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
局部阵雨转多云

24!~33!

今天
阴转多云有时阵雨

23!~29!

B03
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臻 美术编辑 陆轶
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早知道

》你可能感兴趣的

我们的卧谈会

本期奖品提供：
大众点评网

主持人 陈臻：
配合本报毕业季“ 重温卧谈会”

的读者活动，本期话题定格在集体回
忆学生时代的寝室卧谈会。谈美女，谈
帅哥，谈前程，谈游戏，谈妆容，寝室熄
灯后的卧谈会是寝室生活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如今一年，十年，几十年过去，
卧谈会的内容你还记得吗，还记得自
己当初的床铺位，记得当年卧谈会上
话痨是谁，记得谁第一个睡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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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17点。
参与回馈：
在参与活动的读者中抽取1位，可

获得由大众点评网提供的米洛思女子
养生会所体验券1张。

》上期话题

你最爱的冷饮“ 圣品”
不得不佩服这些“ 吃货”，变着法

儿把普通的冷饮吃出自己难忘的美
味，比如盐汽水加冰砖、加牛奶。从网
友的回忆看，很多冷饮如今都已经找
不到身影又或者不再是过去的味道，
比如足球冰淇淋、娃娃雪糕、血糯米雪
糕。当时的年代选择很少，反而成就了
如今想想就很开心的美味。

上期参与人数：135
上期获奖者：@等的好辛苦
可获得由大众点评网提供的绿茶

餐饮100元优惠券。

》精彩真心话

@夏枫_Shally：当然是冰砖啦~~那
时候我记得最时尚的吃法还是泡在盐
汽水里呢，大爱啊~~现在也爱吃冰砖。

@倪小姐IN_SHANGHAI：冰砖 1.
加新鲜草莓 2.放在可乐里面 3.加在
蛋糕或华夫饼干香蕉或葡萄放在冰箱
里吃起来一样赞和棒冰一样。

@逝水一方：三色杯子一种颜色
分一个人，三个好朋友一起吃！

@大爱兜仔：冰砖化了更好吃，把
冰砖拌入土豆色拉中，冷冷的、甜甜
的、香香的，那味道我至今难忘。

@白天包子：最喜欢“ 奇形娃娃”
了呀！记得高中有次去小卖部买奇形，
旁边有个男生对阿姨说：“ 阿姨，来根
怪胎！” 人家阿姨果然是有见识的人
啊，刷的一下拿出一根奇形娃娃。

@等的好辛苦：我的儿时冷饮圣
品是足球冰淇淋，那时我爱收集足球
壳，暑假妈妈给我买了好多好多，我都
舍不得吃，天天看着冰箱也开心。没想
到有一天两个哥哥来我家，我正好出
去游泳了，等我回来，冰箱里的十来个
足球都没了，我哭的那叫一个惊天地
泣鬼神啊，舅舅最后买了一箱回来补
偿我。

@挡不住的朱文元：冰砖，买那种
白脱小圆面包（ 或者鲜奶味道浓的吐
司面包） 把冰砖当作黄油涂在面包
上，要厚厚的面包" 冰砖，人间美味！
吃的时候，如果喝冰奶咖，更灵。

近日，多家外地媒体和网络
疯传沐浴露集体涨价的消息，并
点名道姓8家涨价的沐浴露品牌。
不过记者走访沪上多家超市卖场
发现，集体涨价并不准确，目前只
有舒肤佳提价一成，其余品牌无
明显价格变化，部分沐浴露、洗发
水产品实际售价甚至低于去年同
期，但是整体促销力度大不如前。

舒肤佳提价一成
近日，网传全国各地日用品

相继涨价，广州、重庆等地的媒体
报道称，当地沐浴露产品价格上
涨，包括舒肤佳、玉兰油、多芬、夏
士莲、力士、六神、强生、妮维雅等
多个品牌的沐浴露，平均幅度达
10%左右，其中六神、强生等一些
产品涨幅高达30%以上。

记者昨天走访了沪上家 乐
福、吉买盛、屈臣氏等多家超市，
发现进入夏季，挑选沐浴露等洗
护用品的市民明显增多，但是价
格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在屈臣氏
虹口龙之梦店，促销人员表示近
期沐浴露价格并未出现大幅波
动。而在吉买盛同心店，沐浴露专
柜的工作人员表示，6月初刚换过
一批新标签，但并没有修改价格。

不过记者发现，舒肤佳的沐

浴露推出了新品，新老产品的价
格都已经做过调整。400毫升的旧
品从17.8元涨到20元，新品售价为
24.9元，比旧产品价格高出将近
25%。720毫升的家庭装新老系列
产品的价差也在5.9元到7.9元之
间。家乐福方面表示，6月4日已收
到舒肤佳的提价通知，涨幅为10%。
对此，宝洁公司消费者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则表示，“ 不能单纯用涨
价来评判。产品的价值不仅仅体现
在价格上，而是体现在创新上。”

整体促销力度大不如前
去年同期，联合利华将旗下

夏士莲、力士沐浴露的价格上调
10%，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
些产品现在的售价大多已经低于
去年同期的价格。在华联吉买盛
同心店，750毫升的夏士莲深层净
肤沐浴露售价24.9元，相比去年
25.7元还便宜了0.8元，750毫升的
力士闪亮冰爽美肤沐浴乳标价为
32.9元，相比去年同期34.2元的售
价也下降了1.3元。

而在四月宣布旗下海飞丝和
沙宣洗发水涨价的宝洁专柜，记
者发现这两个品牌如今在大打促
销牌。海飞丝400毫升的去屑洗发
水原价43.9元降为32.9元销售，降

价幅度高达25%。沙宣修护水养洗
发露也降价5元促销，公司旗下的
飘柔也在以七五折的优惠价促
销。“ 跟四月份提价前的价格比起
来差不多，甚至还便宜了一些。”
专柜的工作人员说。

不过，记者从卖场工作人员
了解到，虽然现在是沐浴露、洗发
水销售的旺季，但卖场的促销力
度却大不如前。“ 你看专柜的促销
海报数量就知道了，只有两三张
活动海报，促销的频率和力度都
没有去年大。”工作人员说。

企业回应：从未发布涨价消息
对于网络上点名道姓，传得沸

沸扬扬的涨价消息，不少企业也在
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昨天，联合
利华相关人士表示，近期公司没有
涨价计划，反而在做清扬和多芬的
促销活动。如果终端有价格变化，
可能是零售渠道的自行调整。

上海家化的官方微博也做出
澄清，“ 今年迄今为止，我们没有
发布过任何六神沐浴露零售价涨
价的官方信息”，并表示将持续通
过内部优化管理及降低采购成本
等各项措施挖掘公司内部潜力，
努力消化成本上升造成的影响。

本报记者 陈诗松

沐浴露并未集体涨价
促销力度不如往年大

本周五起，市民可以购买端
午小长假的长途汽车票了。记者
昨日了解到，本市长途客运总站
和长途客运西站的端午小长假
客运安排已经出炉，周五起全面
开售6月24日（ 含）之前的所有
车票。

由于今年的端午小长假相
较去年延迟了 半 个 多 月 ，“ 五
一”小长假后积压了近两个月的
出行需求会在端午小长假得以
释放，因此公路客运部门预计今
年端午小长假的出行客流将高
于去年。长途总站透露，6月21日
至6月24日，总站预计发出5300
班，发送客流13.69万，与去年同
比客流增长2.47%左右。其中，最
高客流将出现在6月21日-22日，
日发客流有望突破4.3万人次。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总站
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将累计加班
600多班，主要方向为苏州、无
锡、扬州、南通、杭州、宁波、温
州、嘉兴、嘉善等长三角旅游城

市；白象（ 雁荡山）、桐庐、新安
江、溧阳（ 天 目 湖 ）、太 平（ 黄
山） 等旅游景点班线；启东、吕
四、靖江、泰兴、泰州、盐城、启
东、吕四、姜堰等短距离探亲“ 农
忙”班线；以及吴江、平望、张家
港、常熟、昆山、太仓等近距离购
物班线。

本周五起，总站、西站就将
开售6月24日（ 含）之前的所有
车票，其中总站仍将实行24小时
通宵售票。6月16日起，总站的车
票 预 售 期 恢 复 为 10 天（ 含 当
天）。总站透露，车票预售期间将
实行地面地下双向售票，售票窗
口也将由原来的21个增至35个，
其中15个为一小时绿色专用补
票窗口。

而为了缓解车站客流压力，
6月21日-22日端午小长假客流
出行高峰期间，总站还将实行双
通道进站措施，地面、地下均可
凭票直接进入车站。

记者 刘春霞

申城2日已入夏
双休湿热有雨

记者 俞韡岭 提醒： 昨天白天
上海以阴天为主，云系较多，时不时
还飘些小雨，给观赏“ 金星凌日”的
天文爱好者带来不少遗憾。进入下班
时段，雨水变得明显起来，全市大部
分地区都被雨水笼罩，而这场雨也将
持续到今天，对早高峰交通会造成一
定压力。

鉴于昨天市区徐家汇最低气温
为21.3!，最高气温26.8!，日均气温
达到入夏标准，申城终于彻底和春天
告别，迎来夏天。

不过未来几天并不舒适，体感以
湿热为主。明天上午南部地区仍有短
时小雨，下午逐渐转为多云天气，同
时气温上升明显，最 高 气 温 可 达
33!。接下来的双休日，上海还会出
现阵雨天气，周六的最高气温会进一
步上升，而早晨的最低气温在将处在
24!左右的“ 高位”。

铁警发布
暑期安全出行提示

记者 马鈜 通讯员 刘群 提醒：暑
假即将来临，上海虹桥高铁车站派出所
民警给广大市民发布三点小提示。

1.夏季来临，爱美的女孩出门时
候可能会携带香水、指甲油、染发剂
等化妆品。然而，根据公安部、铁道部
有关法规规定，每名旅客最多只能携
带不超过100毫升的香水及不超过20
毫升的指甲油和染发剂；

2. 由于适逢暑期客流高峰时段，
且高铁车站安检查危较为严格，请旅
客预留足够时间安检候车，以免误
车；

3.虹桥站为高铁车站，所有车票
均需实名制购买。请您出门前携带好
自己的身份证件，不要轻信陌生人帮
购车票。

奥运前洋快餐
推英伦风味

记者 陈臻 提醒：记者昨天从麦
当劳获悉，6月13日起，麦当劳所有冰
饮第二杯半价。此外，两款全新口味
的新品，蜜香口味麦旋风和五莓口味
麦旋酷也将闪亮登场。

作为长达36年的奥运会全球合
作伙伴和正式官方合作餐厅，麦当劳
也已经准备好了各色英伦风味，此番
最新重磅出击的是英伦风味双层牛
堡和英伦风味五色嫩鸡卷。

总站西站周五开售端午小长假车票

记者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从
昨天起，该局学生票预售期延长至
15天（ 含当日，下同）。学生旅客可
提前15天通过电话订票或到车站
指定售票窗口和部分铁路代售点
购买暑期学生火车票。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是在网上购买学生票，预
售期仍为12天。

从昨天起，学生旅客即可提前
15天拨打上海铁路局95105105订票
电话，或到车站指定的售票窗口和
部分铁路代售点购买学生车票，购
票时需带好有效身份证件及学生
优惠卡。同时，乘车日期在6月20日
至7月20日间的学生旅客可按规定
由学校统一提前办理学生团体票，
详细办理情况可拨打上海铁路局
12306客服电话咨询。

记者 刘春霞

》相关新闻

昨起学生火车票
可提前15天购买

美联航往返中国
航班将供应面条

记者 刘春霞 提醒：美联航近日
宣布提升客舱餐饮服务，其全球头等
舱及商务头等舱的乘客在国际长途
航班上将会享受精美的高级餐厅餐
食。而为了满足区域乘客的多样化需
求，美联航在往返中国的航班上会供
应面条。

无独有偶，6月1日起，法航从巴
黎戴高乐机场出发的所有长途航班
的商务舱也更换了菜单，新菜单将在
法航商务舱供应8个月。

今年夏季沐浴露促销已经开始，整体力度不如往年大。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