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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人陈迪青遗失中银保险车牌
为浙 DCS222 保单，保单号为
3050120193300005002234 保
单，特此声明

个体工商户徐卫国遗失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上城分局2013
年 05 月 23 日核发注册号为
330102600187208 的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3308211978031044141J，声
明作废

尊敬的租户 钟自强 先生：本
人与你签订的临浦东藩中路路
某103号店面房巜租赁合同》
将于2019年9月20日到期，本
人多次通知你未果，请您在本月
15日之前来办理续租手续，交纳
拖欠费用。特此通知，请予配
合！2019年8月9日

杭州翁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杭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湖分局
2019年5月22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3229167914,声明作
废

杭州久霖服饰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耿凡遗失绍兴柯桥红星美凯龙
质保金单1份，编号180500254
3,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杭州亮标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
管局2016年04月2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330104583219572N, 声
明作废

杭州临安元元烤鱼馆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岁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01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3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8LNNB1F，声明作废

撤销公告：杭州余杭桂花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
10日，在《余杭晨报》19版刊登了
注销清算公告，现经公司股东会
决定，撤销原注销公告及注销清
算组备案，公司将继续经营，特此
公告。

杭州富阳耕特竹笋专业合作社注
销公告：本合作社全体社员已决
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合作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合作社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利济堂控股有限公司遗失杭
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
年5月7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02MA27WCEX3X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法人章（姚李莉
印）、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孙旻焜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车架
号 LVSHCADB9HR026215，金 额
￥3000元（叁仟元整），特此声明
作废

杭州阳傲市场调查有限公司遗失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2009年06月05日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16890994921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公章一枚;
财务章一枚；法人章（法人名：杨
相榜）一枚声明作废

湖州影视城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5013501357061)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南浔菱湖大粒工艺品商行个人
经营注册号330504640065026
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公司原个
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
的债权债务仍由嵇伟丽本人承
担

杭州华顺家具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3 月 1 日遗失合同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险机动车商业
险流水号1810065076声明作废

俞丽霞遗失人保财险商业险保
单 ，PDAA201833010000678257
印刷号33001802480584，交强
险 保 单 ， PD-
ZA201833010000805935，印 刷
号33001802611991，声明作废

浙江陆克轴承有限公司注销清
算公告
本公司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杭州霓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
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温州志开建材有限公司遗失温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
2019年06月27日核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302MA2AUK-
CF7D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
章，财务章,法人章（法人:赵鹏
飞）声明作废。

杭州利济堂中医门诊部有限
公司遗失杭州市上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03 月 0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30102MA27X9N672 的营
业执照副本；及公司公章、法
人章（皇甫燕印）、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优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03月12日核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106MA2B15GA3
6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潘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减资
公告经本公司出资人决定：本公
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2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
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
此公告

/广告

比起情绪，应关注孩子的体质
让小朋友多晒太阳、多接触空气

“现在二胎的孩子多，前面有哥哥姐
姐，稍微模仿一下就可以了。”多家幼儿园
老师说，现在小班的小朋友真的要比早些
年的成熟、老练。所以，比起孩子情绪问题，
家长更应关注孩子的体质。

特级教师、李惠利幼儿园园长林红
说：“一直以来，我们身边都有不同体质的
孩子，过敏的、哮喘的、湿疹的……这些疾
病，一个可能受环境影响，另一个可能与
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
有关。”

她分析说，现在的小朋友养的过于娇
嫩。比如换季时，有些家长，天气几乎没怎
么冷就给小孩穿很多衣服。这样一来，孩子
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力就会下降。孩子大都
非常好动，一运动就容易出汗，如果汗水没
有及时擦干，风一吹就易感冒。

“让小朋友多到户外去，多晒太阳、多
接触空气、多接触大自然，这是一个强身健
体的好办法。哪怕是坐一坐，走一走，看看
草，看看花，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除此之
外，平时让孩子多参加一些成人的劳动。哪
怕他不怎么会做，也让他参与一下。不仅能
提高他的生活能力，对他的机体也是一种
锻炼。”林红说，这样的孩子抵抗疾病的能
力会增强。

眼下，暑假已过去大半，再过一段时间，很多小朋友将首次走进校园，开启求学生涯。比起他们的激动、兴奋，
父母、祖辈的情绪反倒更需要关注。

从记者的采访反馈看，准幼儿园新生家长基本受四大问题困扰：怕睡不好、怕吃不好、怕哭、怕不会上厕所。

家住高新区的柳女士，最焦虑的是外孙
女入园的问题。

“她在家里吃饭是要喂的，幼儿园里阿
姨不知道会不会帮忙喂饭。”每次和邻居老
太太唠叨起这个话题，她就会有点失控，“幼
儿园里的床那么小，怎么睡得着？老师会不
会提醒她上厕所，我们家姑娘不提醒是不会
去厕所的……”

比起祖辈的焦虑，父母似乎要好点。
“我最害怕的是没有熟悉的人在身边，

他会哭的。”住在福明家园的陈女士，前两年
深受朋友圈的影响，“好像小孩上幼儿园没
有不哭的。”

为什么祖辈比父母焦虑？记者了解到，因
为现在小朋友入园离园的重任常常落在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身上。所以老人会特别担心孩
子在幼儿园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有没有
被别的小朋友欺负，有没有哭……

老师们说，往年开学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小朋友在教室里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
教室外面哭、在幼儿园门口哭、在家里哭，甚至
有在幼儿园爬窗户爬门口爬墙上张望的。

闻裕顺幼儿园的李巧老师说：“家长要
学会放手让儿童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充分
做好入园准备，及时调整孩子的心态，安抚
好祖辈的心态。”

那么，怎么调节好孩子的心态、做好入
园准备呢？

李巧说，幼儿园小班是着重培养孩子的
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个阶段。老师会教授、引
导孩子独立进餐，学会洗手、喝水、走楼梯、
上厕所、穿鞋子、分辨裤子的正反面、脱裤子
……家长也应提前让孩子在家里尝试做，给
孩子灌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独立意识。

“幼儿园是一个大集体，很多情况下，不
能因某一个孩子的特殊要求，老师就改变作
息时间。所以要在开学前及时调整好孩子的
作息时间，早起早睡，包括午睡时间12:00~
2:30。如果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幼儿园的相对
同步，孩子就能很快适应幼儿园生活。有的
孩子会在午睡时间哭闹，因为这个时间段不
是他平时午睡的时间段，睡不着又很担心，
又想爸爸想妈妈，所以就会格外焦虑。”但
是，她认为这都是可以改变的。

说到孩子哭泣，李巧给家长们的建议是，
有些家长老是说“不要哭”，其实“哭”这个词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负面的强化。不如跟孩子
讲，在幼儿园里会有哪些玩具？幼儿园里有家
里没有的东西吗？如果有，你好好观察，好好
玩，然后告诉妈妈，好不好？给孩子一些明确
的指令，让他能够集中注意力去发现、去探
索，他就会慢慢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了。

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
一直说“不要哭”是在激发负面情绪

怕睡不好、怕吃不好、怕哭、怕不会上厕所

准幼儿园新生家长
受四大问题困扰

□记者 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