品（如刷子、手机、杯子和叉子）的功能
24 个月时仍不会模仿动作和说话
24 个月时仍不能听从单步指令
无法识别自我
不能说出两个单词的短语
不会使用勺子和杯子来吃饭和喝水
不会表达各种情绪（如生气、害怕、高兴、兴奋和挫败等）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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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 24-36 个月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观测时间
重要记录

大动作








攀爬技能熟练（24-30 个月）
自己下楼，每步需使用双腿的力量（26-28 个月）
上楼时扶栏，轮流使用双腿（24-30 个月）
踢球时双腿互换（24-30 个月）
已能熟练奔跑（24-26 个月）
骑三轮车（30-36 个月）
轻易完成弯腰动作，不会跌倒（24-30 个月）

小动作







用铅笔或蜡笔画横线、竖线或圆（30-36 个月）
看书时每次翻开一页（24-30 个月）
搭建 6 块积木以上的塔（24-30 个月）
将铅笔拿在手里做出“写”的姿态（30-36 个月）
拧紧或拧开罐盖、螺母和螺栓（24-30 个月）
转动旋转式把手，如门把手（24-30 个月）

语言










使用代词（我、你、我、我们、他们）（24-30 个月）
了解大部分句子（24-40 个月）
认出几乎所有常见的物体和图片（26-32 个月）
不被他人理解时表现出受挫感（28-36 个月）
理解物理位置关系（在上面、在里面、在下面）（30-36 个月）
能够说出姓名、年龄和性别（30-36 个月）
用语言表达需求（30-36 个月）
知道简单的旋律和歌曲（30-36 个月）
陌生人能听懂大部分语言（30-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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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观测时间



懂得如何让机械玩具动起来（30-36 个月）



懂得将手中或房里的东西与书中图画匹配（24-30 个月）



与布娃娃、动物和人玩假扮游戏（24-36 个月）



根据颜色对物体分类（30-36 个月）



完成 3-4 块拼图游戏（24-36 个月）



知道“两”个的概念（26-32 个月）



听故事（24-36 个月）



知道几个身体部位（24-36 个月）

自助
 在大人帮助下脱裤子（24-36 个月）
 帮忙收拾东西（24-36 个月）
 在桌子自行进餐，有溢出（30-36 个月）

社交/情绪







经常使用“我的”这个词语（24-36 个月）
嘴巴上说“不”，但还是会按要求做事（24-36 个月）
能够表达更丰富的情绪（24-36 个月）
不愿接受日常中的重大变化，但逐渐变得顺从（24-36 个月）
开始遵循简单的规则（30-36 个月）
更容易接受与父母分开（36 个月时）

成长期危险信号（24-36 个月）












频繁摔倒，上下楼梯有困难
持续流口水说或语言不清
不能搭建一座四块积木的塔
不能操控小物件
三岁时仍无法画圆
不能运用简短词汇交流
不参与假扮游戏
不能独自用勺子吃饭或用杯子喝水
不能听懂简单的指令
对其他孩子不感兴趣
坚决不愿与最初的看护者分开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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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 3-4 岁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观测时间
重要记录

大动作








单脚跳跃和站立达 5 秒钟
上下楼时无需扶栏
将球向前踢
将球扔过肩
多数情况下能抓住弹跳球
知道前进和后退
使用骑行玩具

小动作






临摹方形
画出人的 2-4 个身体部位
使用剪刀
画出圆形和方形
模仿一些大写字母

语言







理解“相同”和“不同”的概念
已经掌握一些基本的语法规则
可以使用 5-6 个字的句子说话
提出问题
说话清楚，足以让陌生人听懂
讲故事

认知









正确指出一些颜色
知道数数的概念，还有可能知道一些数字
对时间有了更清楚的理解
听懂含三个行为的命令
回忆起故事的一些部分
了解“相同”和“不同”的概念
参与幻想游戏
了解因果关系（“我能够做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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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







观测时间

自行进餐，无溢出
自已洗/擦手和脸
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帮忙布置桌子）
自己穿戴一些衣物，大人帮忙扣扣子、拉拉链和系鞋带（夹克、裤子和鞋）
使用刷子或梳子为自己梳头

社交/情绪












对新的经历感兴趣
与其他孩子合作或玩耍
扮演“妈妈”或“爸爸”
在幻想游戏中更有创造力
谈话时能够不跑题
更加独立
玩带有简单规则的简单游戏
开始与其他孩子分享玩具
经常不能区分幻想与现实
可能有想象中的朋友或认为自己见到怪物

成长期危险信号（3-4 岁）
















无法原地跳跃
不会骑三轮车
不会用拇指和其他手指握住蜡笔
涂鸦费力
不能模仿画圆圈
不能将四块积木堆成一堆
父母离开时，粘人哭闹
对互动游戏没有兴趣
无视其他孩子
不搭理家庭之外的人
不参加玩具幻想游戏
抗拒穿衣、睡觉和如厕
生气或懊恼时，猛踢猛打，毫无自制
不使用超过三个单词的句子
不能恰当地使用“我”和“你”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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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 4-5 岁
孩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
观测时间
重要记录

大动作





单脚站立持续 10 秒钟或以上
跳跃，翻跟斗
摇摆，攀爬
或许会蹦跳

小动作





临摹三角形或其他几何形状
画出有身体的人
标记出一些字母
穿衣和脱衣无需帮助

语言






能够回忆起故事的一部分
说 5 个字以上的句子
使用将来时态
讲述更长的故事
说出名字与地址

认知






数出 10 个或 10 个以上的物体
正确说出 4 种颜色
5-10 分钟内可以加入小群体
对时间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了解家中每天使用的物品（钱、食物等等）

自助





独立使用叉和勺
嘴唇闭拢时仍可咀嚼
有人提醒时可独自进入卫生间
自己脱衣服，可能懂得解开纽扣或拉链

0-5 岁儿童成长记录
由 ECDC 改编和修订-2012

观测时间

社交/情绪






想要得到满足
喜欢跟朋友一起
更倾向于有规则可依
喜欢唱歌、跳舞和表演
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

成长期危险信号（4-5 岁）





















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恐惧或胆怯的行为
无法与父母分开
容易分心，无法在任何一项活动中集中精力超过 5 分钟。
没有兴趣与其他孩子玩耍
经常性地拒绝搭理人
在游戏中很少运用想象力和模仿力
大多数时间显得郁郁寡欢
看起来与其他孩子和大人很疏远或避免接触
情感表达有限
吃饭、睡觉、上厕所有困难
无法区分幻想与现实
看起来异常被动
不能理解介词（“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把球放在沙发下面”）
不能理解两个连续的指令（“捡起玩具然后放在架子上”）
不能说出自己的姓名
不使用复数或过去时
无法用积木成功搭建 6 到 8 层
抓蜡笔时拳头紧握，无法放松
不能独自脱衣服
不能独自刷牙、洗手及擦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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