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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雇主多关心，
“阿姨”用点小技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雯倩

11 月初，媒体报道
称，亚马逊创始人、三
届世界首富贝索斯的前
管家在 西 雅图对他 提
起诉讼，称自己一天工
作时间长达 14 个小时，
而且 受到各种“ 非人”
待遇。她在起诉书中细
诉了在贝索斯家中不仅
轮班时间长，没有休息
时间，甚至不能使用卫
生间上厕所，因而造成
反复尿路感染。
“ 女 佣起诉 世界首
富”这一关键词迅速吸
引了网络上近 9000 万
网 友围 观。 少 数网 友
开怼“有的雇主可以跟
首富共情”，但更多网
友认为保障“阿姨”合
法权利理所应当，也有
网友提出，维护雇主与
“阿姨”良性互动需要
双方共同努力。
“ 阿姨” 想获得雇
主 主 动 关心， 雇 主 想
方设法留住好“阿姨”，
该怎么做 能 让 雇 主和
“阿姨”双向奔赴？

当心宝宝睡姿影响头形
文 / 潘姿（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孩子出生以后，头骨并没有完全
闭合，有矢状缝、人字缝、冠状缝等
多个缝隙，且宝宝头颅的比例比成人
大得多，大约占身体的 1/4，这些未
闭合的颅骨要承受大脑“巨大的”重
量，这样的重量作用在软软的头骨上，
头骨很容易变形。宝宝如果长时间保
持仰睡姿势，由于那份巨大重量的作
用，原本是圆形的大脑就会变得扁扁
的，所以�������������
，仰睡的宝宝后脑勺容易扁，
������������
看起来平平的，而不是圆圆的。如果
宝宝长时间侧睡，不仅会把脑袋睡斜，
还容易变成“大小脸”
。这是因为婴儿
面部肌肉非常娇嫩，长时间侧睡，位
于上部和侧面的肌肉就会下垂，宝宝
的小脸蛋也就变得不对称了，一边大
一边小，同样也很影响美观。

宝宝磕了包怎样快速消肿
文 / 伍添（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宝宝头磕了个包想要快速消肿，
需要根据起包的时间、大小等情况
来予以针对性����������
的���������
处理。首先，如果是

对家政员说：
博雇主关心，
“阿姨”�������
这样�����
巧“抱怨”

张译文与家政员交流，分享培训课件。

孩子爱动手，
“阿姨”巧“告状”
“张姐，我听你的话，时不时跟雇主‘抱怨’几句，现
在情况好多了！”11 月 19 日，郴州市总工会女工委员会副
主任张译文��������������������
在�������������������
收到家政员肖晨（化名）发来的短信息后终
于稍稍放了心。
肖晨是郴州����������
福城工匠服务有限公司（下称
���������
“福城工匠”
�
）
的一名家政员，从事家政服务20 多年，虽说有些经验，但
没什么机会提升技能，待遇一直上不去。
去年，经张译文介绍，肖晨参加了郴州市妇联组织的家
政技能培训，考了证、提了级，一个月前新上户到一户家庭
做保姆，收入也翻了番，肖晨对张译文非常感谢。
“肖姐性格有点‘闷’，加上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些委
屈总想忍一忍就过去了，从没有跟雇主提起。”两周前，张
译文对肖晨回访时了解到，雇主家 5 岁的孩子总爱动手，
“小
孩子小时候带得比较娇，稍有不如意就会上手扯大人的头
发，甚至打大人的头，下手又没个轻重，肖姐身上都有几
处淤青了。”
张译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一方面连续几天跟肖晨聊天，
另一方面又给肖晨出主意，让她偶尔主动和孩子妈妈沟通
交流，还可以向家里的老人多“抱怨”几次。
这个方法很快奏效，于是便有了张译文收到的那条信息。
“雇主和‘阿姨’站位不一样，加上性格各方面因素，
双方难免有些磕碰矛盾，重要的是巧妙化解。”张译文笑说，
想要获得雇主的主动关心，家政员可以耍点“小心机”。

1. 抓 住 雇 主 的 心。
“阿姨”在
为她配备了一辆电瓶车。”张译文分
上户前要大概地了解雇主的一些喜
享，优秀的“阿姨”是 会被雇主温
好和特点，例如爱整洁、喜欢安静
柔对待的。
等，去到雇主家时就能做到心中有
3. 对雇主进行有效的
“抱怨”。
“阿
数。从雇主的生活细节出发，在烹饪、 姨”在雇主家服务的时候，也不能
清洁、个人卫生方面充分了解雇主的
一味地唯唯诺诺，可以适当地表达
需求，适时根据雇主������
喜好����
准备一点
自己的情感。一方面，从�����
������
工作的合理
惊喜，�������������
这样�����������
能够在雇主心里建立良好
性出发，展现出自己工作的专业和辛
的形象，为自己加分。久而久之，雇
苦���������������
；另�������������
��������������
一方面，可以�������
用自己学到的护
主自然会主动地与“阿姨”建立友谊
理知识和累积的经验，告诉雇主真
关系。
实的感受，也能够得到雇主的尊重。
2. 精心服务感动雇主。
“曾有个 “比如发现雇主缺乏系统的育儿知识
案例，
‘阿姨’在为一家做了短期护
和常用一些错误流程时，
‘阿姨’可
理 后，因为相处非常愉快，当雇主
以大胆地对雇主‘抱怨’，这样专业
一家外出时，直接将家中事务全权
的服务也会让雇主肃然起敬的。”张
委托给她。这份信任让‘阿姨’感动
译文认为，积极的“抱怨”不但可以
不已。后来雇主跟‘阿姨’直接续签
宣泄情绪、释放压力�������
，������
还能获得雇主
了 3 年合同，还为了方便
‘阿姨’上班， 的认同、收获成长。

对雇主说：
留住好“阿姨”，把握三个关键点
经常雇主抱怨请个好“阿姨”不
容易，实际上，不少“阿姨”在雇主
家一做就是好多年，跟雇主处得跟
家人似的。那么，��������
雇主������
怎么做才能碰
见好“阿姨”、留住好“阿姨”呢？福
城工匠管理�����������
人员���������
黄义兰分享，要想让
“阿姨”心甘情愿长久干下去，得把
握好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尊重“阿姨”。多一点活
是没关系的，干活是阿姨分内的工
作，但该吃饭的时候让“阿姨”好好
吃饭，该休息的时候让“阿姨”好好

休息，不要把“阿姨”当�����
作����
机器人，
更不要把剩饭剩菜只给“阿姨”一
个人吃。
“阿姨”活干得好，该夸就
得夸。
第二是善于利用“阿姨”的优点。
不要过于苛刻，虽然“阿姨”可能掌
握了�������������
多方面的���������
家政技能，但是术业
有专攻，有些事不要强求
“阿姨”精通，
而且“阿姨”的精力是有限的，把擅
长的领域做到位就很好��
了。
�
第三是待遇给到位，根据能力给
“阿姨”匹配市场行情的工资。

■伊姐说科普
磕碰�
后 �������������
24 小时之内或起包较小，可
以先给宝宝用纱布、绷带进行局部加
压包扎，或者在家里用毛巾包裹冰袋
或冰水袋进行外敷，这样会促进血
管收缩，避免皮下血管继续出血。其
次，
如果磕碰起包已经超过 24 小时了，
可以适当热敷促进血肿消退和吸收。
如果宝宝的包没有破口，还可以用些
红花油进行局部按摩，也可以促进血
肿消退。最后，若出现较大的包或存
在血肿不容易吸收的情况，可以去医
院予以局部消毒、反复抽取积液等对
症处理。通常对于宝宝磕碰的外部血
肿来说，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会自
行消退。

咳嗽就吃川贝梨，
小心出问题
文 / 易享（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很多妈妈都长期给宝宝喝梨水，
这是不�������������
可������������
取的，因为梨是凉性水果，
长期喝梨水可能会造成寒凉伤脾，会
引起宝宝食欲减退或出现腹泻。有的
妈妈在宝宝咳嗽时会到药店买川贝，
给宝宝蒸川贝梨止咳。川贝确实具有

很好的止咳效果，
但要提醒家长的是，
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产地，因为贝母
产地不同，药性也存在差异。通常贝
母根据产地可分为川贝和浙贝，两者
均有清肺、润肺止咳之效，但浙贝重
于宣散，多用于外感咳嗽；川贝偏于
润肺，多用于燥咳、久咳，适用于干
咳久咳的宝宝。如果用川贝治疗外感
咳嗽，容易导致风邪郁������
结�����
于体内，不
仅不能起到止咳的功效，而且会使病
情迁延难愈，所以千万不要用错了！

婴儿湿疹如何治疗
文 / 殷春波（湖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
在医生指导下，用一些简单安全
的办法就可以有效�������
地������
治疗和控制湿
疹。1. 保湿剂和润肤剂。安全、有效
的保湿剂和润肤剂可以使皮肤保持
滋润、柔软，能恢复皮肤的弹性和软
嫩性，有助于减少皮肤的瘙痒，避免
湿疹进一步加重。此外�
，可以修复皮
�����
肤的完整性，加强其屏障功能，减轻
各种刺激因子的损伤作用，从而减少
湿疹的发作。2. 局部使用糖皮质激
素软膏。大多数家长“谈激素色变”
。

其实，合理����������
地���������
使用糖皮质软膏是安
全且有效的。通常医生会选择弱效、
刺激性小的激素药膏，如氢化可的松
软膏�
、
������������
糠酸莫米松乳膏等。短时间 �( �
通
常不超过一周 )、间断地使用激素药
膏，不会导致局部不良反应，家长不
必过度担心。

孩子晚上睡觉不老实怎么办
文 / 郑长茂（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
二病区）
宝宝睡得不好，首先得检查宝宝
穿的衣服或盖的被子是否合适，如果
宝宝捂得过多或穿着不舒服，就会影
响睡眠。另外，夜间饥饿、排便也容
易造成宝宝睡眠不安。如果排除了生
理因素，缺钙是引起宝宝睡眠不安比
较常见的原因。缺钙的孩子因为神经
兴奋性增高，容易出现吵夜和夜惊的
现象，家长要留意宝宝是否伴有盗汗、
摇头和尖叫的现象��������
。此外，����
缺钙的孩
子往往还伴有头发稀少、枕秃、方颅、
肋骨外翻等表现。如果孩子睡得不踏
实是缺钙所造成的，家长要及时给孩
子补充维生素 D3。同时，要增加孩子

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另外，睡
眠不好的宝宝，家长还要检查孩子有
没有腹胀和腹痛的情况，用以判断是
否有腹股沟斜疝。

“小鸡鸡”怎么变小了？

文 / 殷波（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宝宝如果前 3 个月“小鸡鸡”正
常，到了第 4 个月却“小鸡鸡”变小
了，这可能是因为��������
宝宝������
正处在快速发
育期，体重增加得较快，皮下脂肪增
厚，把本来显露的“小鸡鸡”掩埋在
皮下脂肪内，
所以现在看上去
“小鸡鸡”
不但没长，反而往回缩了。还有的�
宝
宝����������������
因为身体较胖，这种情况会更明显，
几乎整个阴茎都被皮下脂肪掩埋，只
在外边露出一点点包皮。因尿道口被
掩埋，而且尿道外又有包皮遮挡，所
以���������������
宝宝�������������
撒尿时，尿液不能顺畅排出。
家长在给������������
宝宝����������
把尿时，可让����
宝宝��
坐在
大人的双腿上，大人用双手扒开�
宝
宝���������������
的双腿，同时，用双手轻度往外按
压“小鸡鸡”周边的脂肪组织，使“小
鸡鸡”稍加显露，这样������
宝宝����
撒尿就会
通畅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