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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母乳:
专为宝宝而产1

母乳喂养是环保的绿色之选 : 宝宝能够完全、有
效地吸收母乳，所以他们的尿片几乎没有臭味。比起
生产、包装和运输配方奶粉所需的能量以及包装产生
的废物，母乳喂养的宝宝产生的废物和污染实在是微
不足道。2

随时随地 : 无需隐藏你的爱心。宝宝和妈妈一起外
出时，可以享受妈妈的母乳和搂抱。在加拿大，这是
一项人权。3 无论宝宝何时何地需要母乳，妈妈都能
随时供应，而且温度总是适宜。有一些专门设计的衣
服，能使哺乳更方便。

省钱人人爱  : 母乳喂养是降低预算的好办法。配方
奶粉第一年的花销可能超过 $1,600，其中还不包括奶
瓶、奶嘴、消毒装置的费用以及消耗的时间。7 非母乳
喂养的宝宝，即使到了儿童甚至成人阶段，也更容易
出现感染和患病，从而产生更高的医疗开销以及患病
时间。日积月累，积少成多。

爱的无穷力量  : 妈妈在用身体哺乳期间，她和宝
宝都需要关怀！有温暖的臂膀呵护她们，有助于她们
度过这段经历。对新妈妈来说，有一个帮手是很有帮
助的。虽然无需清洗奶瓶，多一双手能够帮助安抚宝
宝，抱着宝宝，换尿片、给宝宝泡澡、给宝宝（和妈
妈！）按摩，并在妈妈泡温水澡时用背带安
全地裹着宝宝去散步。这些都是伴侣与
宝宝培养亲密关系、支持母乳喂养的
绝佳机会。

妈妈的健康  : 母乳喂养对大家都
有好处，分泌母乳的妈妈也不例
外！9 
 
•通过分泌催乳素和催产素，改
善妈妈的情绪，使妈妈身心放松 
•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乳腺
癌、卵巢癌、宫颈癌和子宫癌） 
•降低心脏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率 

•预防骨质疏松（骨密度低）

一切正常 : 新妈妈的身体已准备好要为宝宝分泌母
乳。人类母乳喂养下一代已有十万多年的历史。妈妈
的身体从受孕时开始经历的周期，经过孕期和分娩，
最终通过分泌母乳完成。 
 
“多吃一点点饭，多喝一点点水，妈妈就能为宝宝产
出最高品质的食物。” 8

我的身体我做主 : 女性的身体在孕期和哺乳期会经
历许多变化。宝宝在你的体内成长是一件壮举，但你
的身体也需要时间来恢复。母乳喂养可以帮忙！ 
 
•通过分泌催产素，帮助子宫复原 
•帮助妈妈减去怀孕期间增加的体重  
•推迟母亲月经回潮的时间，也有助于推迟再次怀孕
的时间  

宝宝的健康 : 人类的乳汁中含有宝宝生长发育所需的
所有元素。在宝宝出生的头六个月里，母乳喂养能提供
完善的营养。妈妈的乳汁在每天不同时候会有变化，
以适应宝宝的需求。如果妈妈和宝宝吸入了病菌，乳房

便会把开始这种病菌的抗体加入到母乳当中。
宝宝断奶之前的每一次哺乳，都会增强

他/她的免疫力，抵抗将来妈妈和宝
宝可能会遇到的多种病菌。而缺少
母乳的宝宝，患以下病症的风险会
增高： 

•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耳部感染  
•湿疹  
•糖尿病 
•脑膜炎 
•肥胖  
•婴儿猝死症 (SIDS)

 
聪明的宝宝 :  

宝宝出生时，大脑功能仅有
25%可以使用。而在其它哺乳动

物中，这一比例达到45-80%。5 正因
为此，出生不久的奶牛和猫咪宝宝就
能来回走动并且自己去喝母乳了。大
自然的安排，正是让人类的乳汁在
宝宝出生的头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里，帮助完成其大脑功能的开

发。母乳对于IQ的作用，其它任
何婴儿食品都无法代替。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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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奶粉是以牛奶或豆奶制成的人工产品。对刚出生
宝宝的娇小身体来说，配方奶粉是一种异物，能导致
宝宝肠道内壁发生改变。母乳中含有天然的益生元和
益生菌，能保护宝宝的肠道。有研究表明，母乳喂养
的宝宝健康成长的概率最高。 9  

少吃多餐，建立起健康的进食模式 : 正常食量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刚出生宝宝的胃，只有一颗
樱桃大小！ 所以，母亲分泌的初乳浓度非常高，并且
份量正好，不会给宝宝娇小的胃造成负担。难怪宝宝
需要经常哺乳了。出生五天后，宝宝的胃大约是他/她
的一个拳头大小，所以一次只能装下这么多！随着宝
宝的成长，妈妈的乳汁分泌量会增加，并随着宝宝的
需求而发生变化。每次哺乳临近结束时，出奶量会减
少，宝宝能由此明白“喝饱了”是什么感觉。母乳喂
养能预防宝宝将来患上肥胖症。10 

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 宝宝的行为并不一定遵循书
中的规则，和其他妈妈谈一谈，就知道宝宝之间的差
别有多大了；宝宝的“正常”定义其实是一个范围。
妈妈通过观察其他母亲哺乳来学习给宝宝喂奶，而与
正在哺乳的其他妈妈和宝宝共处，也很有乐趣。无论
妈妈有怎样的计划——留在家中，重新开始工作，或
是去旅行——母乳喂养都可以融入她的生活。

支持的力量: 母乳喂养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
通过寻求信息和支持得到解决。“加拿大国际母乳会
(La Leche League Canada) 哺乳辅导员”可以为您提供
帮助，解决正在母乳喂养家庭的燃眉之急！如果在哺
乳时感到任何不适，最好及时寻求帮助。

妈妈们可以通过电话或上网方便地联络到训练有素
的国际母乳会哺乳辅导员。登陆网页 http://www.lllc.
ca/get-help 或拨打1-800-665-4324 寻找离你最近的辅导
员，更可以了解到有关当地集会的信息，和“提交问
题”的选项。

更多信息 www.lllc.ca/breastfeeding-information；母
乳育儿全书（中文版）：http://store.llli.org/public/
profile/856。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和推特 (Twitter)上找
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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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寻找当地有关母乳喂养的支持，请联
系

请只用母乳喂养！ 少量奶粉也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宝宝的身体系统指望着母乳来保护它、养育它。
给宝宝喂一次配方奶粉，就可能会对宝宝的胃壁造成
轻微损伤，并打乱宝宝体内的微妙平衡，导致胃部
问题或过敏症。宝宝喝下一瓶非母乳之后，需要两周
肠道才能恢复正常。 11  世界卫生组织、加拿大卫生
部、加拿大营养师全国协会和加拿大儿科医生协会都
推荐宝宝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里只喝母乳。4  广告暗示
配方奶粉和母乳功效相等，但事实并非如此，也永远
不会如此。配方奶粉中并没有母乳中所含的能抵抗病
菌的成分。奶粉是未经无菌处理的产品，有时可能含
有危险的细菌。12 如果你觉得你的宝宝需要喝奶粉，
请向专业的健康人士咨询你的顾虑，以及应当如何减
小风险。由此，你可能会决定宝宝并不需要喝奶粉，
或是可以先尝试其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