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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快报名
体验稾瓜手表啦

亲子对讲 呼朋唤友 家庭互动与分享

亲爱的小记者们!你们是否想亲自

体验一下稾瓜手表给大家带来的乐趣

呢" 现在!机会来了# 即日起!小记者活

动中心与稾瓜周口代理商联合推出稾

瓜亲子智能手表体验活动$ 每期
/8

位

名额$ 每个小记者将体验后的感受写成

作文发至小记 者 邮 箱
()*+,-(./012

34#

!还能得到精美的小礼品哦#快快行

动吧#

稾瓜体验店%周口&'市区七一路与

大庆路交叉口儿童大世界一楼

预 约 体 验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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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稾瓜"

七一路二小五#

"

$班 刘泽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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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蓝色的外衣! 戴着黄色的眼

镜!这样的"打扮#在手表界里可是很新

潮$ 它的功能也不止报时这一项!对话%

<=<

求助%定位等功能一应俱全!它就

是稾瓜手表$

我作为周口晚报小记者!有幸体验

了稾瓜手表$ 稾瓜手表拥有其他手表所

没有的功能! 它的对话功能是很有趣

的!只要绑定了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

和绑定的手机进行对话!并可以接收信

息!父母的一句句问候随时都会&钻进#

手表里$

<=<

求助系统也是很方便的!

只要长按对话键
7

秒就可以发出一条

求助信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的

安全$ 稾瓜手表还有定位功能!通过绑

定手机可以查询手表所在的位置 !这

样!父母就可以知道我去哪儿了$

稾瓜手表可真不是一般的手表!你

也来体验一下吧'

和!稾瓜"在一起的日子

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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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到家!妈妈神秘地拿出一个

心形的小盒子!说是送给我的礼物$ 我

小心翼翼地打开!只见里面放着一块红

色的手表$ 我哼了声!说("这有什么稀

奇的' )妈妈笑着说("你可别小看这只

手表!它可不是一般的手表$ 它叫稾瓜

手表!不但可以看时间!还可以和家里

人的手机进行对讲!还有
>?<

定位功能

呢' )

我好奇地拿出稾瓜手表戴在手腕

上!只见它红色的外壳上戴着一幅蓝色

的太阳镜!显得时尚十足!小小的显示

屏下有一大一小两个按键$ 可是怎么才

能和爸爸妈妈的手机对讲呢* 妈妈把说

明书递给了我!让我按说明书的要求进

行操作$ 我按说明书指示!给妈妈的手

机安装了稾呱的客户端!然后一步一步

进行操作! 终于和妈妈的手机绑定成

功$

第二天! 我兴奋地戴着手表去学

校!好不容易等到放学!我立刻用手表

给妈妈发了一条语音信息!告诉妈妈我

放学了$ 不到一分钟!妈妈就给我回了

条语音!说通过定位系统看到我的位置

了!让我先回家等着她$ 晚上!我又研究

了一下稾瓜手表说明书的介绍!发现它

还有许多功能呢! 比如可以闹钟提醒%

建立家庭圈!还能进行
<=<

求救呢' 哈

哈!有了这个手表实在太方便了$

虽然和稾呱手表在一起的日子只

有几天!但我却发现有点离不开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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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之时!父母初为人父%为人

母!也就是说!父龄与母龄!与孩子的年龄

是同样的$ 孩子的降临!让父母们觉得幸

福无比!而对孩子的教育!却常常令人无

从下手$ 孩子的小毛病如何解决* 孩子有

逆反心理要如何应对*孩子贪玩要如何改

变* 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每天都困扰着

家长们$ 好父母成就好孩子$ 天底下没有

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用心的父母$ 大多

数孩子的资质都差不多!天才和低智商者

毕竟是极少数$父母自身素质的千差万别

才决定了孩子最终取得成绩的异同$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商人有
:

个

儿子$ 商人在临终前把
:

个儿子叫到身

边!说自己有
:

份遗产!分别是土地%金钱

和知识!问孩子们都要哪一份$大儿子说(

&我要您的
/888

亩地$ )二儿子说(&我要

您的所有金银珠宝$ )三儿子说(&我要您

经商的方法$ )

商人死后! 大儿子整天在家里吃地

租!日子过得很美$ 二儿子由于继承了商

人的全部金银珠宝!也过着吃喝不愁的生

活$ 三儿子则从零开始经商!将父亲的经

商方法发挥到极致!并不断创新$

几年以后!由于河流改道!大儿子的

田地几乎全部被冲毁!日子过得一天不如

一天+二儿子分得的金银珠宝也在吃喝玩

乐中挥霍一空!最终他流落街头+三儿子

凭借自己的努力!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举

国首富$

故事很短!道理很深刻$ 在今天这个

竞争激烈% 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孩

子只有掌握了知识! 才能够自立自强!越

飞越高$ 如何让孩子主动学习* 如何让孩

子对知识产生渴望*这是需要家长们认真

思考的问题$ 为人父母!谁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在学校成绩优秀! 在家乖巧听话!希

望孩子与他人能和睦相处$ 然而!孩子的

成长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比如个

性%智力%情商等!这些因素都决定着孩子

的未来!但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父母教育孩

子的方式方法$

&玉不琢!不成器$ )孩子如同璞玉!

只有在精心雕琢之下才能绽放出最华美

的光彩$ 一个孩子在成长之初!如同一张

白纸!父母给予什么样的教育!孩子就会

成为什么样的人$家庭是孩子人生中的第

一所学校!父母就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父

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智力发展%习惯

养成%性格形成!以及能力%心态%品德的

培养等方面有着重大影响!甚至决定着孩

子的一生$

现在家庭! 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有

的父母过分溺爱孩子!不管孩子提出什么

要求!父母总是什么都同意!过于宠溺孩

子! 孩子的任何要求父母都想办法满足!

即便是不正确的事也不会加以阻拦$孩子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让自己陷入迷

茫!一旦有要求得不到满足!便不知道如

何去解决!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没有自制

力!做任何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很

好地融入社会! 不能独自在社会生存!也

不能忍受别人的忽视!只是追求一些有刺

激的事情!不管是对什么都没有足够的信

心!一直处在期望别人帮助的状态中$

教育孩子时如果不得方法!不仅不能

达到培养成材的目标!还有可能导致孩子

的逆反心理$然而!要想教育出好孩子!就

要学会了解自己的孩子%尊重孩子的心理

意愿%满足孩子的正当需求!站在孩子的

角度看待问题$ 依据孩子的兴趣爱好!为

孩子量身定制培养计划!最终培养出优秀

的孩子!让千万父母实现&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梦想$ #王君$

小记者风采

真实的自我
小记者%王凯利 学校%七一路二小五#

%

$班

大家好!我叫王凯利!今年
/8

岁了!在周口七一路二小上

学$

我的爱好是读书 (看报 (画画 (滑冰))每周我都会去

英语辅导班学习英语$ 辅导班里有很多图书!每次学完英语

课!我都会在那里看书$ 我看的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集(古

诗集))通过读这些书!我认识了很多生字!还增长了许多

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还有就是读报纸!每天的*周口晚报+都是我第一个阅览!

然后把报纸上的国内外新闻告诉爸爸妈妈! 还给爷爷奶奶讲

述新闻故事(保健知识!奶奶爷爷直夸我长大了$ 我心里美滋

滋的$

我还有很多优点!比如!爱讲卫生!画画得好!花样滑冰!

上课专心听讲!又是班里小组长!对同学热情大方等$

我也有很多的缺点!学习上马马虎虎!不按时完成作业!

吃饭时磨憎!老被妈妈批评!既淘气又爱睡懒觉))

我要克服这些缺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争做品学兼优的

好学生$ 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自我#

家长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