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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韩系品牌的象
征，东风悦达起亚自成立
以来一路风雨前行，不断
创新，逐步塑造并拥有了
企业独特的品牌文化和品
牌感染力，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认
可，在全国汽车产业中的
主流地位已经无可争议。
而品牌旗下富有革新风格
的五门型车K3S，由世界
级汽车设计大师彼得?希
瑞尔倾情操刀，将经典与

创新融入车身线条，打造
出具有韩系潮范儿的夺目
视觉效果。

K 3 S 以“ D E S I G N
KIA”理念作为灵感来源，
其极简的流线型线条和遵
从自然之美的设计风格，
灵动而卓越，尤其打动人
心。K3S有着夸张造型的
宽大进气口，前中网则狭
长而精致，两者的配合相
辅相成，通过视觉对比营
造出新锐动感的虎啸式前

脸。HID氙气大灯、LED日
间行车灯和LED组合尾灯
将运动气息体现得更为醒
目传神，较强的照明亮度
也保障了夜间行车的安
全。

作为一款传承简约直
线美学设计理念并再次创
新的巨匠之作，K3S将东
风悦达起亚推向了新的高
度，也将以其巅峰实力在
五门车细分市场中创变格
局，引领潮流。

融合经典与创新 韩系车巅峰之作K3S

车市如刀光剑影、快
意恩仇的江湖，适者生存、
劣者淘汰的自然生存法则
在这里同样适用。洞悉消
费者需求的新K2，就以其
C1级的车身营造出媲美中
级车水准的魅力空间，在
获得消费者青睐的同时，
也成为同级市场上销量领
先的佼佼者。

坐拥2,570mm超长轴
距的新K2，配合超大容积
的行李箱，在乘坐和储物
的空间表现上已罕逢对
手，可与更高级别车型一
争高低。关于配置分布的
便利合理，这是对物理空
间科学布局的进一步要
求。新K2除了常规的置物
空间，在中央扶手带还备
有带盖收纳空间。前排遮
光板带有化妆镜，更是得

到了广大女性车主的一致
好评。

新K2如金庸笔下“宇
气轩而俊，秀而慧”的段
誉，凭借无微不至的呵护
与关怀，成功逆袭赢得美
人归。新K 2超乎想象的
超值空间和叫好叫座的

市场表现，源于东风悦达
起亚“顾客至上”的核心
价值和“Des i g n K i a”造
车理念。这不仅让新K 2

成为前卫魅力车型的新
标 向 ，更 使 其 成 为 彰 显

“魅力锋行派”独特内涵
的精品家轿。

小身材的逆袭 新K2玩转魅力空间

有部分家长认为儿童注意
力不集中根本不用管，以为等到
孩子长大了自然就好了，持这种
观点的家长有可能会毁掉孩子，
其实注意力不集中是一种儿童
常见病多发病，不但不会随着年
龄增长好转，而且会对孩子产生
很大的危害。

注意力不集中在医学上称

为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英文
简称为“ADHD”，是一种常见的
儿童行为异常疾病。经医学和心
理学部门统计结果显示，它排在
我国中小学生十大心理疾病的
首位，发病者以剖腹产和独生子
女居多，男女发病比例为4比1。

注意力有四要素：稳定性、
转移性、分配性和广度性，任何

一项要素有缺陷都可以诊断为
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有的孩
子稳定性有缺陷，被诊断为儿童
多动症。

通过权威测试，学龄儿童的
学习成绩和注意力水平是成正
比的，注意力不集中是儿童“高
智商，低分数”的罪魁祸首！

注意力不集中如果得不到

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造成生活
障碍、学习障碍，特别是对孩子
的学习造成的影响最为明显，对
学龄期的孩子影响巨大，如果不
及时进行改善或纠正，将耽误孩
子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时间，影
响将来升学和就业！

注意力不集中危害的是孩
子的前途，比其他疾病对孩子的

伤害都要大！
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聪明

伶俐，成绩低下；做作业慢，边做
边玩；上课听讲，心不在焉；平时
会做，考试做错；能说会道，丢三
落四；思想超前，行为幼稚；被动
学习，不求上进；沉迷电视，游戏
成瘾。康复热线0635-8265809。

认认为为注注意意力力不不集集中中不不是是病病的的家家长长该该醒醒醒醒了了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张文艳 张富友 ) 只因为缺
钱，刘某竟将自己刚出生的儿
子卖给别人。日前，东昌府区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以拐
卖儿童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5000元。

2011年9月，刘某经朱某
与齐某介绍，将自己刚出生不
久的非婚生子以26000元的价
格卖给别人。三年后，刘某想
找回这个孩子，就在2014年4
月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立案侦查后，公安机
关在朱某带领下找到齐某，后
在齐某带领下找到收养孩子的

李氏夫妇及被拐卖儿童。据朱
某供述，刘某找到他好几次说，
他没钱花了，让他找个人，把孩
子卖了。后来他说这事时，被齐
某听到了，齐某说她的一个亲
戚没孩子，想买一个孩子。朱某
就把刘某介绍给齐某。

“我当时想起来我婶子一
直没有孩子，就给我婶子打电
话问她是否想要孩子，但是必
须要给对方交住院费，给一部
分钱，我婶子同意了。”齐某供
述，她婶子给那对夫妻多少钱
他不知道，只知道那名孕妇的
住院费用是叔叔交的，具体给
他们多少钱不知道。

东昌府区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被告人刘某以非法获利
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其行
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被告人
朱某与齐某明知他人拐卖儿
童却予以介绍，其行为亦已构
成拐卖儿童罪。

被告人刘某请求他人联
系孩子买家、将自己亲生子女
出卖，系主犯；被告人朱某与
齐某居间介绍、未得赃，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
系从犯，应予减轻处罚。被告
人朱某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
抓获同案犯，系立功，并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予
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某拨打电话报

警、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虽在庭审过程中
否认拐卖儿童的事实，但其报
警行为以及被告人齐某归案
后带领公安干警找到被拐卖
儿童的行为为该案的侦破节
约了司法资源，均可酌情从轻
处罚。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依据
相关法律，做出以下判决：刘
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元；齐
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朱某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元。

因因为为缺缺钱钱，，竟竟把把亲亲生生儿儿给给卖卖了了
后又报案想找回孩子，狠心父亲获刑五年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邹俊美 ) 天气转暖，公园、

学校门口经常能看到卖彩色
小鸡的，红红绿绿的小鸡吸引
不少孩子的注意。但记者调查
发现，这些小鸡都是孵化厂淘
汰的公鸡，以4毛一只批发给
商贩，大多数染色小鸡都没打
过疫苗。

3月9日，聊城市人民公园，
一位妇女在路边摆着一筐花花
绿绿的小鸡叫卖。“三块钱两
只，可以随便选。”商贩对围着
买鸡的市民说。

商贩介绍说，这些小鸡刚
孵化出来，也就是三四天大，
颜色都是小鸡天生的，长大了
小鸡身上的毛会更好看，而且
这些小鸡都很好养，喂小米、
馒头就行。几个市民看孩子很
喜欢纷纷掏钱，不一会商贩就
卖出十几只。

记者在振兴路一小学门
口看到，一位老人提着一个塑
料袋走到一个卖彩色小鸡的

商贩跟前，“这两只小鸡刚过
了一晚上就都死了。”商贩说，
那你再买两只吧，小鸡是活物
肯定会死，“不死你怎么再买
啊。”老人听了商贩的话气得
扭头就走了。

“这些小鸡才刚孵化出来
就被染上颜色，肯定不会活太
久，很多颜色都是带毒的。”一
位学生家长说，她拗不过孩子
前几天也买了两只，“我把小
鸡放在纸箱子里，在阳台上给
它们找了地方，小鸡买回家就
开始不吃不喝，儿子觉得新奇
就硬喂，结果没两天两只小鸡
就死了。”这位家长猜测颜料
会刺激小鸡的身体，可能是小
鸡活不了太久的原因。

9日，记者来到董付一家
孵化厂，工作人员正在给刚孵
化出来的小鸡打疫苗，记者看
到所有的小鸡都是淡黄色的，
根本没有其他颜色的鸡。工作
人员透露现在种蛋一枚0 . 75-
1 . 5元, 再加上鸡蛋孵化成鸡

需要电、保温箱等，光成本就
得1 . 5元一只，染色小鸡卖1 . 5
元一只根本就不够本。

孵化厂工作人员透露，街
头染色小鸡多数是孵化厂里
淘汰的公鸡，孵化厂都是为养
鸡户孵化蛋鸡的，孵化出的公
鸡都被淘汰掉，以4毛一只批

发给商贩，商贩为了吸引人眼
球把小鸡染成各种颜色，而用
的染料多是劣质的。工作人员
表示，一支疫苗合2毛钱，卖给
商贩的公鸡4毛一只，肯定都
没打过疫苗。没有打过疫苗又
被染上了劣质染料所以成活
率不高。

街街头头彩彩色色小小鸡鸡多多为为““劣劣质质货货””
为孵化厂淘汰的公鸡，都没有打过疫苗

一商贩在街头卖彩色小鸡。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3月9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金义 唐
恒彦 ) 15岁离家出走，8年后首
次返乡过春节，23岁女子染上毒
瘾携带毒品在家中吸食，刺鼻香
味引起邻居怀疑。近日，阳谷县
张秋派出所抓获一名吸毒女子。

家住阳谷县张秋镇的女子
王某春节返回老家，王某独自在
家不出门见人，使村民感到不理
解。春节后大年初九下午，邻居
到王某家串门，突然闻到一股刺
鼻香味，更是感觉非常奇怪，便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张秋派出所
民警张瑞与几名巡逻队员赶至
该村后，经现场勘察发现，王某
存在吸毒行为。

民警从王某身上搜出毒品1

克多，后经尿检发现，王某确实
吸食过毒品。民警了解到，王某
吸毒是因为中途辍学会网友误
入歧途。1992年出生的王某，14岁
时父母便离异。2006年，初中未毕
业王某便辍学回家，从网上认识
山西阳泉一男子，并远去山西与
网友见面，之后两人同居，无经
济来源的王某到山西阳泉一家
夜总会歌舞厅休闲娱乐场所从
事异性陪侍活动，后来，精神空
虚的王某在夜总会内同客人一
块开始吸食毒品。

张秋派出所民警将吸毒的王
某带至派出所后，对其依法询问。
经民警讯问得知，王某当夜吸食
毒品1克，毒品每克要吸食3-4次，
每两三天吸食一次，吸食毒品已
达2年之久，所吸食毒品为甲基苯
丙胺，俗称“冰毒”。

办案民警张瑞对其进行严
厉的批评教育。在民警的耐心教
育下，王某认识到自己吸食毒品
的严重社会危害。依据《中华人
们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
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给予10日
的治安拘留。

女子在家吸毒

刺鼻香味露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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