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送达人：樊欣蕾

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 （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
樊欣蕾（身份证号 ：110108198008301222），因入职时以及劳动
合同履行期间存在提供虚假工作履历 、不诚信等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根据《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
律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决定从 2018 年 12 月 24 日起
与樊欣蕾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已经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但其本
人未签收，公司再次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

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疗休养
服务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
12110000400755664J） 不慎将已
开具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遗
失 （发票联） 1份， 发票代码：
011001800104， 发 票 号 码 ：
81713188， 声明作废。

声

明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一项研究称， 中老年男性多
喝橙汁、 多吃橙红色果蔬， 有助
提高记忆力 。 研究人员调查发
现 ， 喝一小杯橙汁的男性在记
忆、 听从指令或在熟悉的区域航
行方面有困难的几率要低47%。
而记忆、 理解能力的丧失和意识
混乱的发作可能是大脑衰退的早
期迹象。

《食物微生物学杂志》 刊登
的一项研究表明， 眼泪中含有的
溶菌酶 ， 能在5-10分钟的时间
内杀灭90%-95%的细菌。 哭泣还
能改善视力。 泪水能清洗眼睛的
表面， 保持它的湿润， 并洗去灰
尘和碎片， 并通过润滑眼球和眼
睑来提高视觉功能。

大哭一场除菌又护眼

宝宝游泳脖圈容易伤颈椎

脖圈充气过多会造成宝宝颈
部不适， 颈椎活动受限， 下颌必
须努力抬起， 才能适应脖圈。 同
时， 宝宝脖子软、 皮肤嫩， 套脖
圈容易伤害颈椎和皮肤。 建议1
岁前最好用浅游泳池， 坐着时水
刚好到屁股即可， 1岁后使用腋
下泳圈。

加湿器可以缓解冬天的干
燥， 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损害健
康。 加湿器不要一直开着， 建议
搭配湿度计使用。 对人体有利的
室内湿度水平应在 20%~50%之
间， 如果湿度超过50%， 反而对
呼吸道黏膜产生一些危害， 甚至
引发肺炎。 因此当室内湿度超过
50%， 就要及时关掉加湿器。

中老年多吃橙色果蔬

湿度超过50%或引发肺炎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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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痛
叫陪孩子写作业
名师支招：辅导作业的“正确姿势”

别对孩子的作业大包大揽

“家长没有义务去代孩子完
成作业 ， 教育不能引起家庭矛
盾， 否则会带来非议。” 郑丹娜
认为， 如果孩子完不成作业， 原
因可能有几方面， 其中一个是有
的老师布置作业时要求过于复
杂， 超出学生的年龄段特点， 为
了完成， 家长只能上手。

这时候 ， 需要反思的是学
校， 不要推卸责任。 老师要注意
学生能否独立完成作业， 如果班
里大部分人都不能， 布置作业时
就要慎重， 别留过难的作业。 如

果老师预判学生可能做不出来，
可以提前告知家长， 这些作业是
为了考验孩子的思维能力， 题目
很难； 但老师第二天在课堂上会
教， 如果孩子做不出来， 请家长
不要着急。

如果作业不是特别深、 难，
而孩子又确实做不出来， 在其力
所不及时家长可以帮忙。 郑丹娜
至今记得自己小时候做过 “制作
布小狗” 的作业， 她实在弄不出
来， 第二天又要交， 妈妈就给她
做了一个 ， 后来得到老师的夸
奖。 这让她非常崇拜妈妈， 再遇
到困难的事就会求助妈妈， 亲子
关系非常融洽。

她说， 如果是因为孩子不尽
力才迟迟完不成作业， 家长应该
去引导， 在孩子有困难的地方鼓
励他们， 也可以适当予以辅助，
这能促进孩子的成长。 但如果扶
孩子都没能通过小桥， 孩子一般
自己就会反思。

多注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郑丹娜说了一个小故事。 一
个对数学没天赋的小女孩和父亲
对话 ， 说自己很自卑 ， 畏惧数
学。 她拿作业题问父亲， 父亲讲
了三遍女孩都没听懂， 父亲耐心
没了， 但他在屋里走了几圈， 忍

住没发火， 等脾气过去后才告诉
女儿， 这道题自己小时候也问过
老师， 当时老师讲了8遍他才做
出来， 现在女儿不会很正常， 而
且说到第5遍就会做， “说明你
比爸爸聪明多了。” 女孩听到这
里， 一下子觉得自己很棒， 重新
有了自信。

因此， 家长在辅导时要多鼓
励孩子， 不能比孩子还急， 更不
能数落孩子笨 ， 是榆木疙瘩之
类， 这会给孩子心理暗示。 “一
些孩子在中小学阶段就把学习的
劲儿用光了， 到大学就懈了、 没
劲了。 所以家长要呵护孩子的好
奇心 ， 如果作业做起来特别困
难， 已经严重打击他们的信心，
就不要让孩子做了， 要注意培养
他们的自信。” 郑丹娜提醒。

教育孩子不能拔苗助长

此外， 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实
在不会做的时候跟老师沟通， 发
微信、 QQ都行， 而不是和老师
赌气， 或者怕老师批评孩子。 如
果家长事事越俎代庖， 可能会给
老师制造学生会做作业已经掌握
了这个知识点的假象， 那老师就
会往下接着讲。

“我们学校对老师有相关的
培训， 告诉他们要尊重家长和孩
子， 学生不会做作业很正常。 家
长应该让老师了解学生的真实情
况， 家校多沟通， 互相善意地理
解对方， 毕竟都是为了孩子的健
康成长。” 郑丹娜表示。

孩子成长有阶段性， 每个个
体都有差异， 有的发育早有的发
育晚， 里面存在规律。 家长千万
别着急， 更不能拔苗助长， 要根
据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多与其商
量， 让他们不要畏惧学习。 “我
看过一部叫 《人生第一年》 的录
像带， 是专家做的课题， 内容是
跟踪100个孩子的成长。 初为人
母， 我老担心自己的孩子这方面
发育晚， 那方面不如别人的娃，
其实过几天， 孩子自己就会了，
家长完全不必过于担忧。” 她说。

近年来， 随着我市医疗保险
制度不断完善， 医保惠民措施陆
续推出 ， 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 参保人员就医需求得到有效
保障的同时， 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增加也越加明显。 市医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日常工作中， 他
们通过医保信息系统提示的异常
数据线索， 发现了一些有组织的
骗保犯罪活动， 一些不法分子将
黑手伸向了 “老百姓的救命钱”，
不择手段地实施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活动。

部分参保人员由于法律意识
淡薄、 医保政策掌握不够， 被不
法分子利用， 导致自身权益受损
甚至牵涉违法案件被追究刑事责
任。 为此， 市医疗保障局提醒广
大参保人员， 免费就医、 住院返
钱等行为的宣传有可能是欺诈骗
保的陷阱， 请您提高警惕， 谨记
做到 “三要” “七不要”。

杜绝医保违规违法行为， 做
到以下 “三要”：

一、 要规范使用社保卡， 实
名就医， 主动出示 “社保卡” 和
“病历手册”；

二、 要妥善保管本人的社
保卡 ， 珍惜和维护自身医疗保
障权益；

三、 发生社保卡丢失时， 要
及时办理挂失和补办手续， 避免
个人权益被他人盗用、 冒用。

同时， 做到以下 “七不要”：
一、 不要将本人社保卡转借

给他人使用；
二、 不要将本人社保卡出租

给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 不要使用他人社保卡冒

名就医；
四、 不要用本人社保卡为他

人开取药品或医疗检查项目；
五、 不要使用社保卡超量开

药、 囤药或转卖药品谋取不正当
利益；

六、 不要与不法分子合谋 ，
“免起付” “免费住院” 等行为
骗取医保基金；

七、 不要利用职务或职权便
利骗取医保基金。

同时， 市医保局提示全市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注意，
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 《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
等卫生行政部门有关管理规定，
实名就医，因病施治，杜绝浪费，
严禁超量开药、点名开药、冒名就
医等行为； 严格掌握入院收治标
准， 不得将不符合入院标准的参
保人员收入院治疗， 严禁无病住
院、小病大治、挂床住院等行为。

“985毕业又怎样，辅
导孩子写作业分分钟崩
溃”“33岁妈妈辅导女儿写
作业气到急性脑梗 ”……
类似的帖子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在朋友圈里流传， 引
起家长的一片共鸣。 在会
心一笑的同时， 年轻父母
也不禁感叹辅导作业的活
儿实在难干。

那么， 家长应该如何
正确看待孩子做作业这件
事儿， 大人帮忙完成作业
是否有必要呢？ 听听全国
模范教师、 北京市 “人民
教师奖” 获得者、 垂杨柳
中心小学德育副校长郑丹
娜的建议吧。

“免费住院”或牵涉骗取医保基金
市医保局提示参保人员———

□本报记者 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