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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儿时失去的味道，智能小家电——

帮你找回童年时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核心提示 | 童年时光，对于多数人都是值得回忆的，尤其是那些已成立家庭并有孩子的80后、
70后。对于他们来说，看到孩子的童年更易联想到自己的儿时时光。在那个年代，虽不缺吃少穿，
但大多数人的家庭环境并不宽裕，街头的一杯酸奶、商店的一块面包、地摊上一个炸鸡腿都是一个奢
侈品，更不要说如今的各种智能化玩具。

对于如今的他们来说，“小时候的味道”在成为美好回忆的同时，还想挽回那些“失去的味道”，同
时，他们更想将儿时错过的一些健康食品、玩具等，弥补给自己的孩子。儿童节来了，不妨看看这些
智能小家电，它们既能作为礼物送给孩子，还能让你与孩子一起解馋、玩耍，找回自己的童年时光。

酸奶机 【推荐理由】

儿时没钱买酸奶，如今动手随便做

如今，市面上的奶制品种类
繁多，纯奶、酸奶、奶制饮料让人
随便选购。然而，对于很多70
后、80后来说，老酸奶仍是首选，
它不仅健康，味道好，更具有童
年的味道。事实上，如今的很多
父母，不仅自己喜欢喝，更是让
自己孩子养成喝老酸奶的习惯。

因此，很多家庭干脆购买了
酸奶机，自己动手制作，制作一

次可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去
年我购买了一台酸奶机，制作非
常简单，只要有纯奶和发酵粉即
可，每天晚上调好放入酸奶机
后，第二天早上刚好喝。”80后的
小张说，儿时喝不起，现在去购
买老酸奶也不便宜，一台酸奶机
可以解决诸多问题。

如今的一台酸奶机贵的200
多元，便宜的几十元便可买到，

已不算什么高科技产品。酸奶
机其实是一个给牛奶发酵提供
恒定温度的设备，当温度控制在
35℃-45℃之间时，益生菌将会
大量繁殖，牛奶中的乳糖转化成
乳酸，牛奶将会发酵成酸奶。现
在很多品牌推出酸奶机，不仅方
便使用，还很省电，更好清洁。

无烟空气炸锅【推荐理由】

简单方便炸鸡腿，大人小孩随时解馋

多年前，每次看到地摊上油
锅里刚出炉的炸鸡腿时，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那是何种的嘴馋，
吃一个炸鸡或相当于一家人的
一顿饭钱，那绝对是高级食品。

那时吃不起，现在同样可以
通过空气炸锅动手制作，且是无
油烟的制作，更加健康。使用空
气炸锅，既能享受炸鸡的美味，

又不用担心摄入太多的油脂导
致身体不适，简直一举两得。除
炸鸡外，还可以炸薯条、面包片
等，不仅能满足你儿时的缺憾，
还能让你的孩子解馋、健康。

不少品牌推出的智能空气
炸锅，不仅能解决烹饪过程中容
易焦糊、无法掌握烹饪进度的问
题，还实现了炒、烤、炸、湿烤四

合一，一机可实现多重美味。具
有360度立体循环空气烹饪，能
够让食材一直处于运动中，不易
焦糊，低油脂、无油烟的烹饪方
式让健康和美味可以同时享
受。具备的自动翻炒炸功能，即
便工作时也无需有人值守，让烹
饪者远离厨房油烟。

对于70后、80后的不少人来说，童年时，如果能买一
块电子手表佩戴手上，那在学校里，是无比的荣耀。虽说
那时的电子手表只能显示时间，但仍是很多儿童眼中最
好的礼物。

在郑州工作的刘先生说，他小时候，在外面跑业务的
爸爸曾给他带回一块儿童电子手表，他高兴得3天都没摘
下来，连睡觉都戴着。那时，一块电子手表3元钱，绝对是
高消费品，戴在手上，在学校里引来很多同学的羡慕。

现在，普通的电子手表已很少见，替代它的是正受欢
迎的儿童智能手表，不仅可以与父母手机通话，还可以准
确定位孩子位置，第一时间可获取孩子的动态，遇到紧急
情况，还可以发出警报求救。一些刚出的新品，还带有高
清摄像头、拍照、音乐等多种功能。作为父母，你小时候
买不起，现在买一块送给孩子，让孩子代你弥补童年的缺
憾也不错。

纸飞机，是很多中年人童年都曾玩过的，找一块硬纸
折叠几下，拿着成型的纸飞机，在院子中扔来扔去到处跑，
即便飞不高、飞不远，也特别有意思。

“作为一名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幸福就是很多自己想
玩的玩具，可以借着孩子的名义好奇一把。所以，每当有
自己感兴趣和心动的‘大玩具’时，给儿子的礼物就是最好
的理由了。”36岁的田先生说，如今，孩子4岁了，今年六一
儿童节，他准备给孩子买台儿童无人机，陪伴孩子的同时，
也能回想自己儿时玩纸飞机的时光。

现在的儿童无人机玩具价位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
不过，作为送给孩子的玩具礼物，两三百元的无人机销量
较好。这个价位段的儿童无人机，已具备高清航拍、语音
操控、实时传输等多种功能，最高可以飞到100多米，续航
能力也较强。孩子独立操控，可快可慢，可高可低，受到很
多儿童的喜爱。周末，陪着孩子好好体验一把无人机，让
孩子快乐的同时，找回你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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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对每一个孩子
都是痴迷的，拥有它更是孩
子的梦想，这包括曾在童年
幻想过它的70后、80后。
对于70后、80后的童年，
机器人更是一种遥不可及
的新兴物品，大多只能在电
视上看过它，可以说，只是
一个梦，不敢谈拥有。

“小时候，能玩个带有
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已经
很高档，机器人根本不敢
想，那时从电视上看到机器
人能走走路就非常高科
技。”38岁的孙先生说，今
年六一，他打算给孩子买一
个智能机器人，能语音互
动，还可以唱歌、跳舞、讲故
事，帮孩子解答十万个为什
么，这种玩具孩子喜欢，也
很益智，适合现在的小朋
友。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成
长起来的00后和10后，对
智能科技产品的接受程度
和学习程度非常高，再加上
家长往往忙于工作，孩子的
很多时间都是与智能玩具
度过的，像这种智能机器人
等硬件产品逐渐成为儿童
市场新宠。孩子天生对机
器人痴迷，一是来源于天
性，二则来自机器人所体现
出的新奇和趣味，是其他玩
具所无法比拟的。现在的
儿童智能机器人，几百元即
可到手。

“匠心网络万里行2018”
在郑州掀起热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萍

5 月 29 日，中国联通
“匠心网络万里行2018”郑
州站活动在河南信息广场
盛大开启。河南联通客户
代表、各界市民纷纷聚集在
河南信息广场，参观难得一
见的应急通信展。此次活
动展现了中国联通混改后
呈现的新基因、新治理、新
运营、新动能、新生态。

中国联通从全国各地
调集的14辆搭载最尖端设
备的动中通卫星车、静中通
卫星车、卫星基站车、短波
电台车以及应急通信指挥
车组成“应急通信航母编
队”，执行“匠心网络万里行
2018”活动。车队 5 月 21
日从石家庄启程，途经保
定、雄安、北京、张家口、大
同、太原等地，在郑州和商

丘短暂停留后，奔赴临沂、
济南、潍坊、烟台、青岛，总
行程约5000公里，为6月初
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
织峰会提供重要通信保障，
同时在长途机动中提高中
国联通应急通信保障拉动
能力。

基于“一切为了客户”
的中国联通经营管理理念，
车队每到一地向公众普及
应急通信、5G、物联网等和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和业务，让百姓走进丰富多
彩的信息通信世界。活动
当天，河南联通在河南信息
广场举办了一场现代信息
技术嘉年华，向大众展示
5G，NB-IoT（窄带物联网）
等中国联通最新技术成果
及应用。

省第二届“广城·可琳凯杯”
广场舞大赛落幕

5月25日，河南省建设
科技协会门窗幕墙专业委
员会第二届“广城·可琳凯
杯”广场舞大赛，在郑州市
经开区中部建材城系统门
窗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让
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的意识深入人心，让更多家
庭了解室内空气质量的改
善途径，开窗换气是必需
的，要想保证室内拥有真正
清新的好空气，还要阻隔外

界微尘进入室内。
经过 4个小时激烈的

比拼，最终选拔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
名，优秀组织奖3名。河南
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李帧、
河南省建设科技协会门窗
幕墙专业委员会金礼凯、河
南广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营销总监王成国、贵州
茅台白金酒乔冠宇等有关
领导为获胜队伍颁奖。

河南移动
智慧营业厅荣耀启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萍

想体会不一样的移动
营业厅吗？6月2日，河南
移动郑州农业路营业厅、碧
沙岗营业厅和郑东新区营
业厅三厅联动，全新升级，
为客户带来非一般的消费
体验。

此次移动改变传统通
信行业的营销模式，从客户
视角出发，打造全息识别导
流、分类场景体验、智慧视
觉展示、更便捷、更加人性
化的专属服务，重构消费历
程，打造通信行业新零售的
标杆。“智慧营业厅不再只
是买号卡、买手机、办理移
动业务的营业厅了，客户可
以通过手机预约就近厅店，
到厅客户可以选择找营业
员办理业务，也可以在各类

自助设备上办理业务。”农
业路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营业员可以针对客
户使用习惯推荐更适合的
产品，通过专用设备和场景
互动，客户可更直观地感受
和了解产品的功能特性并
直接线上购买，后期厅店常
客还可享受不同的产品购
买优惠。不一样的地方太
多了，要亲自体验才知道！

河南移动营业厅经过
升级改造，不再是单纯办理
业务的地方，而是集手机、
潮品、3C产品，融合了智能
家居、物联网产品及通讯服
务产品为一体的复合型营
业厅，丰富多样的产品和互
动，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儿童智能手表【推荐理由】

儿时买不起电子表，如今加倍弥补给孩子

儿童无人机 【推荐理由】

陪孩子玩无人机，找回玩纸飞机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