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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岁婴儿精细动作发展水平与指导策略
孙晓林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与社会服务系，山东德州 253000

[ 摘要 ] 0 ～ 1 岁是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重要时期，婴儿的精细动作需要在与婴儿月龄相适应的教育环境中
发展。基于此，家长可根据不同月龄阶段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水平、规律，采用亲子互动的形式给予均衡、适
时的训练，有利于婴儿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独立、自信、专注等良好品质的培养与形成，为婴儿认识世界、探索
世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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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发展指的是由神经系统、肌肉协调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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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 ～ 1岁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水平及指导要点

身体动作的发展，主要包括以坐、立、行走为主的粗

1 岁前婴儿精细动作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由被动

大动作发展和以手的抓握及操作动作技能提高和

的抓握逐渐发展成主动的抓握，且抓握的时长、方

改善为主的精细动作发展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式及操作技能会随着月龄而增长。如 1 ～ 3 个月的

婴儿动作的发展是其早期参与活动的前提 。婴儿

婴儿，随着月龄增长，由刚出生时的“抓握反射”，慢

早期因其生理基础（如大脑、神经系统及发音器官

慢出现无意识抓握，并学会用手拍、抓、握等基本动

等）发育尚未成熟，婴儿的言语理解及表达能力处

作。4 ～ 6 个月的婴儿，由“原始抓握”，慢慢习得用

于较低水平，在难以与他人进行正常沟通与交流的

手取物，掌握摇、敲、摔等操作物品的方式；7 ～ 9 个

情况下，婴儿的心理发展水平往往通过其动作发展

月的婴儿，由双手配合逐步五指分化，灵活多样的手

水平进行外在的反映。然而缺乏经验的家长在婴

部动作成为探索世界的重要方式。10 ～ 12 个月龄

儿动作培养方面存在一定的疑惑，如不清楚每个月

的婴儿，手部动作从随意操作转变为按照事物的属

龄段婴儿动作发展的水平及指导要点及如何给予

性操作。基于此，家长可以根据不同月龄阶段婴儿

适龄婴儿均衡、适时的训练。基于此，本研究立足

精细动作的发展水平示例和指导要点，采用适宜的

于 0 ～ 1 岁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水平和指导要点，

策略进行指导训练，帮助婴儿健康成长。0 ～ 1 岁

提出相应的亲子互动式训练策略，以期帮助家长在

婴儿精细动作发展水平示例及指导要点 [4] 见表 1。

寓教于乐的环境中科学育儿、快乐育儿，增强亲子

三、0 ～ 1岁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指导策略

之间的互动、交流，建立深厚的亲情关系。

（一）0 ～ 3个月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指导策略

[1]

[2]

一、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内涵及意义

0 ～ 3 个月婴儿的手部动作主要是被动抓握，

精细动作的发展也称之为手部动作发展，主要

主要表现为小手从握拳到松开，尝试去抓东西。因

包括手的抓握及操作动作发展 。手部动作的发展

此，精细动作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手掌、手指肌肉力

看似简单，但对于婴儿来说，既有现实意义，也有长

量锻炼以及手部获得触觉经验等方面，让婴儿在抓

远意义。手的动作发展为婴儿认识世界、探索世界

握中逐渐体会到手是行动的工具之一。

提供了可能，也为其心理健康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1. 获得触觉经验的训练

[1]

婴儿在早期通过手的抓握接触各种事物，加强手脑

锻炼婴儿获得触觉经验时，家长可轻轻扳动婴

及脑内联系，拓宽视野，扩大认知范围。随着手部动

儿手指并慢慢捋顺，然后轻触婴儿掌心，促进其手

作的熟练化、细致化，婴儿能进一步习得操作物体的

部获得触觉经验。除此之外，家长还可以对婴儿手

能力以及更高级的解决问题能力 。在此基础上，

掌、手心以及手指进行专门性的按摩，轻轻活动婴

婴儿会更加积极地用小手作为媒介去触摸新事物、

儿的双手，以此增强婴儿各个关节的灵活性，提升

认识大千世界。除此之外，当婴儿习得某些操作动

婴儿五指的屈曲和手部的自然开合能力。出生后

作技能时，不仅有助于其独立自主地活动，还有助于

1 ～ 2 个月的婴儿，家长可以把不同质地的自然物

婴儿良好性格的培养，如在掌握使用勺子进餐时，婴

品（如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或适合婴儿小

儿能够养成自信、耐心等积极的意志品质。

手抓握的玩具（如拨浪鼓、触觉手球、小摇铃等）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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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0～1岁婴儿精细动作发展水平示例及指导要点
月龄段

精细动作的发展水平示例

指导要点

1 ～ 3个月

1.小手呈握拳状，触碰其手掌会紧握拳

1.获得触觉经验的训练；

2.玩具在手中留握片刻（约2 ～ 3 s）；

2.用手拍、抓的训练；

3.双手可握在一起

3.抓握训练

1.能抓握、摇动并注视玩具；

1.抓握准确度的训练；

2.能摆弄、捏取桌上的玩具，会撕纸；

2.摇动、敲打训练；

3.能用手取物，并可以两手传递物品；

3.拇指和其余四指配合取物；

4.掌握最基本的操作物品方式，如摇、拍、敲物品

4.双手配合动作训练

1.能自己取一个玩具，再取一个，然后放下；

1.拿起、放下动作训练；

2.拇指、四指捏住直径约5 cm的玩具；

2.拇指、示指分化动作训练；

3.手中拿两块积木，并尝试取第三块；

3.拇指、示指配合动作训练

4 ～ 6个月

7 ～ 9个月

4.能塞放几何图形、套圈圈等
10 ～ 12个月

1.拇指、示指动作熟练，双手能打开包装纸；

1.练习掀开、合上动作训练；

2.把小球放入小瓶、把书打开合上；

2.简单的操作动作训练，如翻书、拧瓶盖等

3.用蜡笔在纸上涂玩；
4.能按物品属性，进行简单的操作运动

在婴儿的手心，让他感觉不同的物体类型；还可以

技巧。为使婴儿手部的活动得到更佳的锻炼，家长

让婴儿抓握成人的手指，停留片刻，丰富婴儿敏感

应选择易于摇晃的玩具，如拨浪鼓、手摇风铃、沙锤

皮肤区的触觉经验。

以及可以捏出响声的软材料玩具，促使婴儿手部动

2. 用手拍抓、抓握训练

作，以抓握为开端，然后朝摇晃、捏等其他动作方向

2 个月后婴儿的精细动作有了相应的发展，小
手不再一直紧握拳头，有时会两手张开。此阶段婴

发展。
（二）4 ～ 6个月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策略

儿精细动作锻炼的重点应放在手掌、手指肌肉力量

4 ～ 6 个月婴儿精细动作已经有了较大的进

的锻炼上，如锻炼婴儿用手拍抓、抓握训练。此时

步，开始出现随意的抓握动作，且手眼开始协调活

家长选择的玩具应该是带柄的、易于抓握的，如果

动，主要表现为能用手取物并放入口中，可以两手

能发出响声，效果更佳。当婴儿躺在床上时，其头

传递物品，并掌握最基本的操作物品方式，如摇晃、

顶上方悬挂一些类似于脚蹬钢琴健身架的玩具，让

拍、敲物品。因此，此阶段精细动作发展重点应放

婴儿利用上肢的力量自己动手击打、够取、抓握。

在婴儿手抓握的准确度、双手配合能力以及摇动、

这些悬挂类玩具家长要经常移动，以免造成婴儿斜

敲打等动作方面 [5]。

视或偏头。家长也可以提供通过摇晃、挤压等操作

1. 抓握准确度训练

产生声响的玩具，放在婴儿手中，并协助婴儿操作，

家长锻炼宝宝抓握准确度时，可以在宝宝的周

锻炼婴儿手的灵活性和肌肉强度，同时帮助婴儿的

围或小床上方悬挂一些玩具，刚好能让宝宝抓握，

双手逐渐适应舒展开放的状态。

以锻炼抓握的准确度以及手眼协调能力。玩具的

3 个月是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分水岭。在这

材质尽量有区别，如塑料类、木质类、布类等玩具，

一阶段，婴儿的无意识抓握开始出现，这也成为婴

可以增强婴儿手部触觉的灵敏度。

儿手部动作开始正式发育的标志。婴儿手部时常

2. 摇动、敲打训练

处于半张开状态，两只手有时能够凑在一起自由玩

各类精细动作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内在承接

耍，有时会尝试抓握四周的物体，但因手眼协调能

性。婴儿 5 个月时具备了抓握能力，在此基础上，

力还不强，常抓不到物体。婴儿抓握行为刚开始出

家长可以进一步锻炼婴儿的摇动、敲打等动作。家

现时，利用小拇指侧边抓握物体频率较高，慢慢过

长可以手持带有抓柄的、可以发出响声的玩具，如

渡到利用大拇指侧边，再发展到后期利用整个手掌

手摇风铃、铃鼓以及拨浪鼓等，激发婴儿兴趣，集中

抓握物体。在这一阶段，家长可以将安全无毒且体

婴儿注意力，引导婴儿用手去抓握。当婴儿抓住玩

积较小、色彩亮丽、柔软富有弹性的玩具，如牙胶、

具时，家长要及时抓住其手部共同摇晃，并逗引婴

手抓球，置于婴儿面前，引导婴儿抓握，训练其抓握

儿，使整个过程充满趣味，进而激发婴儿主动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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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玩具并进行摇动。另外，也可以选择专门训练敲
打的玩具，如木制的节奏棒、木琴等，让婴儿进行摇

3. 拇指、食指配合动作训练
9 个月时，婴儿已经会用拇指和食指配合捏取

动、敲打训练。

物体，将积木放入箱子里，倒出，如此循环往复。此

3. 拇指和其余四指配合训练

时，家长可以借助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材料，引

6 个月以前，婴儿是用整个手握物，拇指的作用

导婴儿自发地开展拇指与食指配合捏取动作，如让

微小。6 个月之后，婴儿的拇指和食指能够分开进

宝宝练习剥纸、拧瓶盖、拉拉链等游戏。也可以为

行对立握物。家长可以尝试让婴儿拇指和其余四

婴儿提供各种捏取、挖抠类玩具材料，供婴儿自发

指对立抓握体积较小的玩具，如大小形式各异的触

探索。

感球。

（四）10 ～ 12个月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指导策略

4. 双手配合动作训练
6 个月后，婴儿已经具备了正确抓握、摇动玩具

10 ～ 12 个月的婴儿小手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单
个手指的灵活性、手指配合以及学习按照事物属性

和模仿敲打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婴儿双手的协

进行简单的操作活动。

调能力逐渐提升。家长在与宝宝游戏互动时，鼓励

1. 练习掀开、合上动作训练

宝宝双手交替拿取玩具。如为了让婴儿在两手间

婴 儿 10 个 月 起，单 个 手 指 的 灵 活 性 提 高，可

传递玩具，家长可有意识地在同一侧逐一递给婴儿

以锻炼其手部掀开、合上的动作。如家长可以选用

多个玩具，引导婴儿进行交替手的训练。当婴儿不

层次分明、有立体感且色彩多样的宝宝布书，引导

会双手传递玩具时，家长可放慢动作亲自示范，方

婴儿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书页，将书页轻轻地提起来

便婴儿理解。经过不断地训练，帮助婴儿明白双手

翻过去，让婴儿练习翻书的动作，以及促进婴儿抓、

可配合进行操作完成更多意愿。

握、拿、捏等精细动作的发展 [6]。

（三）7 ～ 9个月婴儿精细动作发展的指导策略

2. 其他简单的操作动作指导策略

7 ～ 9 个月婴儿精细动作的发展出现明显转

1 岁左右的婴儿对于手的使用越来越熟练、自

折，如手作为工具的特性开始彰显，逐步取代口腔

信、自主，能够体验到双手在操作外界的各种客体

探索。除此之外，婴儿手部动作向更加精细化的方

时带来的趣味性。家长在对婴儿进行简单的操作

向推进，如小手五指初步分化，开始能够用大拇指

动作训练时，应注意采用亲子互动的方式，配以游

和其余四指配合捏取物品；婴儿单手操作物品和两

戏活动进行亲子情感交流，开展动作指导。如提供

手合作的能力提高，如拿在手中的玩具能摇晃、投

多样化的材料鼓励婴儿自由涂鸦；陪伴婴儿翻书；

掷，也会灵活地运用双手交换物品。因此，应重点

配合婴儿搭积木；协助婴儿扣纽扣、拧瓶盖等；除

锻炼婴儿手指的分化及双手的配合能力。

此之外，家长可借助生活事件锻炼婴儿的手部动

1. 拿起、放下动作

作，如吃饭时，将食物加工成可用手捏取的大小或

婴儿刚开始出现拿起、放下动作时可能是无意

鼓励婴儿使用小勺进餐；游戏结束时，鼓励婴儿动

识的，如手中拿起的玩具因无意识的松手而掉落。

手整理玩具，培养婴儿独立自主、耐心、自信等积极

基于此，家长可以准备一个大口径的空盒子以及体

的品质。

积较小的玩具，如形状、材质、软硬度各不同的触感

四、小结

球、叠叠乐等，在宝宝的注视下将玩具一一放下，再

考虑到婴儿早期探索世界以口腔探索为主要

一一拿起，缓慢地反复做放下、拿起的示范动作，并

途径，大多数婴儿会将玩具放入口中，这极易对其

反复强调“放下”，帮助婴儿掌握。

生命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家长在教养过程中应做

2. 拇指、食指分化动作训练

到全程陪护，并为婴儿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

7 ～ 8 个月的婴儿能够掌握各种形式的抓握动

如提供的玩具应符合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以无

作，家长可以开展亲子手指操，促进婴儿手指分化，

尖角、无易脱落零件的轻质、安全无毒材料为主。

也可以采取一些游戏活动进一步强化婴儿拇指及

除此之外，玩具是婴儿精细动作训练的重要载体，

食指能力的发展。如撕纸，撕纸的动作不仅能让宝

也是促进其精细动作发展的主要素材，家长在为婴

宝的指尖得到摩擦，还能锻炼拇指、食指的灵活性。

儿创设训练环境时，应尽量提供适量、适用的且能

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多功能益智玩具，让宝宝用

满足多样需求的玩具或材料 [7]。因此，家长应了解

小手自由探索玩具的不同玩法，锻炼手部拍、按、抠

0 ～ 1 岁婴儿精细动作发展水平、指导要点，并采用

等精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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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菜长得超过了 30 cm。这次，孩子们又发现了新

活动，分析他们的行为特点和心理活动，为幼儿提

问题：绿豆苗倒了很多，有些水萝卜也倒了，而且叶

供有力的支持。幼儿的活动引起教师的关注，教师

子也发黄了，水好臭，还有好多小飞虫呢，芽菜里面

的关注进一步促使幼儿活动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

都长了黑色的毛……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孩子们没

平的发展，形成有效的师幼循环互动，教师适时介

有退缩，也没有放弃，而是在积极地想办法。为什

入让幼儿都能参与。

么会这么臭？要么我们也给它们洗洗澡吧。有了

（三）角色定位

这个想法，孩子们决定试一试。于是，它们一起把

教师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师幼互动，教师根据

小芽菜拿到洗手盆处，给小芽菜们“洗澡”，接着又

幼儿的行为，及时转变自己的角色，引导幼儿深入

给它们换了清洁的饮用水，希望它们“喝”了干净的

探索，提升建构水平。在这种合作探究式的师幼关

水就不臭了。终于可以仔细观察了，不臭了，好开

系下，保证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

心啊，孩子们又喜上眉梢啦！这次的问题再次引起

实现师幼互动的良性循环。

幼儿们每天都要关爱小植物的强烈共鸣。

（四）评价激励

8. 情境八：问题多多

评价不要片面、狭隘、一言堂式，要积极调动幼

解决了发臭、有虫的问题，爱探索的孩子们依

儿的学习兴趣，培育幼儿的自信心，这是对孩子的

旧停不下来。现在又在讨论着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信任和尊重，也会有益于提高孩子继续学习的积

忘记照顾它，而不会让小芽菜干死、渴死的问题了。

极性。

种到土里试试？……期待孩子们更有意思的探究

自然角是幼儿园进行幼儿科学学习的重要组

活动。

成部分，在自然角活动中，给孩子自主探究的机会，

三、幼儿持续探究能力的培养

让幼儿按自己的方式主动地探索和学习。我们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教

注的不是知识的价值本身，而是幼儿在获取知识和

师要“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各种表现与反应，敏感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个性品质的发展及幼儿可以获

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

得的使其一生受益的知识和经验。让幼儿在宽松

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水培活动提示教师培育

的氛围中探索，让探索在好奇中萌芽，在引导下发

幼儿持续探究能力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展，在责任中深入，在惊喜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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