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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乘客落下的包
司机该收报酬吗

明天
多云

10!~18!

今天
晴到多云

10!~17!

本期奖品提供：
京品养生护肤造型

主持人 陈臻：
近日有读者向本报反映，自己在

乘坐出租车时落下了手包，里面有不
少贵重物品，联络上司机后对方虽同
意送回，但却以“ 来回交通费”的名
义要求乘客支付500元报酬。记者调
查发现，目前出租车行业并没有对此
类行为有相关规范，不少大型出租车
公司也表示，最好是司机和乘客协商
解决。

为乘客送回失物，司机要求一
些报酬，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假如
掉了价值10000元的财务，你愿意拿
出多少来答谢司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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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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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秘
现金券一张，价值100元。

》上期话题

飞机餐食，
你有何好建议

上期参与人数：205
上期获奖者：@菠萝蜜椰果冰
可获得由大众点评网提供的食

之秘现金券一张，价值100元。

》精彩真心话

@菠萝蜜椰果冰：oh~五星级的
飞机餐，成本上去了，是不是会加在
票价上啊。飞机餐都是在航班上二
次加热的，所以在新鲜度上一定要
严格把关啊，由于人体的胃部在高
空容易出现胀气，搭配上也要更科
学一点，我有次吃的有些油腻，下了
飞机难受了好一会儿。飞机餐的好
坏还是相当影响乘客心情的。

@long_tiger：飞机餐的味道恐
怕有待改进。很多旅客只是零星扒
拉几口，实在是因为航空餐味道不
香、不好吃，而且菜式翻来覆去就是
那几种。建议航空公司不妨考虑把
各地的风味小吃融进飞机餐中，比
如即将到达哪座城市，就供应当地
的著名小吃，这样乘客觉得新鲜，也
会有食欲。

@月爱莉：最基本的就是新鲜，
我还在飞机上吃到过当天就过期的
面包的，其次就是味道好，不过我觉
得现在的飞机餐都是快餐形式的，包
在锡纸里面热热的那种，不是饭，就
是面，谈不上特色，味道也普通，有时
候有点零食是当地的特产，我希望选
择多点，有点特色，味道好，不一定要
五星级的。

@酒酿园籽：五星级飞机餐？要
么机票成本也水涨船高，要么针对不
同人群。之所以一度对飞机餐没好感
就是因为口味单一，口感也不好。一
下子升级成30款，听着很好，实施起
来不一定能赢得好口碑。空姐对众口
难调的用餐服务势必忙得团团转，无
论是响应速度还是服务质量都会受
到一定影响。

秋冬换季恰逢商场促销和电商
大战，消费者纷纷抓住时机抢购换
季新衣，却难免因匆忙而抢购到不
合身的御寒衣裤。记者走访发现，一
些推出快时尚品牌改衣服务的小作
坊又在小年轻之间红了起来，抓住
商机迎来了“ 第二春”。不过，由于
生意火爆，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小作
坊人工有限，如果是改风衣、皮衣等

“ 大动作”，最快也要等上十天。

时尚改衣小作坊受热捧
价格水涨船高

冬日来临，又正逢商场和电商
掀开硝烟弥漫的促销战，消费者在
换季时淘到了不少心爱的衣物。然
而，不少消费者反映，一时冲动抢
购来的“ 只此一件”试了后才发现
尺寸偏大，但很多店家和电商并不
提供改尺寸等服务。于是，一些看
准商机的改衣小作坊又渐渐开始
在年轻人之间红了起来。

“ 这台缝纫机是三线的，另一
台是四线的，还有一台是专门用来
改制皮衣的⋯⋯” 记者走进康平
路上的一家改衣作坊，手写的店招
牌和可爱的图标显出了一股年轻
范。小小的店铺里摆放着五台缝纫
机，两张不大的工作台被堆积着等
待改制的衣服占据了三分之一。店
老板介绍说，本来只有三台“ 老古
董”，最近生意火了，每天都有二
三十名顾客找上门来，又去新买了
两台新机器。

小作坊的老板告诉记者，带着
衣服和裤子来的顾客，最多的就是
来改长短，其次是改腰身。最近又
是换季换衣，小作坊里多了不少改
制风衣，甚至改制皮衣的订单。不
过记者了解到，小作坊迎来“ 第二
春”，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普通
改袖长、改裤长的价格已经涨到了
10元———30元不等。而在静安区的
一家人气改衣店，简单改一改腰身
就要50元，而改动皮衣，更是高达
100元———300元。

工作日反而更挤
改风衣最快也要等十天

ZARA、H&M、VANCL ⋯⋯
记者走进徐家汇的一家改衣小作
坊，随手拿起几件顾客送来的衣
服、裤子，看到了不少眼熟的快时
尚品牌。小作坊的店主是个二十多
岁的年轻人，她告诉记者，之前这
里是一个老裁缝开的，半年前自己
把这里盘了下来，做起了小年轻的
改衣生意，没想到很快就在附近的
白领圈里红了起来。

店主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快时
尚品牌的衣服都是欧版的，对亚洲
顾客来说穿起来有些偏长偏大，但
店里往往不提供改衣服务，于是自
己就会到附近商圈的快时尚品牌
店发名片，久而久之，当消费者提
出改衣服的需求时，店员也会建议
消费者到小作坊来改。

由于带着衣服来的顾客大多

都是附近商圈上班的白领，所以小
作坊生意最忙的时候反而是工作
日。“ 特别是这两周，店里就我和另
一个裁缝，基本上每天都要从早上
九点一直加班加点到凌晨一点。”

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
生意火爆，改衣的时间也有所延
迟。如果是简单改袖长、撬裤边的
订单，还能够当天直接取走，但是
如果拿着风衣和皮衣来改腰身，最
快也要等十天。

》相关新闻

羽绒服翻新今年又涨
价格优势不再

除了改制风衣、皮衣，冬季羽
绒服的翻新小店也纷纷开工。记者
走访市场发现，今年羽绒小店的翻
新定制价依旧“ 被上调”，羽绒原
料价格从去年50元/克涨到了58元
/克，短款的翻新价也从去年的230
元涨到了280元，长款的更是涨到
了380元一件。

与之相反的是，今年羽绒服新
品刚上市各大商家和电商就开始
打折，比起优衣库推出的399元羽
绒连帽外套，凡客大促的199元、
249元保暖羽绒服，翻新小店几乎
没有价格优势可言。小店老板也坦
言，比起以往而言，今年小店开工
早，但生意目前还比较冷清。

记者 陈诗松

“ 不用去KTV就能唱歌，顺便
还能减肥。”日前，一款手机“ 唱吧”
软件颇受白领热捧，不少白领甚至
把它当成了减肥工具。对此，专家指
出，唱歌确实能消耗一定的热量，但
是用做减肥的手段则不可取，相反
长时间大声唱歌很有可能会伤着嗓
子。

“ 唱歌、逛街都能减肥，唱1首歌
等于跑100米，唱的越多减肥越多。”
在网络上，众多白领都在探讨“ 唱
吧”软件的种种好处。记者发现，空
闲的时候，不少白领拿着手机在家
唱歌，一唱就是好多个小时。她们都

表示“ 喜欢这种娱乐兼减肥方式。”
但是，唱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

了。白领王小姐最近迷上了《 江南
style》，一个晚上在家就能唱上10
多遍，边唱还边跳舞。除了这首神
曲外，王小姐还喜欢飙高音。但是
连续一个月的高歌后，王小姐的嗓
子出了问题。昨天早上起来的时
候，完全不能发音，这可把家人吓
坏了。到医院诊断后，医生告诉她
是因为连续唱歌高频振动声带而
导致声带水肿，需要回家静养。

对此，瑞金医院外科的李医生
告诉记者，脂肪很难以唱歌的形式

被消耗掉，靠自己扯着嗓子盲目大
声唱歌，时间一长，很伤嗓子，如果
不注意的话，甚至会难以康复。

还有专家表示，其实长期唱歌
不仅不能减肥，还可能使腰腹部的
肌肉越来越粗，“ 因为腹部的肌肉
一直在锻炼，加上现在工作常常坐
着，营养又充足，所以反而越练越结
实。此外，对于网友热议的“ 跳唱

《 江南style》最减肥”，专家表示也
只是一种娱乐，算不上有氧健身操，
跳着开心一下没问题，但要是想减
肥、锻炼健身，慢跑、骑自行车、游泳
的效果会更好。 记者 顾金华

记者 顾金华 提醒：为缓解百姓
看病难问题，方便广大患者就诊，自
本月10日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 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黄浦
院区在原有周六门诊的基础上，开设
周日专家门诊。试运行期，周日门诊
时间为8:00至16:00。届时医院包括妇
科、产科、中西医结合科、宫颈科在内
的主要临床科室、辅助科室皆对外开
放。红房子医院黄浦院区地址：方斜
路566号（ 门诊楼），大林路358号

（ 产科楼）。

时尚改衣生意受小年轻热捧
工作日最挤改风衣要等十天

》你可能感兴趣的

明日立冬秋意更浓
真正入冬尚有时日

“ 红房子”黄浦院区
开周日专家门诊

白领下载软件 在家疯狂K歌为减肥
专家：消耗脂肪效果有限 长期唱歌腰还会粗

恰逢秋冬换季，一些推出快时尚品牌改衣服务的小作坊又在小年轻之间红了起来。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记者 俞韡岭 提醒：受辐射降温
影响，申城早晚温度继续低走。昨天
早间出门已觉冻感，秋意越发浓郁。
昨晨全市最低温除市区徐家汇之外
都较前日有2-3!的降低。其中市区
徐家汇最低温10!，但其他各区县的
最低温都在6!上下，青浦、奉贤两地
仅为5.4!，和“ 热岛效应”下的市区
差距明显。

好在天气晴朗在一定程度上减
弱了低温带来的影响。随着太阳升
起低温逐渐驱散，气温上升较快，市
区徐家汇最高温达到16.8!，与前天
相当，区县中金山18.1!的气温最
高 ， 其 余 区 县 最 高 温 也 回 升 至
16-18!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昨
天走在阳光下仍能感到在西北风拂
面时的那股冷飕飕秋风。随着太阳
落山，气温下降，体感上又回到了早
晨较冷的感觉。

今明两天申城仍受地面高压控
制，延续晴好的势头与阳光“ 相
约”，白天最高温可在17-18!左右，
虽然风力不大，但是西北风掠过身
体依然会带来一丝“ 哆嗦”。早晚秋
意更浓，预计最低温在10!上下。11
月8日起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北方冷
空气共同影响，申城将迎来一次降
水过程，不过气温略有回升，预计最
低温在13-16!左右，最高温在19!
上下。

明天是“ 立冬”节气，我国古时
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不
过长江流域的冬季并未真正开始。
因此尽管申城明天迎“ 立冬”，但对
于本市来说一般“ 立冬”节气才刚
进入秋冬过渡时节，真正入冬大多
要到“ 小雪”节气。气象资料显示，
申城近30年（ 1981年—2010年）的
常年入冬日为12月2日。进入2000年
后，受全球变暖影响入冬普遍较晚，
除2009年11月13日就入冬外，其他
大部分年份的入冬日期都在12月中
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