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为什么没有时间观念

孩子为什么会在做作业、画画

或者完成某一项任务时拖拖拉拉？

原因

1

：我对这个活动没有兴趣

很多父母不了解孩子， 并对孩子

的兴趣点不关注， 因而常常让孩子做

一些他没兴趣的事情。时间一长，为了

应付父母， 孩子就养成做事拖拉的坏

习惯。

原因

2

：我不知道什么是浪费时间

有些父母比较关注孩子知识技能

的学习，而忽视对孩子学习习惯、生活

细节的培养。时间是什么、如何珍惜时

间等等，孩子并没有概念。

原因

3

：我不想做，可是我不做，妈妈要

打我，所以我就慢慢做

有些父母比较专制，教育方式较粗

暴，孩子在威胁下，不得不选择服从。因

为孩子是被迫接受，所以往往通过拖延

时间来反抗。

玩一个游戏来认识“时间”

要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首先

要让他们认识时间，了解什么是时

间，比如

1

分钟、

5

分钟有多长，可以

干些什么。

第一种方式：时间测试游戏

和孩子做一个时间测试游戏，当喊

开始后计时，让孩子自己计时，如他觉

得到1分钟了就喊停，看看孩子对1分钟

的感觉是否精确。

第二种方式：预估完成时间

让孩子做一件事情，先让孩子预估

完成的时间，然后给他计时，等他做完

之后， 看看是否与他预估的时间相仿。

经常玩这类游戏可以让孩子对时间有

感觉，学习自己计算时间和支配时间。

时间管理是一种能力，也是一门艺

术，不要以为时间花得越多做得就一定

越好， 学好也休息好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 家长不应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更

要教孩子在学习中进行时间管理，这样

他们才能学得更好，也更轻松。

（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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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通常情况下，主材产品的流通渠道

大多经历制造商-品牌代理商-店铺-

消费者四个阶段，而主材产品在进入品

牌代理商阶段后，价格开始大幅飙升，

进口产品价格翻几倍的情况并不鲜见。

生活家A8私享家凭借集团的强大背

景，与国际品牌材料商达成全国批量直

接采购的合作模式， 比市场价直省

20%。同时所有主材由生活家材料配送

中心直属配送，不仅保障了材料的货真

价实，还要比市场价再省至少10%的流

通费用。这也是为什么同等产品配备的

情况下，一套130平米的房子装修，市场

价绝不会低于20万，但是在生活家却只

要大约15万的原因。

在上周刚刚结束的 “集结号全国

在行动”大型活动中，我们采访了生活

家业主冯女士。据冯女士介绍，她位于

华侨城的家160平米， 在生活家参观完

展厅后， 对比生活家A8私享家配备的

产品清单，她和家人到各大建材市场作

了比较， 欧派橱柜市场价不低于15000

元，一套箭牌卫浴不低于16000元，一樘

圣象木门不低于3000元，厨房和卫生间

全套使用罗马利奥地砖，总价不会低于

30000元， 微晶石大地砖每平米约600

元，算下来大约需要40000元左右，再加

上卧室地板，这样初步算下来，只购买

这些大牌主材至少都需要15万，如果再

加上德国标准的辅材， 设计、 人工、损

耗、物流等各种费用，不超过30万是绝

对买不到的。 因此她最终选择了生活

家，花了22万就达到完美的居住效果。

冯女士说，选择生活家，不仅价格

合理，而且完全不必担心健康问题，生

活家8000平米的展厅， 各类国际大牌

主材款式一应俱全， 而且物流及人工

损耗全部由生活家承担， 整个过程省

时又省心。记者做过市场价格对比，能

保障材料大牌，健康环保，设计先进，

服务一流的公司和产品本就不多，且

每平米市场单价绝不会低于1500元，

而生活家A8私享家只要888元就可以

买到。生活家用事实证明强大的企业，

用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 带给顾客的

高品质享受和巨大实惠。 而且生活家

严谨的材料监管体系， 也保障顾客选

择的所有主材的高品质和价格合理

性， 从根本上杜绝顾客自己购买材料

极有可能遭遇的高价陷阱。

生活家装饰再获殊荣！

被中装协授予“中国健康整装领导者”盛誉

888元/平米享高品质健康整装

音乐教父李宗盛2014成都演唱会《既然青春留不住》于5月24日圆

满落幕，生活家作为家装企业唯一赞助商，用A8私享家全新的产品概念完

美诠释了李宗盛的音乐理念，也表达着生活家为顾客打造高品质爱家的信

心。据悉，近日生活家又有喜讯传来，继2012年荣获“中国高品质整体家

装领军企业”这一殊荣之后，生活家再获殊荣！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授予

“中国健康整装领导者”盛誉。同时，生活家集团总裁白杰先生被任命为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装饰装修委员会第二届执行会长。这是对生活家的再

次肯定，也是对生活家多年来坚持健康整装理念的褒奖。

生活家多年来秉承集团爱与责任的企业价值观，倡导健康环保的整装

理念，作为国内首家引进德标工程的高品质整装企业，引领国际环保标准

的德标工程走进千家万户。生活家坚定不移地践行健康整装之路，并以此

为基准开发黄金性价比产品A8私享家， 致力于让更多家庭用最实惠的价

格，轻松享受国际一线产品带来的居家感受。

抢购专线：

028-66660632

抢购网址：

www.shjzs.cn

抢购地址：

西大街新城市广场A座5楼

小区名称：

三利云锦

建筑面积：

148平米

设计风格：

欧式风格

设计总监：

谭皓月

选择套系：

888私享家

整装价格：

165000元

包含项目：

汉斯格雅洁具、

罗马利奥磁砖、瑞士卢森地板、

欧派橱柜、圣象木门、轻钢龙骨

吊顶、踢脚线、地漏、门槛石、锁

具、德国都芳乳胶漆、德国汉高

防水、 德国欧倍线管、 德国

WAGO连接器及水泥、 河沙、

人工、损耗等。

生活家

A8

私享家精品案例

全德系辅材 国际标准健康保全家

生活家作为西南地区首家全国连锁

整装公司，已在七省八城开设了9家分公

司， 为中国上万家庭提供高水准整装服

务。凭借集团强大的采购力和连锁优势，

与欧派、A.0史密斯、方太、圣象、安信、罗

丹、 蒙娜丽莎等数十家国内家居大牌建

立强强结合的战略联盟。2007年与国际

品牌科勒、TOTO、德国都芳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2013年，与获得国际最高等级品

质认证的瑞士卢森地板、被誉为“卫浴

界的劳斯莱斯”的世界顶级卫浴品牌汉

斯格雅、 杜拉维特等国际大牌建立全国

战略合作。 强大的品牌联盟代表着生活

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保障了A8私

享家的黄金性价比。

成都生活家是西南地区最大规模的

整装企业，其主推的A8私享家，顺应了

生活家将国际一线大牌产品带给普通消

费者、让更多家庭用最低的价格、近距离

享受高品质大牌产品的企业发展观。

甲醛是家装污染的罪魁祸首， 建材

中残留的甲醛会逐渐释放， 挥发过程大

约15-20年。 我们每天在家里停留的时

间不会低于10小时， 老人和孩子停留的

时间会更长，而他们的抵抗力又最弱，这

样持续多年的危害， 是对家人健康的巨

大隐形威胁。 事实证明健康的居家环境

对每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其重要程度远

远超过小区环境、 房屋结构等消费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

倡导健康，并不只是一句口号，生活

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客户打造健康居

家的理念。据了解，生活家装饰使用全德

系辅材，环保标准均超过国际最高水准，

质量和使用寿命平均超过传统装修公司

材料的5倍以上，所选取的零甲醛系列辅

材产品， 获得过多项国际国内安全环保

认证，从根源上杜绝装修污染，让更多家

庭更加安全放心。从“中国高品质整装

领军企业”到“中国健康整装领导者”，

生活家用实际行动回馈着万千家庭的信

赖。 同时不断壮大其健康家装核心优

势———德标工程，从2007年的6项德标辅

材发展到如今的11项。生活家A8私享家

国际健康新整装以德系工艺品质为核

心，十一项辅材、十大工艺皆系出名门，

从辅材、 从工艺上为业主的健康居家提

供安全保障。

作为一个拥有长远眼光的企业，满

足客户需求是永恒的目标。 生活家带着

服务客户之心， 选用源自德国的高环保

系数产品，并将这个理念推向全国。这些

国际知名辅材从隐蔽工程入手， 为顾客

的居家安全保驾护航。 同时生活家从未

停止寻找性能更加优异的环保产品，以

满足不断提升的客户需求。今年4月生活

家装饰不惜施工成本引进了德国水性木

器漆，再次在家装污染源头上狠下苦工，

真正做到环保健康。“生活家的柜子一

点味儿都没有”， 这是我们走访的一位

业主刘先生的原话。对于顾客而言，只需

要用一个名包、一块名表的价格，就可以

换来家人长久的安全和健康， 何乐而不

为呢？

全球购模式 普通家庭轻松拥有国际大牌

皮草皮革 家居传承大牌经典

在新开业的芬迪家具店内， 意式风格彰

显无遗，巴洛克、洛可可等意大利建筑的代表

风格， 被融入了几乎每一件家具当中。 造型

上，这里的意式风格家具不同于法式的繁复、

美式的厚重，极其重视材质的运用，使得意式

家具在貌似简约之中， 透出一股值得细细玩

味的奢侈之感。

众所周知， 芬迪的皮草皮革闻名于世，而

它具有 30年历史的家具也传承了这一经

典———无论是沙发、茶几还是软床、衣柜，到处

可见包裹的压纹皮革，大量皮草、皮革、绸缎、

马鞍缝法的皮毛、流苏的皮革、印花织物的运

用，让家具在奢侈之上更显华贵气息。庐馥董

事陆嘉銮介绍道，芬迪的经典优势就是皮草皮

革，而选材全是世界顶尖材质，再加之极致的

意式生活设计，使得他们在家具制作上游刃有

余，让时尚和家居能做到一脉相承。

当然， 这一奢侈大牌的家具产品价格不

菲，记者咨询现场服务人员了解到，一个转角

沙发的价格在60万元左右， 一个吊灯的价格

也在20万元上下。陆嘉銮称，芬迪家具的定位

为高端定制类的大宅业主。

高端家居云集 成都显西部要地

近年来， 入驻成都的高端家居品牌呈逐

年上升之势 ，无论是在富森·美家居、红星美

凯龙这样的家居卖场，还是如仁恒、寺库这样

的奢侈品商场， 高端家居类产品已成为其一

大卖点。

记者粗略统计，高端家居品牌在成都已有

不下100个店面。英伦的古堡餐桌、法国宫廷的

沙发、美式的实木大床、东南亚的原木制品、迪

拜的七星级酒店床垫……在这些品牌中，不少

是选择成都作为西南或是西部地区的首家店、

旗舰店，他们均看中了成都地区强大的消费能

力和对西部地区的广袤辐射力。现在，不出成

都，买全球家居已不再成为问题。

跨界疯行 汽车时尚都爱家居

除了芬迪， 世界名牌跨界家居的案例屡

见不鲜：汽车领域，阿斯顿马丁、奔驰都有沙

发座椅；时尚领域，有爱马仕、古驰、宝缇嘉、

范思哲、卡沃利、菲拉格慕、玛尼、CK、H&M

……家居圈内的时尚大牌越来越多，乔治·阿

玛尼甚至还在成都打造阿玛尼艺术公寓，试

水住宅项目。在它们当中，大多数都是意大利

的品牌，意式家居也因此流行开来。

看意式风 设计与工艺才是根本

在这些华丽的LOGO背后， 意式家居有

何卖点？ 从事高端家居定制业近20年的EM-

MA家居总监付涛峰介绍，意大利家居分为制

造类和品牌类两大流派， 前者具有世代传承

的工艺， 在家具制造上有其代表性的独到领

先之处；而后者则是某领域的明星品牌，后转

战到家居业。 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极为尊重

原创设计， 几乎每一件产品都是某个设计师

专门为其设计的， 就像意大利的建筑都会刻

上设计师名字一样。“消费者购买意大利的设

计产品，大约有20%的费用是支付设计师的使

用版权的。”

同时，意大利的家居产品对面料很考究，

很多家具软装都是特选的最优质面料， 这也

是其价格不菲的一大原因。

而说到如何挑选意式家居，付涛峰称，意

大利家居特别是家具， 沿袭了他们建筑雕刻

的精华，比如代表生机的花草、代表财富的贝

壳、代表权威的巴洛克式兽脚等，这些雕刻工

艺要细致生动，才能称得上好的意式家具。对

于偏古典的意式家具，表面都比较复杂，会运

用到木皮、铜件、贝壳、大理石乃至树瘤拼花

等高档和稀有材质，工艺颇具难度，而这样的

家具才具有意式的传承性。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奢侈大牌跨界家居 意式风格逐渐流行

教会孩子管理时间

当孩子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磨

磨蹭蹭、慢慢吞吞的时候，再好脾气的

家长都可能会变成缺乏耐心与方法的

急性子。家长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

光靠发火是不行的， 让孩子懂得珍惜

和管理时间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今各类套餐公司层出不穷， 也流

传着“套餐无设计”这一说法，实际上这

是明显的误区。 整装模式要求设计师对

每个环节、每类主材有更强的把控力，不

只是把设计停留在图纸上， 而是深入到

每一款产品的使用中， 从而实现设计的

整体性，真正满足顾客最佳的居住需求。

作为全国连锁的整装企业， 生活家用行

动打破了整装无风格这一固有模式。

生活家的国际合作平台， 给予了旗

下设计师拓展国际视野的机会，生活家每

年都会派遣数名优秀设计师到意大利、米

兰、瑞士等先进国家，学习国际设计理念，

参加设计展览，将前沿设计风尚融入客户

服务中，让每一位顾客的家都充满独特的

个性和气质。在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的当

今， 设计已经进入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本报曾经做过生活家设计总监谭皓月的

专访， 他的一个观点尤其真挚：“设计并

不是很玄的东西，设计的目的是为客户服

务，用设计升华客户的生活品质。”质朴

的观点代表着生活家一直坚持的设计服

务理念:专业加真诚，给客户最好的产品，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据了解，为感谢全国上万家庭多

年来的支持和信赖，生活家集团总部

在全国范围推行 “不环保不装修”盛

大活动。本次活动由成都市装饰协会

全程监督，成都商报鼎力支持 ，生活

家定装修得家电大礼包，海尔冰箱彩

电立即搬回家。

5

月

31

日

~6

月

2

日定

装修现场抽大奖，美的空调，博正热

水器， 亿田烟机灶具保证

100%

中奖。

加

588

元抢生活家限量版健康升级礼

包 ，享受价值

10720

元 “品质升级价

格不变”健康升级服务，及价值

1000

元德标工程环保体验。

拨打

66660632

，立即咨询，品牌

家电抱回家， 用超级划算的价格享受

A8

私享家国际健康新整装的豪华品

质。打电话预约到访享懒人礼包，获浴

霸、阳台灯及厨房灯礼券，前

20

名到访

还可享

588

专业验房卡。

(

苏鸣宇 图据生活家装饰

)

大设计理念 让你的家每一寸都别致出彩

黄金性价比160平米直省7万 用最少的钱装最好的家

近日，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

芬迪（FENDI）在市中心某奢侈

品商场内，开设了其在西南地区

的首家家具品牌旗舰店 “庐

馥”，私人定制、不菲的价格、纯

意式的家居风格，都令到场顾客

叹为观止。纵观近年来的家居业

界，与时尚奢侈大牌的跨界之作

就从未中断，特别是诸多耳熟能

详的意大利品牌的加入，使得家

居风格在中式、美式、法式之外，

呈现出更多的丰富选择。行业专

家则建议，在挑选这些大牌之作

的同时，更应学会如何选择LO-

GO背后的价值。

意式古典家具

意式现代风格

简约现代风格

不环保不装修 来生活家海尔冰箱彩电搬回家

拨66660632参加【不环保不装修】全国德标工程家装周 彩电冰箱抱回家

芬迪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