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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奖品提供：
大众点评网

主持人 陈臻：
今天，经过3D重制的新版《 泰坦

尼克号》 将再次驶入上海各大影院的
银幕。如果你也在15年前走进影院欣赏
过原版，相信你会和记者一样，对那惊
鸿一瞥至今记忆犹新。记者当年是第一
次观看长达3个小时的电影，不过直到
散场才发现时间过得这么快。15年前，
你是不是也趁着热潮去看过这部好莱
坞大片呢？这部电影有没有对你的想法
产生过影响，影片中你印象最深的场景
又是什么？今时今日，你又会因为什么
理由去重温一下这部大片呢？

参与方式：
1、成为@青年报读者互动的粉丝。
2、转发活动微博，并@两位好友。
3、转发的同时参与话题讨论。
参与时间：
即时至4月10日17点。

参与回馈：
在所有参与本月“ 真心话”活动

的读者中抽取5位，每位可获得由大众
点评网提供的商汤天下火锅现金抵用
券100元。

》上期话题

写往天堂的微博
今年“ 写往天堂的微博”参与人

数大大超过了去年，很多外地的网友
也参与了本次活动。大家把自己的思
念写在了微博上，传达给已身在天国
的亲朋好友。我们也希望，在天国读到
这些微博的人们可以一切安好。

上期参与人次：1910
中奖者：@果果果果007、@cher-

ry茜多多、@吴皇驾到、@星辰镜

精彩真心话：
@果果果果007：我想我爷爷，虽

然他在我1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我
依然还能记得他骑自行车带我去“ 小
萝卜头”公园玩的情景。爷爷你是否
在天堂碰到了我外公外婆还有我的他
的外公呢？你们四个人可以凑一起打
打麻将哦。

@cherry茜多多：我的外公是读
私塾的，妈妈告诉我，他算盘打得精
彩、字也写得赞，还曾许诺过将来传给
我，教我一切他的知识，可惜在我读托
儿所时患病，瘦的模样我反而是记得
很清楚。他和我的记忆永远留在他带
我去厂区里托儿所的那一天。外公，天
堂里，你过得还好吗？

@吴皇驾到：小时候，外婆开馄
饨店，我帮她收钱不亦乐乎；读书
后，外婆卖茶叶蛋，我最爱吃她做的
兰花干；工作后，想给外婆买礼物，
她总说不要不要；谈恋爱，外婆每周
都问我TA会不会来，我笑她性子真
急。结婚了，外婆最终没能喝到我的
喜酒，就差几个月，此生终抱憾。清
明至，思外婆！

@星辰镜：我的大姨是一个残
疾人，但是却一直做着慈善，虽然人
已离去，但是她却把她的坚强和微
笑留给了大家成为感动常州的爱心
天使，转发并不是为了得奖，只是
希望把她的精神传下去，她叫王俭，
希望二老在那里可以在一起。

15年后再次驶来的
大船，你会去看吗？

小龙虾真当自己是“ 龙”
上市就猛涨 90元一份也有

在夜排档吃小龙虾直到十指流油的季节又要来了，记者昨日在沪上著名的“ 小龙虾一条街”寿宁路看
到，不少饭店门口都摆出了小龙虾的成品。想要尝鲜的食客们也可以去一些经营小龙虾的连锁餐馆，但无论
是在连锁店还是小饭店，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比去年都会贵上一些，每斤龙虾最多上涨12元。而有着一手好厨
艺，想要自己动手烧一锅的市民可能还要等上几天，记者在铜川路水产市场得知，小龙虾要到本月20日左右
才会上市。 本报记者 陈臻

小龙虾旺季又将到来，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比往年见涨。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当
昨日中午零星小雨向申城“ 问
好”时，虽然捎来一丝体感上的寒
意，但也将满园的春色带了过来。
今天春雨将继续滋润申城，为阴
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
气，气温预计在16~23!左右。如
何不失风度又不失温度地搭衣得
好好研究下。

云卷蔽日，春雨欲沾衣。受到
雨水的影响，昨日白天本市最高
气温较前天有所下降，止步于
19!，不过最低气温反而比前天
有所上升，达到16.4!，这样一

来昼夜温差有所缩小，体感较为
暖湿。

既然有诗云“ 小雨纤纤风细
细”、“ 天街小雨润如酥”、细细春
雨其实也为申城的春色带来另一
番风情。昨日下班高峰期的细雨
挺温柔，也让那些忘记带伞的上
班族有了和细雨亲密接触的机
会。记者很应景地随着细雨感受
着一丝寒意，但看着街沿满地的
桃花，似乎感受到了那种山水画
上的雅致。有人曾说，上海的春风
春雨令人极享受，“ 上海的风是带
着润肤露的”。有白领就在微博上

说道：“ 喜欢上海下雨的天气，尤
其是春天，雨点好细，风也好温
柔，空气中弥漫着湿湿的草香和
花香。下周准备每天都出门淋淋
雨，好好感受下上海的春天。”

上海市中心气象台预计，今
天雨水较昨日会更酣畅淋漓。明
日本市将逐渐雨止转为多云天
气，但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略有下
降。雨水短暂的离开后，周四后期
雨姑娘又将重返申城与春天有个
约会，短暂甜蜜后就走，周五天气
转为多云。

记者 俞韡岭

今天继续“ 小雨纤纤风细细”
周五才能转为多云

“ 一条街”小龙虾普涨五元
昨天下午，记者在寿宁路上

看到，各家销售小龙虾的饭店门
前都已经摆出了已经烹制好，红
通通的小龙虾，店主周先生告诉
记者，从3月中下旬开始就有小龙
虾陆续上市，不过目前还没有到
最热的时节。记者注意到，各饭店
的价目表都有改动，“ 香辣小龙
虾”的单价处贴上了一张纸，现售
价38元/斤。“ 去年从30元涨到33
元，今年又涨了5元，涨价了吃的
人就少，但成本实在太高。”周先
生表示，今年小龙虾的进价每斤
比去年贵上三四元，其他配料和
调料，还有人工也都在涨，每年调
整价格实属迫不得已。除了38元/
斤的品种，各店也销售个头略大
的“ 富贵虾”，每斤48元，也比去
年上涨5元。

连锁餐馆最多涨价逾三成
除了去“ 小龙虾”一条街，一

些连锁餐馆也是食客们经常光顾
的吃小龙虾的地点。记者昨日致
电复茂淮海路店、红玫瑰四川北
路店、盱眙虾趣龙虾城国济路店

等店家，结果发现，连锁店内小龙
虾也已纷纷涨价。红玫瑰最普通
小龙虾售38元/斤，一些特殊烧法
的卖88元/份，每份含两斤，折算
下来都比去年贵了5元/斤。复茂
价格最低的是手抓小龙虾，今年
售价45元/斤，比起去年的33元/
斤涨幅超过了三分之一，以一份2
斤起卖就是90元，而招牌十三香
小龙虾则卖到了49元/斤。

“ 最近小龙虾量会比较少，
不过店里的生意要到五六月份
才好起来，想吃小龙虾可以不用
预订随到随吃。” 复茂淮海路店
的店员说道。而对于45元/斤的
高价小龙虾是否会在日后进货
量大而有所下降的疑问，该店员
表示“ 肯定不会，今年都会是这
个价钱。”

水产市场内上市还要等10天
“ 市场里现在是没有小龙虾

的，你20日左右再来看看吧。”昨
天，记者在铜川路水产批发市场
内始终没有找到现货小龙虾的身
影，店主谢先生告诉记者，每年小
龙虾都会在4月中下旬上市，今年
也不例外，而且近日还传来由于

原产地气温过低导致 小 龙 虾 减
产的消息，所以今年的小龙虾
可能会比往年再贵一些，如果
进价过高，批发商可能会因担
心积压在手中卖不出去而停止
进货。但随着天气逐渐变热，小
龙虾的供应量上升，该价格可
能会出现松动。

》相关新闻

多种日常消费品
近日纷纷涨价

豆制品：清美、汉康普涨一至
两成，其他公司表示“ 提价只是时
间问题”。

食用油：金龙鱼菜籽油和花
生油涨价8%，福临门花生油涨
8.1% 至 8.9% ， 菜 籽 油 涨 3.5% 至
10%，预计将在4月下旬影响市场。

奶粉：上海部分超市卖场已
接到通知，美赞臣新装上市涨价
10%，雀巢奶粉和谷物产品系列涨
价5%。

洗发水：宝洁宣布旗下海飞
丝和沙宣上调零售价格，涨幅在
10%到20%之间。

“ 三校”毕业生
高考最高加20分

记者 刘晶晶 提醒：市教委昨天
下发《 关于做好2012年上海市中等
职业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报考高等
院校加分工作的通知》，2012年继续
实施对“ 三校”优秀应届毕业生报考
高等院校加分政策，最高可加20分。
凡获省市级 (含省市级) 以上三好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
干部称号者，参加本市普通高等院校
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5
月）招生统一考试，享受高考成绩总
分加12分的政策,由高校择优录取。

沪时装周明开幕
消费者可买作品

记者 陈诗松 提醒：上海时装
周2012秋冬作品发布将于明日起至
17日在新天地太平湖公园水上秀场
和800秀两大主秀场举行。来自中
国、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德国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杰出设计师和
时尚品牌将惊艳亮相。不仅有新天
地太平湖作为沪上第一水上秀场打
造时装周最美风景，还有6大中国原
创设计品牌集体亮相，全面展现中国
当下设计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时
装周发布期间，消费者还可以直接购
买大师们的设计作品，过一把“ 时尚
买手”的瘾。

两位青年作家
14日将登坛亮相

记者 郦亮 提醒：4月14日，上海
青年文化论坛将在上海图书馆多功
能举行主题为“ 网络时代的创作传
播力”的第二场论坛。此次论坛邀请
到了著名青年作家蔡骏和起点中文
网白金级写手“ 格子里的夜晚”（ 刘
嘉俊）担任主旨演讲嘉宾，他们将就
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现实、传统文
学与网络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青春
文学的现实思考展开对话。

蔡骏2000年起发表作品。2001年
长篇小说《 病毒》横空出世，至今已
出版《 地狱的第19层》（ 获2005新浪
年度图书奖）《 荒村公寓》《 旋转门》
等长篇小说15部。“ 蔡骏心理悬疑小
说”已申请注册商标保护。截至2007
年1月，蔡骏作品在中国大陆累计发
行达500万册，连续3年保持中国原创
悬疑类小说畅销纪录。

生 于 1980 年 的“ 格 子 里 的 夜
晚”，1999年以一篇《 物理班》获第一
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写过《 物
理班》等长篇小说。从2004年起转战
起点中文网，发表网络小说《 间谍公
司》、《 大陆图腾》、《 理想国战记》、

《 灵界代言人》、《 过渡诠释》、《 数字
生命》、《 野性之心》、《 时光之心》、

《 暗房》、《 修仙科学院》。人气奇高，
被起点评为白金作家。

想获得此次论坛门票的读者，可
给微博 @青年报 发送私信索票。

》你可能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