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9日讯 昨日，
2017“闪亮星主播”DJ选拔赛暨
乐和城代言人直聘正式启动。

作为FM101.7城市之声的
品牌活动，“闪亮星主播”DJ选
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此活动
自开办以来， 已有数位选手脱
颖而出，正式成为广播主持人。
今年优胜选手不仅有机会签约
电台主持人， 还将成为乐和城
品牌候选代言人。 ■记者袁欣

想红？参赛“星主播”

9月19日，2017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阶段在怀化洪江拉开战幕，来
自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22支车队、100余名选手“逐鹿”洪江。最终，经过
该赛段争夺后，意大利车队小将凯文·里维拉“三衫”加身，在个人总成绩、冲刺积
分和爬坡积分三项均位列榜首。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徐广诣摄影报道

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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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9日讯 打赢脱贫攻
坚战， 文学不能缺席。 今日，“梦圆
2020”文学征文活动启动，征文活动
从2017年9月起至2019年10月止。

这次文学征文活动的主题是
“反映湖南加快精准扶贫、 精准脱
贫步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实现小康的伟大实践”。 作品体

裁不限，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
说、诗歌（必须是长诗或者100行以
上的组诗）、散文、报告文学、儿童
文学，也均含网络作家所创作的各
类作品。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
家协会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 ■记者 吴岱霞

《明星大侦探3》本周起播出，除了原班人马，还有“流量小生”加盟

何炅笑称愿当20年“侦探”

“梦圆2020”文学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9月19日讯 由“死
侍”瑞安·雷诺兹与“神盾局局
长”塞缪尔·杰克逊主演的喜剧
动作片《王牌保镖》在北美上映
后，连续三周占据票房榜首位。
今日， 影片在长沙举行提前看
片会，22日将全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世界头号保
镖 (瑞安·雷诺兹饰)被要求保
护他的死敌 (塞缪尔·杰克逊
饰)的故事。无情的保镖和狡
猾的杀手要像一根绳子上的
蚂蚱， 被拴在一起长达24小
时，开启在从英国到海牙的一
系列滑稽历险，这对欢喜冤家
即将经历高速车逐战、诡怪的
航海冒险，还有一个冷酷无情
的东欧独裁者 (加里·奥德曼
饰)， 制造出一连串紧张又令
人捧腹的事件。 ■记者 袁欣

想笑？看《王牌保镖》

当红SUV
宋DM性能口碑双丰收

8月份的新能源市场整体
销量首次突破5万大关，插混市
场整体销量为10605辆。 比亚
迪宋DM以4194辆的成绩，几
乎占据了插混市场份额的半壁
江山。 不仅在北上广等限购城
市广受欢迎， 宋DM的销量有
40%来自于非限购地区。 像西
安、成都、南京、济南、长沙、温
州等二三线城市， 消费者对宋
DM的认可度都非常高。 超高
的产品价值， 却只售普通燃油
车的价格，竞争力可见一斑。

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非限

购城市的车主。张先生表示，选
择宋DM主要看中它能带来双
重体验。 作为一款新能源插混
SUV，宋DM拥有纯电、混动两
种驾驶模式， 用户既能体验混
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又能享
受纯电独有的节能与环保。

搭载了比亚迪542黑科技，
混动模式下，宋DM百公里加速
4.9秒，媲美百万级豪车。强烈
的推背感让车主陈先生直呼过
瘾， 说，“宋DM不但提速快，山
路、沙地、泥泞等道路都游刃有
余， 搭载的全时电四驱让人很
安心”。

短途纯电，长途混动，成为
了宋DM车主的用车常态，80

公里的续航完全满足日常上下
班出行。 宋DM还配备了诸多
高端智能配置，移动电站、云服
务、 遥控驾驶、CarPad多媒体
系统都很实用。看来，宋DM能
够成功打入非限购地区市场，
成为同级燃油车的有力竞争对
手，和出色的性能、良好的用车
体验密不可分。

技术与战略领先
成就爆款SUV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
发展与壮大， 政府的政策也在
不断的完善。双积分政策，奠定
了汽车品牌重点发展新能源产
业的基调， 试图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汽车的产品结构和消费习
惯。近日，工信部又表示，将制
订燃油汽车禁售时间表。 消息
一出震惊四座， 新能源车将取
代燃油车，俨然是大势所趋。这
一步到底怎么走？ 我们从宋
DM的身上仿佛已经看到了答
案。

宋DM的成功热销，不仅仅
是靠政策， 更是比亚迪新能源
技术实力与正确战略的体现。
作为唯一掌握电池、电机、电控
三电核心技术的汽车企业，比
亚迪还在不断壮大国际专家团
队，在产品的外观设计、底盘调
校、产品测试等领域，持续的完
善与进步。 作为比亚迪平台化
战略的首款插混SUV， 宋DM
聚集了比亚迪核心先进技术的
同时，降低了成本，让消费者受
益。补贴后17.99———20.99万元
的全国统一价， 让限购城市和
非限购城市的消费者在车价上
享受到“平等”待遇。

不仅如此， 比亚迪还为用
户打造了购车、 用车的新能源
双生态。 只要选择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即可享受灵活0息的金
融购车政策， 和后续的综合服
务如充电桩的安装、保险业务、
电芯终身质保（整车6年15万公
里质保）、24小时免费救援等，
从购车到用车， 真正解决客户
难题，毫无后顾之忧。未来，比
亚迪将继续深耕全国200多个
非补贴城市。 拥有超高价值的
宋DM，大卖是必然。

宋DM�8月再夺冠 非限购地区同样热卖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
圆》正热播，剧中女主周莹
凭借自身的胆识和惊人的
商业天赋，一举成为陕西第
一女首富，堪称清末商业一
姐。在车界也有这样一位插
混一哥。据乘联会最新公布
的8月销量数据， 宋DM以
月销4194辆的成绩力压对
手，连续4次蝉联插混月销
量冠军。

宋DM不仅在限购城
市销售火爆，在非限购地区
也广受欢迎。据悉，宋DM
在非限购城市的销量，已经
占比总销量的40%以上。
宋DM凭借优异的产品实
力成功打入非限购地区，热
销全国，带动了整个新能源
插混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
“爆款SUV”。

本报9月19日讯 超会
玩、超能演的《明星大侦探》
第三季本周五将播出了。昨
日，玩家何炅、吴映洁、白敬
亭、王嘉尔、魏晨亮相长沙
发布会现场，节目总导演何
舒介绍， 除了原班人马之
外，还会有很多年轻艺人加
盟，如吴磊、TFBOYS、张若
昀、林更新、赵又廷都在邀
约名单中。

“流量小生”都要当侦探

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
采访时，何炅用“特别过瘾”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他甚至
表示，“如果节目能录制20
年， 只要节目组需要我们，
我们也奉陪到底。” 作为前
两季的“金条王”和“脑力套
路担当”， 何炅很享受在节
目中探案的过程，“在这个
节目里我可以不顾形象放
肆去玩一些有趣的东西，每
次都很刺激好玩，每期造型
也会做新尝试。”

据节目组透露，此前两
季节目一直在棚内搭设虚
拟场景拍摄，新一季将全新
启用实景拍摄，最大限度还
原“案件”场景和细节，带来

更加真实的探案体验。

计划原班人马拍电影

每场上千件道具的准
备， 反复打磨上百次的剧
本……以至于《明星大侦
探》被称为“电影级综艺”。
既然故事和节目现场都十
分成熟了，节目组是否有影
视化的考虑？ 何舒坦言，凭
借着优秀的剧本，他们有拍
摄成电影的打算，而且还保
证“原班人马出演”。

让观众好奇的是，为什
么节目里的明星都那么聪
明，是不是每次拍之前参与
的明星都知道谁是凶手？何
舒说：“是真的不知道，我们
不会事先和明星沟通，也不
会让明星演。每位明星在录
制之前都只会拿到单人的
故事剧本，并且严格规定录
制前绝对不能互相交流，录
制期间导演也几乎不干涉
玩家玩法。但是一旦他们进
入游戏，事情就按照我们想
象的那样发展。这有点像设
计一个迷宫， 不管怎么走，
玩家都会走到我们想要的
方向上”。

■记者 袁欣

百余名车手
“逐鹿”洪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