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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提醒

音乐普及讲座
时间：3月3日14:30-16:00
地点：丁香路425号东方艺术中

心一楼中心园
两把臂上中提琴、两把低音维

奥尔琴、一把大提琴和一把低音提
琴，加上羽管键琴，就能组成一支管
弦乐团？作为对规模日益庞大的交
响乐团的质疑与反抗，20世纪的部
分音乐者开始倡导乐队编制的简化
与演奏方式的“ 本真”回归。本次讲
座，将特邀艺术人文频道《 纵横经
典》栏目编导毕祎，与大家聊一聊
室内管弦乐团与它所追求的本真演
绎。讲座免费，无须凭票可直接入场
参加，座位有限。

上善若“ 纸”到“ 过化存神”
时间：3月3日14:00-16:00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
中华文明的跃升因为发明了文

字与纸，它使我们的文化历史悠久，
又得利于民族性“ 尊天”、“ 爱物”
的养成，产生了千百年来在民间广
为实行的“ 惜纸”、“ 敬纸”、“ 崇
文”的民俗行为，“ 过化存神”的感
恩，新时代很多人不知道了。本次讲
座《 汉声》杂志总策划黄永松将向
大家重新介绍这种传统。

讲座为免费项目，活动中心每
场限额100人，请拨打96968686咨询
电话提前预约。

《 陈福善的世界》展览
时间：即日起至3月11日
地点：南京西路325号上海美术

馆二楼五号、六号展厅
陈福善是香港在民国时代“ 西

画”风潮下的著名画家，他对色彩
的尝试，他使用色谱的多元，比起今
天的年轻画家也不遑多让。本次展
览是陈福善作品的一次大型回顾
展，展览的作品从1940年代到1980
年代，共精选一百幅，主要来自其家
族和海内外收藏界。 记者 陈臻

喝水别用塑料杯

记者 朱迪 提醒：塑料杯便宜、
不怕摔，深受上班族喜爱，然而最好
别用塑料杯。塑料中常添加有增塑
剂，其中含有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用塑料杯装开水的时候，有毒的化
学物质就很容易稀释到水中。虽然
塑料表面看似光滑，但实际上有许
多空隙，极易藏污纳垢。清洗杯子
时，最好使用洗洁剂，并用热水冲
洗。另外，最好给杯子配个盖儿，并
且不要靠近电脑等电器。其实，喝水
杯首选应该是玻璃杯。在所有材质
的杯子里，玻璃杯是最健康的。玻璃
杯在烧制的过程中不含有机的化学
物质，当人们用玻璃杯喝水或其他
饮品的时候，不必担心化学物质会
被喝进肚里去，而且玻璃表面光滑，
容易清洗，细菌和污垢不容易在杯
壁滋生，所以人们用玻璃杯喝水是
最健康、最安全的。

生活中的小妙招，你是不是愿
意和大家分享？当下的热点事件，
你有没有想要发表的观点？我们刊
登的内容，你有没有想要提出的建
议？从下周起，本报将推出读者互

动全新栏目“ 真心话”，我们诚邀
各位读者和我们分享心里话。

下周开始，“ 真心话” 栏目将
在每周二、三、四见报，我们会提前
一天在本版面和官方微博“ @青年
报读者互动” 上公布第二天讨论
的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微博或者热
线的形式向我们说出“ 真心话”，
栏目主持人也会作出麻辣点评。每
期栏目本报都会从参与读者中抽
取二位幸运儿，获赠价值100元的

礼品一份。
为新栏目造势，从现在起至3

月4日24点，读者在新浪微博上关
注“ @青年报读者互动”，转发活
动微博并@自己的一位好友，我们
就将在所有参与者中抽取三位幸
运者，他们将获得由上海博纳银兴
国际影城提供的电影兑换券两张。

“ 真心话”栏目还将送出更多丰厚
的奖品。

记者 陈臻

本报”三八“ 妇女节活动趣味
“ 孕” 动会的合作征集已于昨日截

止，在众多报名的写字楼和企事业单
位中，本报最终选择了闵行区莘庄镇
团委、妇联作为本次活动的合作方。

活动之初，本报就将参与对象
设定为写字楼内的楼宇青年，除了人
民广场、陆家嘴等传统的商务楼宇聚
集地外，近年来，莘庄镇也建起了一
批商务楼宇。记者从莘庄镇团委了解
到，在这些楼宇中，聚集着很多高学
历、高层次的青年人才，很多处于初

创阶段的企业本身规模不大，没有精
力再组织一些团队活动，“ 为他们提
供精神层面的服务，增加他们对本
区域的归属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
内容。为此，莘庄镇有关部门已经面
向楼宇青年开展了七夕交友、环保

‘ 绿色账户’等活动。本次活动的形
式很新，可以在‘ 三八’妇女节来临
之际，能够倡导一种男女平等，互相
理解帮助的理念。” 莘庄镇团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感受到来自区域的关怀，日后可以主

动参与到其他活动中。
经过协商，本次趣味“ 孕”动

会将于3月6日中午在莘庄镇绿地
蓝海楼宇广场举行。莘庄镇团委和
妇联将组织18位运动员和10位裁
判员参与，男运动员将在全程佩戴

“ 假肚子” 的情况下完成起床、系
鞋带、喝水等动作，女裁判会根据
选手完成的时间和质量进行打分，
获奖选手会得到奖品，所有到场的
女士也将收到代表节日祝福的鲜
花。 记者 陈臻

三八节“ 孕”动会花落莘庄楼宇青年

》你可能感兴趣的

85度C饮料面包
全面涨价

记者 朱迪 提醒：时隔星巴克涨
价1个月后，2月28日起咖啡连锁店85
度C全国600多家门店统一涨价，其
中饮料、面包类价格普遍上涨了0.5
元至2元不等，而蛋糕类价格涨幅最
高的则达至7元，其分别是8寸的雪藏
提拉米苏与巧克力瑞士卷。

昨日，记者从85度C吴江路店与
陕西南路店两家店铺内的值班经理
证实，于上月28日起咖啡连锁店85度
C全国600多家门店统一涨价了。“ 在
售的40款饮品中，只有14款没有涨
价，其中有6款是新品，而其余的则涨
了0.5元至2元不等。”85度C吴江路
店的值班经理杜先生向记者介绍说
道。在黄色灯光的照耀下，记者看到
不少款饮品新贴上去的价格标签痕
迹依旧清晰可见。据记者了解，在涨
价的26款饮品中，只有9款是上涨了
0.5元，招牌85咖啡从之前的8元涨至
9元，而饮料类中价格上涨最大的是
冰沙类饮品，3款口味的冰沙有2款的
价格上涨了2元。

与此同时，面包、蛋糕类价格也
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近200款面包类
型中名为“ 鲜奶土司”的价格从原来
的10元涨至12元，这也是此次面包类
中涨价最高的一款。而在蛋糕类中，
据85度C吴江路店的值班经理杜先
生介绍，20多款切片蛋糕中将近有一
半的价格统一上涨了0.5元，8寸的雪
藏提拉米苏与巧克力瑞士卷也都涨
价7元，只有10寸蛋糕价格没有上涨。

上海首家钻石
平价商场明开业

记者 罗水元 提醒：明天，全国
首家量贩式平价钻石商场“ 全城热
恋” 上海首家门店将在南京路步行
街边正式开业，届时，将有“ 买1克拉
送1克拉”优惠。据了解，由于向供应
商采购后直接销售，省去了品牌商
42%的成本，又把商场成本压缩了
8%，全城热恋钻石平价商场销售的
钻石价格只有传统商场的一半。一克
拉的钻戒便宜一点的为三四万元，贵
点的也只有一二十万元。

前大灯装置缺陷
保时捷召回凯宴

记者 罗水元 提醒：日前，保时
捷（ 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表保
时捷股份公司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因前大灯
锁止装置存在缺陷，自2012年3月23
日起召回2011-2012款保时捷凯宴系
列汽车。据该公司统计，在中国大陆
地区共涉及20826辆，车辆生产日期
从2010年3月8日到2012年1月31日，
车型包括凯宴凯宴S，凯宴S混合动
力，凯宴涡轮增压，凯宴柴油版（ 该
公司未进口销售）。

国际/地区航线
燃油附加费上调

记者 刘春霞 提醒：昨天起，多
家航空公司纷纷上调国际/地区航线
的燃油附加费。携程网等机票代理机
构的数据显示，此次国际/地区航线燃
油附加费上调，幅度根据航段距离和
航空公司有所不同。其中，欧洲航空公
司大陆至欧洲线长航段，上调幅度普
遍在12欧元左右；亚洲各航空公司大
陆至港澳台等短航段，上调幅度约3美
元左右（ 国际机票税金为实时税金，
具体需以出票当日查询结果为准）。

》大雾影响

》网罗周末

长期征集各类优惠便宜信息
联系方式：
QQ:46439133
微博：http://t.sina.com.cn/zhenpianyi
邮箱：qnbhdbzpy@hotmail.com

想便宜成真
找记者陈臻

便宜臻臻臻臻臻臻臻臻臻臻臻臻臻臻

昨拉响今年首次大雾、雷电预警
双休日继续“ 阴雨模式”

昨天清晨起，大雾弥漫上海
港。由于海上能见度极低，船舶无
法正常行驶，整个上海港受影响的
船舶已经超过80艘次。

昨天下午2点，记者在外高桥
码头看到，码头被大雾所笼罩，停
在江边的外轮和码头上的吊机都
在大雾中若隐若现，码头都已经停
止作业，少了集装箱卡车的忙碌穿
梭，码头显得有点冷清。边检民警
告诉记者，仅在外高桥边检站辖
区，短短10小时内受大雾影响而推
迟或取消航行计划的船舶就已近
40艘次。

吴淞边检民警告诉记者，上海
港包括吴淞、外高桥、洋山等在内
港口已有百余艘国际航行船舶取
消了出入境（ 港）计划。仅吴淞边
检站辖区已有二十余艘国际航行
船舶取消出入境（ 港）计划。

记者 严柳晴

80余艘次船舶受影响

早上白茫茫一片，高楼都被雾
气淹没；傍晚电闪雷鸣，密集的雨
水倾泻而下⋯⋯昨天，申城继续处
在“ 阴雨模式”中，大雾、雷电也来
凑热闹，还触响了今年本市首个大
雾黄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气象
部门表示，未来几天本市的天气不
会有明显改变，阴雨还将是“ 主旋
律”，其中双休日还会有一次和昨
天差不多的降水过程。

昨天，本市继续维持阴雨天
气，由于空气湿度大，气压场较弱，
7点前后，奉贤、闵行、松江先后出
现了雾，局部地区的能见度一度低
于500米。7点45分，上海中心气象
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这是本市
今年首次拉响大雾预警。此次大雾
天气对市民交通出行造成了一定
影响，好在上午开始能见度逐渐好
转，12点51分大雾预警解除。就在
市民以为“ 大雾”将成为当日天气
的关键词时，傍晚，一场比较激烈
的雷雨又不期而至。昨17点，上海
中心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雷电
黄色预警，随后，不少地区就响起

了轰隆隆的雷声，一道道刺眼的闪
电更是让人感觉心有点颤。

同时雨也明显大了起来，由于
正值下班高峰，很多市民都是伴着
湿漉漉的雨水回家。17点48分，上
海中心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
预警信号。

上海气象局首席服务官张瑞
怡表示，这次雷电活动是因为高空
有冷空气南下，与暖湿空气“ 交
锋”而产生的，“ 本市2月出现的两
次雷电活动主要都是南部区县闻
雷，市中心并不明显，这次雷电范
围要大很多，是全市范围的。”

自2月下旬以来，申城已经被
阴雨“ 掌控”了十来天，但未来几
天阴雨仍没有撤退的意思。气象部
门表示，未来三天申城仍是湿答答
的阴雨天，其中双休日还将有一次
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最低气温维
持 在 6-7! 左 右 ， 最 高 气 温 在
8-10!上下。市民要注意随身携带
雨具，同时天雨路滑，也要注意交
通安全。

记者 刘春霞

昨日的大雾致能见度一度低于500米。 本报见习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