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朋友圈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3
2021年12月2日 星期四
责编 余麟 视觉 青泉
图编 张路 责校 曹珂

门面出售
重庆雅瑞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有负1层至3层商业
用房出售，地址：1、璧泉街道沿河东路南段68号；2、
璧泉街道红宇大道19号；3、璧城街道文星路248号；
4、青杠街道民安街186号。量大从优，价格1600元
每平方至6000元每平方止。有意者面议。联系人
邓先生：13101207106 苏先生：13638335859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遗失江津区川滋味食品经营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61030071，声明作废。●罗聪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国泰路22号附77号33幢6-7房
产证,证号:渝(2019)荣昌区不动产权第000721664号,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前卫江畔小区
业主委员会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宇小少小吃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18100203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腾峰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24350176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渝北区全富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120003396作废；
遗失2018年5月16日核发的渝北区全
富餐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112MA5YX0MC5N作废。

重医附一院遗失20张重庆市医疗收费票据（纸质）：
0000020101、0000020102、0000020104、
0000020105、0000020106、0000020023、
0000020024、0000020208、0000020202、
0000020201、0000020203、0000020206、
0000020204、0000020207、0000020209、
0000020210、0000020212、0000020213、
0000020214、0005060676，现声明以上票
据作废。 重医附一院 2021年12月1日

重庆强顺公司渝D00795营运证遗失作废。宝捷公
司渝BS3186营运证500110126641遗失作废。丰圣
公司渝D53683营运证500110130203遗失作废。澳
成公司渝D52011营运证500110092615遗失作废。
金 骏 公 司 渝 D46231 营 运 证 500115054262，渝
D42803营运证500115063395注销。重庆宝润来运
输公司渝D92955 营运证遗失作废。安优公司渝
B2A105营运证500110093994 遗失作废。重庆卓
众公司渝D52286营运证500115063032遗失作废。

重庆康元物流有限公司渝DU2900号500222104717，
渝DE9505号 500222104716，渝DP1953号 500222126465，
渝DJ3192号 500222105979，渝DS0815号 500222105842，
渝DJ3125 号 500222105846，渝DP6365 号 500222106663，
渝DX2878号500222106662，渝DA5095号500222107523，
渝DX6905号500222108067，渝DW9175号500222126464，
渝DK5359号500222106661，渝DY3618号500222109156，
渝DT0660号500222103968营运证注销。
重庆康元物流有限公司渝DU2900，渝DJ3192，渝DS0815，
渝DJ3125，渝DP6365，渝DX2878，渝DA5095，渝DX6905，
渝DK5359，渝DY3618，渝DT0660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邦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渝A7G511营运证
500105021900 遗失作废，尊宏公司渝 BU5518 营运证
500110040788 遗失，重庆途延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
D30272注销，重庆瀚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渝BS2668营运
证遗失，重庆市冠马物流有限公司渝D7L00挂营运证遗失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橙心新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方天浩与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2〕第 70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
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月22日下午16时
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2月2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动加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莉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2〕第40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月21日上午
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2月2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吉露瑞雨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周小惠、田治
华、樊秀兰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
〔2022〕第65-67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
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月22日下午
14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2月2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据市气
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各地仍以多云天气为主。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2月2日：多云，10℃~17℃
12月3日：多云，9℃~16℃
12月4日：阴天转零星小雨，10℃~15℃

今明重庆依旧好天气

▲琪琪买的包 受访者供图

最近，“开始爱好者”成了一个新网络名词，它
是指喜欢制订计划的人群，但其实从来坚持不
下来，只是享受计划最开始那几天的快乐。

唐璐说，自己就是典型的“开始爱好者”，一
直在制订各种计划，也为计划付了不少
钱，却始终没有执行和坚持的毅力……

27岁的唐璐是一名文案，她参加工
作已经4年了，刚刚工作时，虽然一直在
寻求进步，但实际上，她感觉进步不大。

“比如我觉得自己的英语口语很差，决心
要练好英语。于是，兴致勃勃地制订了学

习计划：每周看1~2部英语剧，每天朗读半小
时英语。但很快，我发现执行起来有些枯燥，就
花了1000余元，报了一年的成人英语网课，想着
和大家一起学习，再加上花了钱，肯定会更有动
力。但是我只坚持了半个月，就再也没有继续学
习了。直到今年初，我发现网课到期了，才觉得自
己好浪费，陷入了自责当中。还比如我的字写得
不太好看，同事告诉我只要多练肯定能写出一手
漂亮的字。于是，我去书店买回几大本字帖，决心
一定要练出一手漂亮的字。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
了，但我一页完整的字帖都没写过……”唐璐告诉
记者，在生活中，她还制订了很多计划，比如美容
计划、减肥计划、省钱计划等等，终究是没有一项
长久坚持了下来。

制订计划只热衷开头

你也是“开始爱好者”吗？

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谭刚强告诉记
者，对于“开始爱好者”来说，他们对“开始”抱有太
多的憧憬与期望，目标往往也定得非常远大与恢
宏。这就为实现目标带来太大的难度，最终，也一
次次收获“开始容易坚持难”的结果。

就像上述“自律者”们所分享，如果在制订计
划过程中，将目标定成
阶段性小目标，对自己
的预期也变为“每天进
步一点点”，养成坚持做
这件事的习惯，一切就
会容易和轻松许多。此
外，制订计划前，我们不

要当感性的空想家，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时间
情况，理性地思考是否具有完成的能力，尤其是需
要花钱的项目。最好是给自己两三天的冷静期，
如果深思熟虑后，依旧觉得自己满怀期待，而且能
够完成和胜任，再开始也不迟。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目标不要定得太远大

胡先生（28岁 网站编辑）：看到很多网络小
说家火了，我也写起了小说，希望有一天我写的小
说变成热门IP，然后一夜成名。但目前为止，我写
了十几本小说，全部都只有开头……实在是因为
没有粉丝观看，失去了继续写的动力，不得不放弃。

冯小姐（30岁 销售）：我在APP上收藏了很
多运动方法，想每晚都运动半小时，但它们全在收藏
夹“吃灰”；我花4000元买了一套美容仪，想每晚坚持
变美，但是一年过去，我用了不超过10次……我也不
想这样，难道是我天生缺乏坚持的能力？

方小姐（28岁 行政）：这两年来，我的英语
口语提升了很多，方法就是自学。之所以能坚持，
是因为我定的都是小目标，比如本周内记住100
个新单词等等。如果我一来就定：要很快成为口
语“王者”，那我恐怕早就放弃了。

柳小姐（30岁 保险）：一直想要练好普通
话，然后可以参与一些有声书的录制，但是之前就
是坚持不下来。后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
一起建群，每天分享朗读成功，在互相的督促、鼓
励下，真的就坚持了下来。

他们这样说七嘴八舌

专家点评

孩子要啥就“买买买”

如何培养TA的消费观？
“妈妈，我想要买包。”
“你家里有两个包了呀，不准买。”
“这样的包包家里没有。”
“有很多东西我们家里都没有，不可能家里

没有的，你想要就都买回家吧！”……
这是前几天，30岁的邓君和4岁半女儿在

电话里的一段对话，面对孩子见啥都想买的习
惯，她头疼不已，不知道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消
费观。

邓君从事销售工作，休假是调休制，上周末
正在上班的她接到了女儿琪琪用婆婆手机打来
的电话，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段对话。邓君
说，琪琪有两个小背包，如果再加上幼儿园的书
包，就是三个包了，于是她在电话里就坚决地拒
绝了女儿的请求。然而，邓君下班一回家，琪琪
就拿着新包包给她看，还说这个包很漂亮,长大
了上班就背这个包包。邓君当即就发火了：“妈
妈给你讲了，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包包了，不能买
多了放在家里，为什么你不听呢？”琪琪不说话，
这时，婆婆上前打圆场：“真的是拿她没得办法
呀，不买就不走。”

“是一个黄色的拉通链条包，听婆婆说买成
45元钱。”邓君说，琪琪3岁半开始见啥喜欢就
特别想买，不准买就说“这个家里没有”，告诉她

“不能家里没有的都买回家”也不管用，有时只有
强行拉走，或是快速转移注意力。邓君说，买与
不买其实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不能让孩子养成

“要啥就买买买”的消费习惯，但自己没有好的办
法可以引导，这让她很头疼。

孩子买买买 家长很无奈
记者询问了一些家长，好些家长对孩子买买

买无可奈何。
李女士（29岁 导购）：我儿子现在上小学

二年级，也是见啥都想买，有时给他讲道理，可是
越讲道理越不听，就没办法了，只好不理他。但
这也是治标不治本，有时实在见他喜欢，就还是
给他买了。

王先生（31岁 程序员）：我儿子5岁，也是
见啥都想要，不可能每次都买，有时他发脾气就
强行拉走，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好办法来解决这个
问题。

到底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消费观？来看看一些有
经验的家长和育儿专家们的妙招吧。

1.愿望清单法 博主“中国育儿”：先和孩子设
计一个愿望清单，每月给三次许愿的机会，而且价格
也是有上限的。这样孩子在要求购买任何物品时，
都要在心里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
件东西，而不是想要什么就只管张嘴，然
后等家长掏钱。

2.写申请法 博主“大黄蜂教
育”：有一个家长曾分享过一个妙招，
就是孩子不管想要买什么东西，她都
会让孩子写一个申请，写明白购买
的理由。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
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孩子特别想要的
东西，他就懒得写了；如果是非常喜
欢的，写申请可以让孩子理清思路，
让他明白购买这件东西的必要性和目
的。时间久了，那些冲动性购买欲望
的孩子自己就放弃了。

3.约法三章法 博主“延龙家庭教
育”：我3岁的女儿逛超市时见到自己喜
欢的东西拉都拉不走，说了不能买偏偏要
买不放手，后来每次逛超市都会提前给她
讲：“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们都只能买其
中一个，你自己选。”结果现在每次逛超市，
她都很遵守约定，只买一个她喜欢的东西。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妙招分享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113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9 11 12 15 31+05 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3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7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3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7 7 7 4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