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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教，宝宝发育中不可缺少的营养

首届户外大型胎教音乐会后，引发市民关注

����8 月 7日晚，

长沙首届户外大

型胎教音乐会在

橘子洲完美呈现，

连天公也格外眷顾，清风、晚霞带

给音乐会上的妈咪、 宝贝们格外

好的心情。 这场户外大型纳凉胎

教音乐会的成功举办， 唤醒了星

城人们胎教新眼光。 为孕育更加

聪睿的宝宝， 越来越多的市民关

注“母爱·回归”，关注宝宝胎教。

由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

承办的长沙首届户外大型胎教

音乐会结束到现在， 已有十余

天，打来电话咨询的孕妈妈们却

依然络绎不绝，如何做好孩子的

胎教，如何才能让宝宝不输在起

跑线上。

胎教，让宝宝赢在起跑线上

家住岳麓区的孕妈妈侯盼坦

言：“参加了上次的胎教音乐会，

很受启发与鼓舞。 以前一直很想

给宝宝好的开始， 但不知道怎么

做，只是不停地吃好的营养品。 在

胎教会上， 听了教授讲解后才知

道这是极片面的做法。 ”在咨询台

前， 她急切地问教授： 到底怎么

做，才能让宝宝赢在起跑线上呢？

“营养好只是保证孩子出生健

康的一个基本要求，但也不能补得

过多， 过多会引起肥胖等相关问

题。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院长张

次秀教授表示，早教，从胎教开始

对宝宝的教育， 能促进其大脑的

发育。

孕妈妈是胎宝贝接触世界的

唯一途径，宝宝接触世界的最初方

式就是聆听。 在众多胎教方法里，

音乐胎教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一种。

有效地实施音乐胎教，能很好地促

进胎儿宝宝的大脑和感官发育。

科学实践证明， 受过音乐胎教的

宝宝出生后喜欢音乐， 反应灵敏，

性格开朗，智商较高。

为了进一步提高长沙出生人

口质量，长沙玛利亚医院特意举办

了一场户外胎教音乐会，其目的是

让准妈妈准爸爸们认识并领略到

科学正规的音乐胎教带来的母婴

益处，让更多人来关注胎教，关注

母爱回归。 张次秀教授强调：并不

是所有的音乐都可以成为胎教音

乐， 孕妈妈要选择自己喜欢听的、

舒缓、流畅的轻柔音乐；在实施音

乐胎教的时间上也很有讲究，要选

在宝宝胎教活跃期进行，一般在晚

上、临睡前尤佳；另外，每次实施胎

教音乐的时长不宜太长，否则会造

成胎儿的听觉神经和大脑疲劳。

育儿心切，提防陷入圈套

昨天， 孕妈妈李静亲自到长

沙玛丽亚妇产医院进行了咨询。

“我非常相信音乐胎教的的魅力，

因此近期一直在关注音乐胎教的

产品。 听说有一种胎教音乐工具,

其音乐由多种经科学设计的不同

节奏的声音组成,且声音是模仿孕

妇的心跳声,胎儿可非常清晰地听

到这些有节奏感的声音。 ” 李静

说，产品说明书上显示，使用这种

工具胎教后能带来诸多好处，看

了后我很心动， 但又怕没有科学

根据， 只好前来咨询我信任的产

科医生黄主任。

现在市场上提供的胎教音乐

产品非常多,像李静一样的孕妈妈

们该如何面对呢？

“很明显，这是商家所设的圈

套。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产科主

任黄汉名说，因为生活在羊水中的

胎儿大约长到 6 个月的时候,就可

以清晰地听见母亲体内的血液循

环、心脏跳动等声音,也能感知到

来自于外界的各种声音, 母亲的

心跳声在胎儿出生后依然能带给

他们安全感。 既然胎儿在妈妈体

内的时候就能聆听母亲的心跳

声, 为什么还要刻意去听模仿心

跳声的胎教音乐呢？ 假如说这种

模仿心跳声的音乐确实对新生儿

具有积极影响 ,那么“原版”的心

跳声应该不比它差。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专家温

馨提示各位孕妈妈，育儿心切但切

记勿陷入商家圈套，只有科学地实

施胎教，才能孕育更加聪睿的宝宝。

链接（相关）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导入

“FCWI（Fully�Care�for�Women�and�

Infants）全程化国际妇产医疗服务

新理念”， FCWI意为“妇婴全方

位关怀”。 这种国际妇产医疗服务

理念强调全程化、 人性化和家庭

化，将孕产妇视为一个健康人，在

孕前、孕中、待产、分娩、产后等全

过程的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以

及婴儿护理、 监护等一系列的妇

婴医疗流程和就医路径中， 进行

科学、全面、系统地设计，给予孕

产妇和新生儿全方位的呵护。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张次秀院长在“母爱·回归”长沙首届大型胎教

音乐会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客服工

作人员向现场孕妈妈详细解说音

乐胎教的重要意义。

员工遭“末位淘汰”解聘可索赔

长沙半数企业用“末位淘汰”裁人，称能者上次者下很正常

劳保部门：“末位淘汰”解聘员工属违法，员工可申请违约赔偿金

刘先生是长沙某药企销售代表，

还没到8月底， 他就开始四处询问这

个月的业绩排名。因为按照公司规定，

销售代表必须完成50万元的销售额，

每个月考核一次。如果排名最后一位，

即使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仍要被辞退。

刘先生说，“末位淘汰制” 给自己

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他认为这有失公

平。“只有员工在完不成公司规定的工

作任务时， 才能说明他不能胜任本职

工作， 进而被公司辞退； 现在的问题

是，末位淘汰制的实施，让一些员工即

使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 也仍然可

能因为排名靠后而被辞退。”

记者就此走访了多家企业， 有半

数曾经或正在实行“末位淘汰制”，其

中餐饮、服务、销售、制造等行业更是

热衷该制度。

“我在合同期内因为末位淘

汰制被辞退， 但是公司不给赔偿

金，这合理吗？”25日，长沙的张

小姐向本报“职场调查”求助。

记者了解到， 这种情况在我

省不少企事业单位都有所存在，企业通过这种方法对员

工进行考核，一旦工作业绩排后，员工就可能被解雇。

对此， 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仲裁院有关人

士向记者明确表示，“末位淘汰制”是企业内部规定，不属

于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范围，因“末

位淘汰制”而丢掉工作的劳动者可以向企业索赔。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王颜娟 黄慧敏

去年12月， 张小姐应聘

到长沙某保险公司做业务

员， 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劳动

合同，期限3年。签合同时，公

司人事经理告诉张小姐，公

司在人员考核上实行末位淘

汰制度， 会根据工作业绩和

其它指标对员工进行考核，

半年考核最后五名将自动离

职，张小姐当时未提出异议。

今年7月1日，公司年中考

核结果出炉，包括张小姐在内

的5名员工因“考核不合格”被

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对此，张

小姐认为公司通过这样的方

式让自己下岗属于违约。“搞

保险业务一方面要看自己的

活动能力， 另一方面要凭运

气，不管怎么排，总是有人要

垫底的，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张小姐质疑， 公司这样

做的真实目的是变相裁减客

户资源枯竭的员工。 因为许

多新来的员工为了拉业绩，

都拼命的将自己的亲戚、朋

友拉来买保险， 到一定时间

后，这些资源就会枯竭。

记者拨通了该保险公司

一名负责人的电话，他告诉记

者，被解除合同的这些业务员

都是能力有限的员工。“公司

并没有违约，因为当初所签的

合同上有规定，如果业绩达不

到公司标准就要被淘汰。”

针对张小姐所说的变相

裁员， 该负责人认为是误会。

“对她们的考核有据可依，公司

曾经给过她们机会， 将其调到

分公司重新上岗， 但遭到了拒

绝。”他表示，保险业是个竞争

激烈的行业，能者上次者下，这

很正常。 公司通过“末位淘汰

制” ，裁掉的人一般有两种：一

种是无法接受企业文化， 没法

适应快节奏、高压力、常加班的

生活； 另一种是在公司待的时

间长了， 工作能力和积极性下

降，工作效率达不到要求。

记者从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劳动仲裁院获悉：订立、变更、解

除劳动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用

人单位不可以单方随便决定。 如果

劳动者确因“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

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

作”，用人单位在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本人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被“末位淘汰”的员工显然不属于

这种情况， 也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

他几种情况。

一名劳动执法人员表示，用

人单位以员工的工作业绩排在末

位为由解除未到期的劳动合同，

这种行为并不合法。 如果用人单

位一意孤行， 劳动者完全可以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

请违约赔偿金。

考核排名靠后请“走人”

如此淘汰不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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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位淘汰”解聘员工属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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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半数企业实行“末位淘汰制”

根据我国《劳动法》三种情形之一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1、劳

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

不能从事原工作及另行安排的工作

的；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

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3、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现实劳动关系中， 单位绩效考核

中排名末位的劳动者， 并不一定是不

能胜任工作的，即使不胜任工作，用人

单位也应为其提供培训或调整工作岗

位。如果仍不胜任，才可以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并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提

醒

三种情形可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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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