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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头人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活动过程中的肢体状态，能否坚持顶住沙漏，什么情况下能更好地盯住
沙漏等，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1分钟 4次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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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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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努力地坚持顶住沙漏，也坚持盯住我头顶上的沙漏。（  ）

C.	我自己也觉得顶住沙漏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顶上一段时间。（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日期 第几轮 沙漏规格 目光离开次数 备注



6

G.	孩子完成起来并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顶住沙漏，并和我相互盯住对方头顶的沙漏，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

我愿意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做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顶沙漏，但身体还是会频繁晃动，我发现他身体的控制力

和平衡感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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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听听谁多了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更快速、准确地说出正确答案；如果有频繁出错或说不
出来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第一组难度 10组 8组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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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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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每组词语。（  ）

C.		我自己觉得把每题多出来的词语都找到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找	

准确。（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题 正确几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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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并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听出第二组比第一组多出来的词语，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

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听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词语，但每轮练习还是会经常出现听不出来或者听错的

情况，我发现他听觉短时记忆能力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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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形舒尔特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搜索速度会更快，找得准确率高等；如果有速度变慢、频
繁找错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11月5日 第一题 图卡01难度 30秒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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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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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做每一道题目。（  ）

C.	我自己也觉得后面九宫格的题目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很快地完成。（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用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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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按指定顺序搜索图形，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做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找，但大多数题目还是完成得比较慢，我发现他视觉注意

广度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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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词语复读机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更顺利、准确地复述出来；如果有频繁复述错误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第一组题目 10组 8组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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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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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每一组词语。（  ）

C.		我自己也觉得词语比较多的题目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复述准确。

（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做了几组 正确几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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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按顺序复述词语，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听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但还是经常出现题目复述不全的情况，我发现他听觉

记忆广度和听觉短时记忆能力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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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相同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11月5日 第一张 2次 找对了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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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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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地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积极参与。（  ）

C.	我发现自己做起来也有难度，但孩子完成得还不错。（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张图 找了几次 找对了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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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我能看到孩子的努力。（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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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镜子游戏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11月5日 5个 4个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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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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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地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积极参与。（  ）

C.	我发现有时候我也得想想、比划比划，但孩子完成得还不错。（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做了几个动作 做对几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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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能看到孩子的努力。（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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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紧跟节奏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紧跟节奏，以及变换节奏时孩子的反应情况等；如果有
频繁跟不上、反应不过来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1分钟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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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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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节奏并调控自己的动作速度。（  ）

C.		我自己也觉得跟着变化多样的节奏随时调控动作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

本上做到。（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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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跟随变换的节奏随时调控动作的速度，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

意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完成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节奏和调节动作，但还是经常出现跟不上的情况，我发

现他听动统合能力和反应速度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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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小方队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紧跟指令并且准确摆放，您念指令时的语速情况等；如
果有摆放速度变慢或者频繁摆错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1分钟 单一颜色 15个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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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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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指令和摆小图形。（  ）

C.		我自己也觉得指令快的情况下完成摆放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做到。

（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指令难度 摆放个数 备注



34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跟随指令快速摆放相应的小图形，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

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完成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指令和摆放，但还是经常出现跟不上的情况，我发现他

视听动统合能力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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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听话”的木偶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快速并准确做出动作；如果有频繁做错动作的情况，是
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一组 15秒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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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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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指令和做动作。（  ）

C.		我自己也觉得在指令快的情况下能坚持快速做对动作还挺困难的，孩子却

能基本上做到。（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轮 几组口令 活动时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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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跟随指令快速做动作，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续坚持。

（  ）

I.	我发现孩子完成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指令和做动作，但还是经常出现跟不上或者做错动作的

情况，我发现他听动统合能力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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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灵活的小士兵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可以更快、准确并连续正确完成；如果有频繁出错或者反应不
过来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11月5日 第一轮 6分钟 切换6次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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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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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完成每一个随机转换的小活动。（  ）

C.		我自己也觉得转换快的情况下依然能完成任务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

上做到。（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日期 第几轮 时长 项目切换频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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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跟随指令快速转换要进行的活动，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

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完成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指令和完成项目，但还是经常出现转换项目时反应不过

来的情况，我发现他注意转移能力和反应速度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中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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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点扫视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准确念出数字、能够全部念对数字等；如果有频繁念错
数字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11 月 5 日 第一题 图卡 01 难度 2 次 9 个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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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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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完成每一道题目。（  ）

C.  我自己也觉得一直用眼睛跟随线条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做到。

（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视线离开次数 念对几个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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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按照箭头指向进行视觉追踪，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续 

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完成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追踪线条，但大多数题目还是完成得不理想，视线经常在

追踪过程中离开线条，数字也经常读串，我发现他视觉注意的稳定性还有

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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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复读机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更顺利、准确地复述出来；如果有频繁出错或者复述不
出来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11 月 5 日 第一轮 一组 4 个数字 10 组 8 组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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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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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每一组数字。（  ）

C.  我自己也觉得数字比较多的题目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复述准确。

（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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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按顺序复述数字，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听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但还是经常出现数字复述不全的情况，我发现他听觉

记忆广度和听觉短时记忆能力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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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舒尔特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搜索速度会更快，找得准确率更高等；如果有速度变慢、
频繁找错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11 月 5 日 第一题 图卡 01 难度 15 秒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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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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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  ）

C. 我提前看了图卡，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D.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E.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F.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完成每一道题目。（  ）

C. 我自己也觉得一直保持快速搜索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做到。（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题 题目难度 完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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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按照数字的顺序进行搜索，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继续坚持。

（  ）

I. 我发现孩子完成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搜索数字，但大多数还是完成得比较慢，我发现他视觉注

意广度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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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听听谁多了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备注：可以记录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说出答案；如果有频繁出错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以及您还想记录的内容。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11 月 5 日 第一轮 第一组题目 20 题 15 题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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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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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很努力地去听每组数字。（  ）

C.  我自己觉得把每题多出来的数字都找到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基本上找 

准确。（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日期 第几轮 题目难度 完成题数 正确题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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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听出第二组比第一组多出来的数字，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我愿意

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听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听数字，但每轮练习还是会经常出现听不出来或者听错的

情况，我发现他听觉辨别能力和听觉短时记忆能力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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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不同

家长记录

样例示范：

第一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二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11 月 5 日 第一轮 1 分 05 秒 4 个 3 个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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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四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五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第六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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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活动完成情况记录：

成长大发现

 请您仔细看下列选项，根据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后面的（  ）
里“   ”。
1. 您觉得这些天课前准备做得不错的方面是：

A. 我认真地看了视频讲解和示范。（  ）

B. 我仔细阅读了家长指导手册，并提前思考了带孩子进行活动的过程。（  ）

C. 提前让孩子喝了水、吃好饭、上了卫生间，做好了活动的准备。（  ）

D. 准备了安静、不被打扰的活动场地。（  ）

E. 调整好心情，尽量用积极的心态，轻松地带领孩子进行活动。（  ）

2. 您觉得这些天您和孩子完成活动中值得肯定的是：

A. 我尽量花时间带孩子多进行活动。（  ）

B. 孩子努力地坚持顶住沙漏，也坚持盯住我头顶上的沙漏。（  ）

C. 我自己也觉得顶住沙漏还挺困难的，孩子却能顶上一段时间。（  ）

D. 活动中我比较有耐心。（  ）

E. 在孩子表现得不太好的时候，我没有批评他 / 没有对他发火。（  ）

F. 通过活动的方式我更加高质量、高效地陪伴了孩子。（  ）

日期 第几轮 完成时间 几个不同之处 找出几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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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孩子完成起来不容易，却愿意在我的鼓励下尝试。（  ）

H.  让孩子顶住沙漏，并和我相互盯住对方头顶的沙漏，能帮孩子提升专注力，

我愿意继续坚持。（  ）

I. 我发现孩子做得比我预期的认真。（  ）

J.  孩子能努力地去顶沙漏，但身体还是会经常晃动，我发现他身体的控制力

和平衡感还有待加强。（  ）

K. 孩子在活动中竟然想到其他的玩法，让我觉得惊喜。（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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