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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呼吸的墙布·思黛尔
您还想为装修污染担忧吗？您还想看到墙漆开裂、墙纸发霉卷边吗？您还

要继续为家装预算超支纠结吗？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香港思黛尔
墙布帮您对它们说“NO！”

思黛尔从原

料源头严格把关，

以纯天然的棉、麻、

丝、毛、涤等作面

料，以医用无菌无

纺布为底层，以从

土豆、糯米及玉米

中提炼的胶用作

复合胶和安装胶，

从根本上达到了零

甲醛释放。

零醛 = 健康的家

品质 = 完美的家
思黛尔掌握

核心科技技术，推

出的产品具有高透

气、高防水、高防污、

高阻燃的特点，从

而规避发霉、卷边、

变色等一系列墙面

问题。国际化的视

野设计，给您一个

有品质的家！

实惠 = 奢华的家
回报社会，

让利消费者，打

破行业不合理

利润，合理定价，

思黛尔以相当

于仿 瓷、 墙漆

的超低价格面

向市场，使农民

家庭、 工 薪阶

层都能享受得

起星级家装。

服务 = 温馨的家
思黛尔不

单有完美的产

品，更有完备的

施工及售后服

务。遍布城乡、

进驻村镇的推

广员，为广大家

庭提供完备的

服务跟 踪， 让

您的家更加温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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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元鹏
近日，有网友爆料说，宁波象山一男子大摆

婚宴，席上搂着两个老婆。记者联系了新桥镇政
府宣传部主任宓盈。他说，新郎姓史，是新桥镇
关头村人，可能娶了两个老婆，有没有领证不清
楚。记者随后向象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情
况，他们表示已经听说此事。经查询，这个男子
之前没有婚史，这次办婚宴也是个人行为。

 （4 月 16 日《新华网》）
“一夫一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

的底线。这名男子倒好，竟堂而皇之地大摆宴席
娶双“妻”。这种公然挑战法律底线、违背国人
公序良俗的行为，表明我们的监管和法律已失去
了底线。在这场丧失了底线的酒席上，谁美了美
了，谁又醉了醉了呢？

在现实生活中，虽没人可以在法律层面上拥
有两个妻子、三个妻子，而现实中，却有一些
人暗渡陈仓，最突出表现在部分官员和商人身
上——他们虽然在法律意义上只拥有一个妻子，
而生活中他们却是“妻妾成群”。一种情况是和
元配离婚不离家，和“小媳妇”领证件，这是事
实上的“一夫多妻”；另外一种情况是，还和元
配是合法夫妻，但生活中又有了事实上的非法婚
姻，这是隐形的“一夫多妻”。这两种情况有一个
共同点：民不告官不究，只要和他过日子的女人能
和睦相处，就没人追究。老百姓很少有举报的，相
关部门也就落个清闲。话又说回来，即使有人举报了，
也不一定会有部门来约束。当然，商人、官员因此
事发的也有，却多是因为争风吃醋后的窝里斗。在这
样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宁波象山这名男
子为何敢公然大摆宴席娶双“妻”了。

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又确实伤害了公序良俗，造
成了极坏影响，让民众对法律的庄严失去了信任。

这起事件警醒我们：是时候对《婚姻法》的具
体内容进行修改了，例如离婚不离家的现象如何惩
处？例如包“二奶”的现象如何惩处？在法律上需要
进行明确。关键还在于这种民不告官不究的执法态
度是不是也需要改变了？

大摆宴席娶双“妻”，谁美了谁醉了？答案是：
执法者醉了，法律醉了，而且已经酣然入睡！

百万礼品相送 众多北京车展新车 底价购车还可再减千元
规模优惠超乎你想象 湖南最大汽车巡展开进张家界 澧县 永州
张家界  时间：4 月 25 日—27 日  地点：张家界火车站广场；澧  县  时间：5 月 1 日—3 日    地点：澧县体育中心广场；
永  州  时间：5 月 16 日—18 日  地点：永州火车站广场

2014 湖南汽车巡展自 3 月开展以
来，已经历了湘潭、岳阳两站的洗礼，
为前两个城市的市民带来了一场场史
无前例的购车优惠。接下来，巡展的

“专列”将继续开往张家界、澧县和
永州，分别会在 4 月 25 日张家界火
车站广场、5 月 1 日澧县体育中心广
场和 5 月 16 日永州火车站广场拉开
序幕，届时将有 60 余个品牌携 300
多款车型联合参展。

紧随北京车展
新车该来的都来了

在下周举行的北京车展，届时全
世界的豪车及首发车将汇集于此。而
作为紧随北京车展后的张家界、澧县、
永州三站，会和北京车展实现无缝对
接，众多上市新车也将会纷纷到场，
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国际大车展
的待遇。不仅如此，新车的到来势必
会对老款车型促销形成冲击，所以这
个时候在家门口买车肯定划算。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此次
北京车展已有英菲尼迪、奔驰、东风
标致、长安福特、海马汽车、北京汽车、
纳智捷、长城等推出了全新车型；凯
迪拉克、长安马自达、雪佛兰、广汽
丰田、比亚迪等将推出改款车型。届
时，与北京车展实现无缝对接的汽车
巡展，将会带来今年最齐全的一次新
车集中展示，其中包括英菲尼迪 Q50、
全新凯迪拉克 CTS、东风标致 2008、
纳智捷优 6、北京汽车绅宝 D50、斯
柯达昕动、海马汽车 S5、比亚迪全
新 F3、哈弗 H2 等车型都将悉数到场，
无论你想买哪款都能如愿。

品牌有史以来最齐全
价格触底再优惠

湖南汽车巡展自从 2011 年开始
已历经三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
更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架起了沟通的
桥梁。而今年巡展的品牌较往届巡
展更加丰富，从自主品牌到合资品牌，
从家用轿车到豪华轿车都将参展，如
奔驰、宝马、英菲尼迪、凯迪拉克等
60 个品牌携 300 多个车型都将悉数
到场参展。

每年 5 月前后，因为“五一”假
期消费因素的带动，车市会进入首个
销售旺季，汽车厂商对每年 5 月这个
关键的销售节点格外重视。一方面，
市场的消费需求经过年后几个月的沉
淀后会渐渐高升，在 5 月达到小高峰；
另一方面，进入 5 月临近年中，关乎
到半年的总结和一年销售目标的达
成率，所以厂商这个时候在优惠方面
不得不有所作为。

到场就送大奖 凭观展卷购车
再减 1000 元

在巡展期间，观展券除了抽奖用，
还可以当做 1000 元现金来用使用，
据车展组委会负责人介绍，在岳阳站
时“底价购车，凭观展券再减 1000 元”
的活动中，得到了斯巴鲁、广汽传祺、
东风本田、广汽菲亚特、广汽三菱等
多个品牌的支持，只要是现场购车的
市民都可以享受到此项政策。

此外，在今年巡展的每一站组
委会都准备了丰厚的大奖，在现场无
论你有无购车只要把观展券的副券
放入组委会的抽奖箱内，在每天下午

的 4 点钟就有机会获得百万家电的大
奖，奖品包括抽油烟机、超级电视机、
欧式茶具等。另外，东风标致汽车还
特别为车展组委会提供了一台价值 10
万元的标致 301 作为奖品车，组委会
将在每站观展市民的副券中抽取 1 位
幸运观众，待全 年 14 站车展结束，
从所有入围的 14 名幸运者中抽出最
终的汽车大奖获得者。

首进张家界 澧县
打造当地车展新高度

作为湖南汽车巡展三年来首次
走进张家界及澧县两地，各个经销
商也是纷纷制定专项政策，目前已经
确定优惠车型近八成优惠在万元以
上，还有部分车型优惠幅度在 10 万
以上，甚至极个别进口车型优惠幅度
超过 25 万。组委会也将力争在规模、
品牌、亮点等多方面，为当地车展树
立新的标杆，让更多的当地市民提前
享受有车生活。

近年来张家界在旅游产业的带
动下，全市经济发展平稳而快速，而
汽车产业也在飞速发展，所以各个
经销商也是对此次张家界之行充满
信心。作为同样是首次走进巡展的澧
县，位于位于常德市北部，全县境东
南西三面分别与安乡、津市、临澧、
石门接壤，北与湖北省毗邻。经销商
纷纷表示“澧县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
市场的重要性，所以抢占这样的市场
是厂商现在急需要做的，在这样的
背景下，优惠幅度及政策是我们抢占
的最好利剑，所以这样站点的价格
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