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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总评榜今年C位就是他？
湖南汽车总评榜12月中旬揭晓，
车商大力促销
临近年底，
2018中国（湖南）年度汽车总评榜已正式进入
评选流程。从今年以来的表现看，
紧凑级轿车中，
朗逸、
轩逸角
逐榜首；
豪华车市场中，
奔驰依然领跑……在整体市场低迷的
情况下，
厂家和经销商将加大力促销以期完成全年任务。

榜前预测
店内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熬制阿胶。图/记者兰叶青

紧凑级轿车
东风日产轩逸

如无意外，
今年的销冠车型将在大众朗逸和日产轩逸中产出。
当前，朗逸仍在消耗着自己的品牌值，而轩逸则为今年的冠
军发起了冲刺，全系智联化的升级对销量攀升起着关键作用。

中高级轿车
广汽本田雅阁

中高级车市场中，大众迈腾、帕萨特长期占据着核心位置。
但今年位列三、四的凯美瑞与雅阁，因更完备的混动车型，让它
们具备了冲顶的优势。

SUV
吉利博越

吉利是今年利润与产品双丰收的车企，博越已经用“技术
神”取代了哈弗的“神乎其神”，虽然总销量上难以赶超，但无论
品牌价值还是市场认同度都已大幅超越。

MPV
比亚迪宋MAX

这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市场，却又是一个蛟龙辈出之地。截
至 9 月份，总销量过 10 万的 MPV 车型只有三款，比亚迪宋 MAX
用一年时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在接连推出 7 座版和 6 座
版后，混动及纯电车型的宋 MAX 更加令人期待。

豪华车
奔驰

1-9 月，12 个豪华车品牌累计销量为 206.6 万辆，累计同比
增长 10.5%，这是市场中难得的喜讯。可一线豪华车整体价格正
在下探，对二线豪华及中高级车市场造成挤压。最终的榜首无
疑会在德系 ABB 三品牌中产生。考量到全球市场的品牌影响
力，
奔驰依然会领跑该市场。

珍阿堂阿胶坊开业免费试吃

本报记者毛传 长沙报道
日前，2018 中国（湖南）年度汽车总评榜
已正式进入评选流程，再次为湖南车市吹响
集结号。
中汽协数据显示，9 月份，中国车市整体
销量降幅高达 11.55%。
“由于四季度市场基数
高 ，未 来 车 企 利 润 持 续 下 行 的 风 险 仍 然 很
大。”业内专家对最后冲刺的第四季度车市仍
不看好。

合资企业补血的国有车企来说，一旦合资板
块遇到挫折，其带来的收益相对减少，集团的
整体营收将受到巨大影响。事实上，大多数
国有汽车集团的利润基本来自旗下的合资品
牌。王晓秋也表示，现阶段首先考虑的是如
何活下去，其次才是怎么发展。

车商加大促销力度

车企考虑如何
“活下去”
近期，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安聪慧、上汽集
团副总裁王晓秋分别在公开场合表示，现阶
段的目标是思考怎么“活下去”。
前三季度，长安汽车的净利润跳水大跌，
1-9 月的净利润为 11.6 亿元，同比降幅约为
80%。特别是在第三季度，
单季度亏损 4.46 亿，
这是有史以来长安汽车最糟糕的业绩。
长安方面表示，利润下滑主要是因为来
源于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减少。对长期依靠

11 月 1 日，
最新一期
“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
预警指数调查”
，
数据再次报警：
10 月份汽车经
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66.9%，同比上升 17%。这
已是今年连续 9 个月库存指数预警。据调查显
示，由于整体市场低迷，国庆小长假虽然带动
了一部分销量，
但后期销量增长不佳。
临近年底，厂家和经销商为完成全年任
务会加大促销力度。但业内人士预测，汽车
销量冷淡的局面将延续到年末，经销商接下
来仍面对较大的经营压力，需合理控制库存
水平，
以防库存压力过大，
导致经营风险。

本报长沙讯 每年秋冬季，都是滋补养生的
好时节。11 月 7 日上午，专业生产和制作配方阿
胶片的连锁品牌东阿珍阿堂阿胶坊，在雨花区芙
蓉中路 229 号举行了长沙芙蓉中路旗舰店的开业
典礼。所有顾客均可免费试吃品鉴纯手工现场熬
制，用百分百纯正东阿驴皮阿胶制作的阿胶产
品。众多优惠吸引了许多市民们前来光顾，店内
人气爆棚。
阿胶，自古与人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阿胶
列为滋补上品，冬日进补首选，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中把阿胶称为补血圣方。
千年传承，匠心品质。制作阿胶膏的食材新
鲜与否，直接决定着阿胶膏的口感与效果，东阿珍
阿堂阿胶坊，百分百采用东阿驴皮阿胶，纯手工现
场熬制。珍阿堂阿胶专卖店总经理杨晓群告诉记
者，珍阿堂阿胶有自己专业的熬胶师傅，会根据每
个顾客的不同体质，采用不用的配方，有针对性的
选择各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加入到阿胶中，经过
精心熬制，推出不同的阿胶配方。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明火熬制，加入各种上乘辅料，在水洗挥发后
把精华锁在阿胶糕中，再令其冷却 6 小时，进行手
工切片，把地道的阿胶和精选辅料，全部保留在每
一片阿胶糕中。
健康咨询师阿胶专家廖老师介绍了珍阿堂
阿胶的几大特色：首先，从原料上来说，店内的
阿胶都来源于原产地——山东聊城的东阿县，
秉 承 3000 年 来 发 展 历 史 ，药 食 两 用 ，治 病 滋 补
皆宜。其次，店里的服务量身定做，对不同人群，
不同体质的使用者，会有专门针对性的配料，特别
是中老年群体，是店内尤为关注的对象，可以通过
阿胶的功效，帮助老年朋友延缓衰老，提高抗病能
力。第三是后续服务到位，所有购买阿胶的顾客
都会有后续的跟进和问候，以促进良性互动。据
悉，东阿珍阿堂阿胶坊的阿胶直接从工厂到专营
店，省去了中间的流通环节。 记者袁牧洲 兰叶青

“湖湘看世界”
大有期货投资峰会举行
本报长沙讯 为贯彻落实行业监管要
求，
提升中小投资者证券期货专业水平。
近日，湖南本土最大的期货公司——大
有期货在长沙组织举办了为期 1 天的《识别
非法期货及反洗钱知识》宣讲投教活动暨第
三届“湖湘看世界”商品期货投资峰会，本次
投教活动得到了湖南证监局、湖南期货业协
会及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大力支持。
大有期货立足湖南地区，之前已成功举

晨报文体

办两届“湖湘看世界”专题投资报告会，为投
资者普及金融知识和交易理念，嘉宾分享的
行情观点屡次得到市场验证。
今年以来，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波牛市行
情，农产品、工业品在通货膨胀、贸易战等因
素影响下逐步走高。临近年末，商品期货市
场该如何把握投资机会？为此，大有期货再
度特邀行业资深人士集聚长沙，共同探讨分
析 2018 年及 2019 年的商品行情趋势。

此届峰会嘉宾阵容强大，包括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市场信息处处长曹智、被业内称为
“豆粕王”的善境投资 CEO 吴洪涛、上海钢联
的副总经理陈靖夫、中国量化投资学会期权
分会副会长徐正平等。
据悉，当天峰会现场还设立投保咨询
台，摆放“辨识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典型案例
展板，吸引了上百名投资者阅览咨询。
文、
图/记者陈海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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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利军、
陈桂明打破世界纪录

风格

本报长沙讯 2018 年世界举重锦标赛正在土
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在日前结束的女
子 59 公斤级的较量中，中国队选手陈桂明以 133
公斤获得挺举冠军，创造挺举世界纪录，同时陈桂
明还以 231 公斤获得总成绩亚军。
而在男子 67 公斤级的争夺中，中国选手谌利
军以 182 公斤和 332 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绩双
冠，332 公斤的总成绩还创造了该项目新世界纪
录，此外谌利军还以 150 公斤获得抓举亚军。黄
闽豪以 152 公斤获得抓举冠军，以 323 公斤获得
总成绩亚军。
记者周诗浩

《毒液》这次塑造了一个长着反派面
孔的另类英雄，整部影片透露着一股不走
正道的“邪气”，不论是毒液的丑陋外形，
还是他跟宿主之间那些对口相声一样的
包袱，都跟往常的超级英雄不一样了，但
就是这个转变，反而让人觉得还蛮亲切，
有点像我们身边吊儿郎当但又充满正义
感的哥们儿。
——景泰蓝（园艺设计）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毒液》有点暗
黑系的酷酷的感觉，宿主埃迪是人类社会
里的 loser，毒液也是他们星球里的底层，
两个失败者结合起来，竟然成为了拯救人
类世界的超级英雄，这种反差感让我们这
群俗人羡慕不已。
——air 空天猎（物业管理）

提到毒液，首先想
到的是漫威超级反派，
蜘
蛛侠的宿敌。
阴森森的白牙，蜥
蜴一般的巨大舌头，
还有
黑黝黝的怪兽形态，
这样
的角色当起了救世英雄
应该是直接会被外貌控
pass。
但这一次，浑身上
下透露着“邪气”的《毒
液：
致命守护者》
（以下简
称《毒液》
）却出乎意外地
备受观众好评……

艾伦、
王智组团逆袭CP
本报长沙讯 由孙周执导，艾伦、王智、鲁诺
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人间·喜剧》将于 12 月 7 日
全国上映，近日片方曝光了剧照及热血英“怂”主
题海报。海报中艾伦、王智与此前的剧照形象反
差极大，搭配主演二人冷酷表情，以及该认怂时别
硬拼，面对生活磨难见招拆招的英“怂”主义，充满
了独特的热血风格。
记者周诗浩

点赞

大反派变成救世主？蜘蛛侠懵了
潇湘晨报观影团看完《毒液：
致命守护者》感慨：
落魄记者挺拉风
故事

本报记者周诗浩 长沙报道
近日，
《毒液》在长沙举行了看片
会，
潇湘晨报观影团的成员也有幸提
前见识了这位“另类英雄”的庐山真
面目，
“ 这么丑的怪兽，要和英雄挂
钩，我起初是很抗拒的，不过看完电
影后，竟然对这个邪邪的反英雄有
点小喜欢了。”还有观众表示，被演
员汤姆·哈迪的演技圈粉了，
“ 生活
里 loser 的落魄感，被毒液感染后那
些反常的举动，尤其是他跟体内毒
液交谈时那神情举止，
不得不佩服演
员是可以百变的橡皮泥。
”

毒液寄生落魄记者成另类英雄

熟悉漫威电影的观众，可能对于毒液这
个角色并不陌生，他跟蜘蛛侠可以说得上是
宿敌了。而这次在《毒液》中，毒液挑大梁成
了主角，而汤姆·哈迪扮演的屌丝记者埃迪·
布洛克，成为了毒液的宿主。
电 影 里 ，埃 迪 因 为 坚 持 职 业 操 守 不 幸
丢了工作，万念俱灰之际，外星生物毒液侵
入 了 埃 迪 的 身 体 ，他 也 因 此 具 备 了 超 级 能
力，于是埃迪与毒液共享一个身体，投入到
破 解 生 命 基 金 会 惊 天 阴 谋 、拯 救 世 界 的 行

动之中。
相比其它造型拉风又帅气的超级英雄，
这次毒液绝对是拉低平均分的“落后生”，丑
恶的大眼睛，密密麻麻的尖牙利齿，不断滴口
水的长舌头，还有一具浑身湿漉漉的身体。
不过毒液却似乎不靠外貌取胜，他与宿主的
“勾心斗角”，在闹市追车、与 boss 决斗等戏码
里帮助宿主绝处逢生，这样的情节设计让不
少观众转恶为喜，甚至形容他是个“丑萌丑
萌”
的反英雄。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要立马转身跑路，毒液却操作着身体大杀四
方，这一退一进的强烈对比，更是令人喷饭。
当然呢，
《毒液》同样具有超级英雄电影中必不
可少的大场面打斗，
比如埃迪骑摩托与无人机
之间的街道追逐战，
抑或是片尾爱上地球的毒
液与大反派之间的近身搏斗，
精彩刺激的视觉
效果，
让人看得眼皮都舍不得眨一下，
“惊悚外
形又玩搞笑包袱，演员出彩，特效也加分，
《毒
液》的完成度都很高，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漫威
众多超级英雄中下一个
‘人气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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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说2》释放青少年内心
本报长沙讯 湖南卫视青少年心理释放表述
节目《少年说》第二季，近日在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举办了一场“家长会”：家长和同学们共同观看了
《少年说》第二季的两期节目。湖南卫视节目制作
中心主任、
《少年说》节目监制黄宏彦表示，
《少年
说》第一季播出后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记者周诗浩

槽点

评鉴 “人格分裂”
设定逗笑全场观众
正如不少影迷所言，抛开可怕的外形，毒
液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两个不同的
灵魂被锁在同一个人的身体内，所以在影片
中可以看到大量埃迪与脑海里的毒液自言自
语交流的镜头，绝对的“人格分裂”
症状。
正因为如此，观影过程里，现场时不时就
响起观众的笑声：
比如面对毒液直接从高楼跳
下去的建议，宿主埃迪立马选择坐电梯，毒液
不假思索便骂其
“怂包”
；
当大量的敌人围绕在
身边发起进攻时，埃迪的内心节节败退，只想

不得不说，汤姆·哈迪演活了毒液这
个反英雄。主演过《敦刻尔克》
《盗梦空
间》的汤老师，从一个偏激的记者，到一个
又霸气又痞气的超级英雄，汤姆·哈迪一
边歇斯底里地跟老板、采访对象“讨价还
价”，被毒液寄生后，又是跳水缸、吃过期
剩菜、生啃活大虾……活跃的脸部表情和
肢体动作让观众看了也忍俊不禁，小人物
身上的正义感和善良，毒液的邪气以及那
一丝可爱，都被他诠释得极为出彩。
——弗朗西斯（广告文案）
当小人物拥有了超凡的能力后，该如
何去面对生活的规则，我觉得这是《毒液》
带给我的思考。处在“灰色领域”的毒液，
其实处境比蝙蝠侠还要尴尬，埃迪在被毒
液附体后对善与恶的痛苦抉择，如何坚守
自己的底线，无疑是影片很重要的精神内
核。
——Steven（自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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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冬诚求扮演
“怪兽”
本报长沙讯 刘伟强执导的电影《武林怪兽》
将于 12 月 21 日全国上映，
近日片方联合近 20 家品
牌，为怪兽“重金”求画像，邀请网友画出自己心目
中的怪兽形象。
“怪兽大猜想”特辑同日曝光，领衔
主演古天乐、
陈学冬、
郭碧婷、
特别出演周冬雨等脑
洞大开画怪兽，古天乐笔下的怪兽自带气场，眼神
犀利，
郭碧婷和周冬雨则给怪兽用上萌系滤镜。一
直未露真容的怪兽稳坐团宠地位，
连陈学冬都真诚
表示，
“真希望演一次怪兽”
。
记者周诗浩

毒液的人设让人难以轻易接受。一
个外星人在和埃迪结合以后，仅仅只是在
地球游览了一会儿，就爱上了地球，甚至
和自己的种族反目成仇，这样的认知转变
太匆促而且很难说服大家。
——灌汤包（工程设计师）
《毒液》的动作打戏，全部都发生在夜
晚或者昏暗场所，这让原本就是黑色的毒
液更加让人难以分辨，或许昏暗打斗能避
免特效的一些瑕疵吧。
——微醺半醉（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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