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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人家迎“双旦”（圣诞、
元旦）大酬宾，为回报新老客
户，酒店仍特别推出“半价优
惠”（仅限大厅），包厢 8.8折活
动（河海鲜、酒水除外），欢迎您
的光临！（活动时间 2018.12.1
日至12.28日周一至周四使用）
订餐热线：86660777、86680777

天禄人家迎“双旦”大酬宾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员
苏成）随着年底消费旺季的到来，
酒水消费进入全年的最高峰，国
内酒水市场的选择也越来越丰
富。然而，仍未改变白酒、葡萄
酒、啤酒三分天下的局面。在酒
水市场回暖的带动下，很多酒商
纷纷展开营销攻势。与往年一
样，商家年货备酒，酒店搭载营
销酒水都是营销热点，记者走访
市内多个商家，各类酒水都展开
了不同程度的促销活动。

借势发力抢占品牌营销高
地。很多白酒品牌在这方面的举
措很抢眼，如舍得酒借势改革开
放主题大剧《大江大河》和热点
网站的高端访谈、舍得智慧讲
堂、大国芬芳诗乐舞、舍得艺术
中心以及智慧舍得产品等节目和

文创产品落地，使舍得强化了品
牌营销。舍得酒业常州总经销和
丹阳分销商丹阳润泰商贸总经理
郭林介绍说，品质是品牌创新营
销的内核，无品质不品牌。舍得
酒业在行业内率先提出“生态酿
酒”的理念，作为稀缺的浓香型
白酒，酿造工序需要经过分级摘
酒、贮藏、勾调，正是因为舍得
对酒品质的严格把控，让舍得的
出酒率、优品率均居于行业先进
水平，并且成为浓香型白酒里唯
一获国标特级的白酒。近年来，
这款高档商务酒也在苏南市场销
售看好。

酒水定位贴近目标消费群
体。商媒普遍指出，目前中国人
均葡萄酒消费量为1.3升/年，中
国葡萄酒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的
关口。天猫发布的 2018 酒水消
费报告也指出，2018 年中国二
三线城市的葡萄酒消费能力进一
步释放，已超越一线城市的增

速。二三线城市不仅大有潜力，
正在成为葡萄酒消费的核心力
量，四五六线城市酒水消费增速
也远超出一线城市，并且随着市
场的不断饱和将继续向更低级市
场而延伸。郭林认为，实际上，
对于饮食以菜饭为主的中国人来
讲，口感轻盈或者偏甜的葡萄
酒、黄酒更适合，面对进口葡萄
酒的汹涌，张裕、长城等国产葡
萄酒品牌依然占据国内市场重要
地位。如，张裕依托布局的六大
优质产区生产出了与国际著名产
区相媲美的葡萄酒，张裕爱斐堡
家族大国元首访华宴会用酒在苏
南市场热销也证明了这一点。

酒店搭载营销搅热酒水消
费。酒店搭载历来是酒水营销的
重要阵地，而今年也不例外。水
中仙、天禄人家·凤凰宴、新世
纪国际、利奥国际、李家大院、
顺峰柒号等酒店饭店在年会、聚
会的预订促销中，都开展了酒水

让利甚至赠送酒水的活动。如，
东进大酒店 30年店庆特大优惠
促销中，从 12月 8日到 12月 30

日期间预定宴会，每桌满 1000
元以上赠饮白酒、鲜榨汁、干红
等。

年底旺季来临 酒水市场活跃

往事：改革开放初期，撑起
丹阳商业门面的综合型商店主
要有中百一店、二百、商业广场、
商业大厦、新市口商场、云阳商
城等。1993年后，全市也相继建
成了太阳城、新世纪商厦、南京
商城、丹阳商场、大鹏商场，且营
业面积均在 3000 平方米以上，
总营业面积已达到十二万平方
米，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的购买能
力，当时全市的社会零售总额为
15.8亿元。2001年5月，丹阳商
业广场有限公司在人民广场地
下城新建了商业广场人民广场
有限公司，2002年1月1日，投资
4000 万元兴建的 12000 余平方
米的地下商超人民商城开业。
而这个地下商城见证了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商业业态的变化以
及外来商业连锁巨鳄分享和拓
展丹阳商业市场的脚步。当时
丹阳已有了果品超市等新的商
业形式，商业广场则在人民商城
开展传统百货业由纯自营形式
逐渐向联营、承包、出租等物业
管理模式的现代百货业转变试
点工作。而在这期间，多个外来
大型商业连锁企业纷纷将目光
瞄准了丹阳市场，这种市场份额

分享的势头与当时各地的市场
环境是一致的。为掌握竞争的
主动权，我市将地下商城整体出
租，引进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先进
经营理念的江苏时代连锁超市，
使本土商业在竞争中寻找新的
发展与提升。

近闻：目前，八佰伴、金鹰、
吾悦、欧尚等外来商企和商业房
地产企业已全面进入了丹阳商
业市场，使丹阳的消费环境和消
费能力得到了提升和释放。如
12月 15日开业的丹阳利群时代
超市，总部位于山东青岛的利群
集团，是一家跨区域、多业态的
全国性企业集团，经营范围包括
零售、批发、物流、酒店连锁、房
地产、药品批发及连锁、汽车租
赁、金融和旅游等。其中商业连
锁 2017年居全国连锁企业第 21
位，集团整体实力多年位于中国
企业 500 强。利群集团经过收
购韩国乐天及华东区域 70多家
门店进一步加大了公司在江浙
沪皖等地的市场布点，实现了全
国区域迅速扩张。位于人民广
场负一层的利群时代丹阳店有
营业面积 12000多平方米，商铺
面积也扩大到了 3000 平方米。

有生鲜、食品、百货等 20000 多
个种类，突出了海米、海虾、小食
品等山东青岛地方特色产品。
利群时代丹阳店总经理袁航表
示，利群商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
上市商业集团，拥有十余家专业
品牌运营公司，并拥有茅台、宝
洁、海尔、青岛啤酒、上海家化等
500个知名品牌的渠道和渠道代
理权及专业品牌运营团队，与
2000余家上游供应商建立了稳
定的合作，利群时代将根据不同
地区消费特点，满足当地消费需
求。利群时代丹阳店开业以来，
店内人流如潮，特色商品以及营
销方式受到了丹阳消费者的追
捧。

“地下商城”见证商业业态变化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朱彤 史惠平

图为2002年人民商城开业和现今的利群时代丹阳店。 记者 溢真 摄

苏锡常美业连锁落户我市镇区
美容美发保健养生连锁店不仅广泛落地丹阳城区消费市场，来

自苏锡常地区的美业企业也开始布局我市镇区美业养生市场。来自
常州的聚源美容美发连锁16日在皇塘集镇开业的第二家聚源美容
美发连锁皇塘直营店，提供美容、美发、养生、中草药泡澡、全脸和S
身材打造、亚健康调理等服务。图为聚源聚源SPA美容养生会所皇
塘店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杜亚承 摄）

沪耀·可瑞滋获迪士尼丹阳独家代理
圣诞嘉年华前夕，沪耀·可瑞滋门店获得迪士尼丹阳地区独家代

理。沪耀·可瑞滋温暖的橱窗里已充满了快乐的圣诞元素，米奇、米
妮、迪士尼小甜饼、三种口味曲奇饼干、蛋挞、榴莲酥、圣诞蛋糕和欢
乐杯等迪士尼圣诞食品和礼物沪耀·可瑞滋各门店都已上柜。图为
可瑞滋门店迪士尼食品销售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国武 摄）

图为丹阳润泰商贸酒水营销现场。 记者 溢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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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节档都是票房井
喷的时候，也是许多电影的必争
之地。2018年从大年初一到初
七，春节档 7 天累计票房高达
57.2亿元，大大超过了 2017年
春节档 7天 38亿元的票房，创
造了历史纪录。2019年的春节
档同样竞争激烈，有些电影甚
至都提前一年多预定了这一档
期，其中还是以喜剧片居多，
比如宁浩导演，黄渤、沈腾主
演的《疯狂的外星人》；韩寒导
演的第三部作品《飞驰人生》；
周星驰参与的新作《新喜剧之
王》以及成龙主演的奇幻喜剧
《神探蒲松龄》。除了喜剧片之
外，也有郭帆导演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由麦兆辉自编自
导，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
主演的犯罪悬疑片 《廉政风
云》，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
年》 和 《熊出没·原始时代》
等。截至发稿前，2019年 2月 5
日春节当天已有 13 部影片定
档。是互相伤害，还是共创辉
煌？能否再次创造春节档的票
房纪录？哪部影片能够杀出重
围、过一个好年？这些疑问只有
等到明年春节才能一一揭晓。

《疯狂的外星人》
导演：宁浩
主演：黄渤、沈腾
类型：科幻喜剧

这是宁浩导演继《疯狂的石
头》《疯狂的赛车》之后，执导的

“疯狂”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也是
其首次进军春节档。这应该是
春节档几部影片中定档最早的
一部，早在 2017年 7月在青岛开
机的时候，电影就宣布定档2019
年大年初一上映。该片的故事
灵感来源于刘慈欣的短篇科幻
小说《乡村教师》，故事背景上
升到宇宙和太空，在延续疯狂系
列一贯荒诞现实主义风格的基
础上，以科幻外衣聚焦发生在小

人物身上的疯狂小事，打造符合
中国气质的平民科幻喜剧。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宁浩
花费了极大精力，从筹备到拍
摄花了近 5年时间，上一部作品
还是 2014年的《心花路放》。主
演之一黄渤作为宁浩导演的御
用演员，这是他第五次出演宁浩
的大电影，在片中依然饰演耿浩
这个小人物，再加上另一位主演
沈腾，两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喜
剧演员势必会给其他同档期电
影造成极大压力。

《神探蒲松龄》
导演：严嘉
演员：成龙、阮经天、钟楚曦
类型：奇幻喜剧

一向以真功夫拍摄动作电
影的成龙，这次却开始尝试特效
电影，拍摄奇幻喜剧题材《神探
蒲松龄》。片中成龙既是一位大
文豪，也是一位武功高强的神
探，屡破奇案，收妖扬善。他
会尝试无实物表演和一些新的
武打动作，算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与挑战。片中还会出现成龙
20岁时的年轻模样，制作团队
参考了成龙早年电影，结合一
些技术手段，对镜头中的成龙
进行处理，让他重返 20岁。据

悉，电影早于今年年初就已经
拍摄完成，之后的一年时间主
要是由国内的特效团队为影片
做后期工作，展现出影片美轮
美奂的东方奇幻世界。

《飞驰人生》
导演：韩寒
主演：沈腾、黄景瑜、尹正
类型：动作喜剧

算上 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
的《飞驰人生》，韩寒仅执导了
三部作品，但韩寒依然树立起
了个人品牌，无论是口碑和票
房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
是曾于 2017年大年初一上映的
第二部作品《乘风破浪》，收获
票房 10.49亿元。这次他又将题

材触及自己熟悉的赛车领域，
讲述一位过气赛车手的故事，
除了一些紧张刺激的赛车动作
之外，当然还会延续之前作品
的韩式幽默，沈腾与韩寒的组合
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也
相当令人期待。而主演沈腾将
在明年春节档同时有两部主演
的电影上映，很可能是春节档最
大赢家。

《新喜剧之王》
导演：邱礼涛（未正式公布）
演员：王宝强（未正式公布）
类型：喜剧

周星驰电影一向比较神秘，
直到上个月底才公布了《新喜剧
之王》的先导海报，宣布定档2019
年大年初一，然而包括导演演员
等主创信息依然未透露。但从今
年10月港媒的报道中得知，因为
制作周期短，这次周星驰的身份
不再是导演而是监制，导演为曾
执导过《拆弹专家》的邱礼涛，他
在圈内拍片以速度快出名，所以
才能在12月之前顺利杀青，有两
个月时间准备后期工作。港媒还
报道称，该片男主角为王宝强，

“星女郎”林允也有出演。《新喜剧
之王》可以看做20年前那部经典
的《喜剧之王》的续作，作品的质
量另说，对于现在的年轻受众来
说，能不能买单还是个疑问。

《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
主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
吴京
类型：科幻

与《疯狂的外星人》的科幻
喜剧不同，《流浪地球》的科幻色
彩会更“硬”一些。影片讲述在
太阳即将毁灭时，地球上的冒险
小分队和太空小分队拯救地球
的故事。整部影片的环境就是
冰天雪地，极度寒冷，预告片中
有个镜头显示温度已经降到
了-84℃。片中的大部分场景都
是在青岛的摄影棚拍摄的，基本
是绿幕表演。为了做到真实可
信，剧组对服装要求特别高，演
员在片中穿的衣服有的接近100
斤重。作为国内少有的科幻片，
它的成功对于国产科幻电影有
着十分重大的意义，2019年大年
初一等待着观众检阅。（综合）

2019春节档大混战，谁能笑到最后？

《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

无厘头剧名离不开“我”“爱”“你”
郑爽、罗晋主演的《为了

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蔡
徐坤主演的《我才不会被女孩
子欺负呢》，宋茜、黄景瑜主演
的《结爱·千岁大人的初恋》，胡
一天、沈月主演的《致我们单纯
的小美好》等近两年播出的热
门剧集的剧名，与几十年前《渴
望》《孽债》《过把瘾》《我爱我
家》等电视剧剧名比起来，显得
越来越长。而且近期开机或杀
青的新剧剧名还有越来越无厘
头之势，比如《乌拉乌拉大餐
吧》《一手遮天一手捶地》等剧
名让人不明所以。记者统计
2017-2018年在广电总局备案
公示的剧集，探究7字以上长剧
名类型以及无厘头剧名的成
因。通过统计，还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这些长剧名的

高频词有“我”“爱”“你”“青春”
“之”“风”“花”“海”“月”，倒是
也佐证了这种剧偏向于青春爱
情剧。

国产剧集的剧名为何越来
越长？越来越让人不明所以？
记者采访剧评人胡摩，她认为
这种现象跟 IP剧的兴起有很大
关系，IP剧，指的是根据有一定
粉丝数量的国产原创网络小
说、游戏、动漫等基础上创作改
编而成的影视剧。“在世纪之
初，国产剧的剧名还是以 2-3
字为主流，如《大宅门》《金婚》
《亮剑》《黑冰》《黑洞》等。从
2014年 IP这个概念流行开始，
大量的 IP剧往往直接使用小说
原著的名字，如仙侠剧《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
霜》，情感剧《夏有乔木，雅望天

堂》《初晨，是我故意忘记你》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
界》《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等。这跟流行文化以及青少年
亚文化有着很深的勾连，也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当下社会的
情感结构：严肃文学日益边缘
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适合年
轻人口味的，有一点漂浮感的
东西。影视剧的出品方都以

‘得青年者得天下’为圭臬，除
了请流量明星出演之外，剧名
自然也向年轻人喜好倾斜。但
是今年年底将有一批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呈现，如《大江大河》
《芝麻胡同》《老中医》等，剧名
都言简意赅。而且 IP热渐渐退
去，也许明年长剧名这种情况
会有所改观。”

（综合）

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17日
电 美职篮（NBA）休斯敦火箭
队总经理莫雷 17日证实，中国
球员周琦已经被火箭队裁掉。

周琦是在 2016 年美职篮
选秀大会上被火箭队在第 43
顺位选中的。不过，火箭当时
并没有直接签下他，周琦留在
CBA 继续为新疆广汇队征战
了一年，帮助新疆队在 2017年
拿到了队史首个 CBA联赛冠
军。

2017 年 7 月，火箭队正式
签下周琦，期待他成为第二个
姚明。不过事与愿违，在过去
的一个半赛季中，尽管周琦努
力适应美职篮的比赛强度和节
奏，但是仍很难在火箭队立足，
他基本上是在火箭下属的发展
联盟俱乐部毒蛇队打球。在毒
蛇队期间，周琦为球队出战 31
场，场均拿到 11.2分和 7个篮
板，投篮命中率为 51.3%。而
在有限的为火箭队上场打球的
时间里，周琦场均仅得到1.3分
和1.2个篮板，这应该是火箭队
放弃周琦的主要原因。

本赛季周琦也十分不走
运，一直在同伤病做斗争。从
赛季前的训练营，到后来下放
毒蛇队打球期间，他都多次受
伤，错失了很多证明自己的机
会。

在获知被裁的消息后，周
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为自己打
气。他说：“拼图，不是这一块，
会是下一块。梦不变，我在路
上。”

上个月，周琦也曾发表励
志长文。他在文中说：“我在这
里，从夏天慢慢走进了冬季，也
慢慢把心态放平。我告诉自
己，不管经历什么、身处何方，
不管最后的结果会怎样，都不
能影响我为了既定的目标和长
久的梦想去不断努力。”

周琦被火箭裁掉

国内首档年轻演员品训真
人秀《演员的品格》将于本周六
上线爱奇艺，曾在综艺《我就是
演员》中担任表演指导的刘天
池将带队专业老师团，引导 60
位新人演员学习“演员的品
格”。

在《演员的品格》中，对演
技的打磨是演员“品格”的基
础，因此，在训练过程中，刘天
池带队的专业老师团安排了密
集的专业表演课程，涵盖声乐、
台词、表演、戏曲等各个维度，
为新人演员夯实专业基本功。

除了专业老师团，节目中
还有何炅、周冬雨、井柏然三位
演值团成员全程陪伴 60位新
人演员成长。

（新娱）

《演员的品格》
本周上线

张学友演唱会“8
排 26 号座位”永
远空着
只为留给一位天堂的粉丝

歌神张学友200场巡演抓了
46位逃犯，被网友誉为“逃犯克
星”，成了他专属的演唱会有趣
现象，但不只如此，他的演唱会
上还有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就
是“8 排 26 号”这个座位的门票
绝对不会开放贩售，据传这是他
专门留给一位罹患“不治之症”
铁粉的专属座位，背后故事让人
鼻酸。

据传，这位得了绝症粉丝在
某一场演唱会开唱前的几个小
时，抢到了 8 排 26 号的这个座
位，但难逃病魔缠身，最后不幸
离开人世，他在得知后相当难
过，便决定未来都要把这个座位
留给已经过世的粉丝。

张学友“学友-经典世界巡
回演唱会”走过200场，他在河北
石家庄和陕西咸阳一连两天举办
巡回演唱会，开唱期间警方连续
两天分别抓获3名及5名逃犯，加
上其他违法犯罪者13人。过去五
个多月来，张学友在内地开唱，至
少已有46名通缉犯或嫌疑犯在演
唱会中被逮。记者会上被问到此
事，他幽默笑说，“我只是资历比较
深，听歌的群众也比较广，发生几
率比较高。”（新娱）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咨询热线：0511-86911116

广告

好消息！新版丹阳旅游交通图出版发行啦！

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准确、直观地了解丹阳！即日起新版丹阳旅游交通图在丹
阳书城三楼批发和零售！

2019年各种年画、台历、日历等商品在书城三楼热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