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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餐桌指数进入季节性上涨通道
葱卖5元一斤 菜贩肉痛“ 送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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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汰烧：最近涨幅明显
天气转冷，新年将至，申城的农

副产品普遍出现季节性上涨，“ 买汰
烧们” 也迎来了一年中花销最大的
季节，菜贵、肉贵、鱼贵，仅在满足口
腹之欲上，年末的消费压力就陡然
显现。

今年年初开始，黄老伯退休在
家，当起了“ 煮夫”，为一家五口搭
配每天的伙食。这几天，黄老伯明显
感觉每个月1500元的菜钱不够用
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庆前五
花肉每斤12元，现在涨到了14元一
斤，而这两个星期，蔬菜价格更是

“ 腾腾腾” 得往上蹿。“ 大白菜一个
月前卖6角一斤，现在要一元多，小
青菜上周还是一元一斤，这周已经
卖到了2元一斤，鸡毛菜由3元一斤
涨到了4.5元一斤。”

记者昨天走访市场后发现，今
年9、10月一度低至1元以下的菜价
半月前陆续回涨，涨势凶猛。其中，
豆苗、草头、香菜、韭黄等“ 火锅菜”
成为涨价尖兵，市场价卖到六七元。
原本批发价只有几分、几角钱的卷
心菜、大白菜、青菜、黄瓜等如今也

“ 咸鱼翻身”，价格翻了几番，全部
卖到“ 1元”价位。

黄老伯提着手里的菜告诉记
者，因为天冷，家人还特地嘱咐他多
买点菠菜烧火锅，而菠菜价格更是
翻了个跟头，由上周的3元/斤涨到
了5元/斤。“ 别看蔬菜都只是几元一
斤，天天吃成本也很高。”

菜贩：菜涨不敢贵卖
黄老伯发现，菜价不仅贵了，摊

主也小气了，以前去菜场买个一元
的青菜摊主也会讨好地扔一把小葱
在里面，如今，小葱却被掰成很小
一份。

而摊主对此也有苦难言，“ 现在
小葱涨得不要太厉害，原来3元一斤
现在要5元一斤，不敢多送啊。”浦东
新区康桥老街菜场的王阿姨向记者
抱怨道，菜价大约在2个礼拜前就开
始慢慢上涨了，其中尤以青菜、豆
苗、蓬蒿等绿叶菜涨幅最大。王阿姨

告诉记者，涨价原因还是受天气影
响，蔬菜上市周期延长了。9月份时
小青菜20天左右就能上市，现在两
个多月也不一定能上市，绿叶菜产
量一旦降低，市民就用番茄、土豆等
客菜来替代，由此拉动了整个蔬菜
价格。

“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菜价涨得
太厉害，不然买的人就少了。”王阿
姨称，像茄果类和豆类这种反季节
菜原本价格就高，涨价之后买的人
更少了。“ 以前茄子卖3元一斤的时
候一天能卖掉几十斤，现在5元一斤
有时候一天也卖不了几斤。来买菜
的现在都挑便宜的菜。现在竞争激
烈，我们也不敢卖贵。”

饭店：暂无调价计划
每天，在新闸路上开饮食店的崔

丽萍都会从菜贩赵先生那边拿200斤
左右蔬菜，“ 虽然总量不多，但品种
丰富，有二十多种。”崔阿姨告诉记
者，近一周多以来，她明显感觉蔬菜
价格贵了，平均涨幅约30%，她感觉
涨幅最大的当属青菜和大白菜。

她发现，“ 肯德基速成鸡”事件
后，农贸市场的鸡腿和鸭腿价格也
贵了不少，以一箱20斤装的鸡腿为
例，近一周涨了5元，而鸭腿价格更
是涨了10元一斤。

“ 又到了一年中成本最高的时
候了。” 崔阿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每天光人工、菜价和油盐酱醋的开
销就要1900元左右，每天开销比今
年菜价低谷时贵了一两百元。

虽然菜价高企，不过崔阿姨坦
言，目前并不考虑调高菜价。

“ 快年底了，摒一摒。如果明年
菜价还那么贵，那肯定要涨了。”崔
阿姨说。

政府：确保蔬菜供应
记者昨天从市农委获悉，早在

上周末，市农委就下达了《 关于做好
强降温天气防御和确保“ 两节”蔬
菜生产供应稳定的紧急通知》，要求
各区县积极落实以加强防冻保暖为
主的各项生产措施，确保蔬菜生产，
特别是绿叶菜的市场平稳供应。昨

天上午，蔬菜办还组织人员分组深
入浦东、青浦、松江等绿叶菜生产基
地，加强防灾抗灾现场查看与指导。
据实地调查，此次降温天气对在田
蔬菜影响较轻，特别是露地青菜、塌
菜和菠菜等绿叶菜生长正常。

据市农委统计分析，近期本市
地产蔬菜供应数量充足，近期市郊
在田面积 54.8 万 亩 ，其 中 绿 叶 菜
25.1万亩；地产蔬菜日均上市量为
9800吨，其中绿叶菜上市量为4800
吨。据定点监测，12月24日青菜每
公斤田头交易均价为1.4元，与强降
温前基本保持稳定。若无特大灾害
天气影响，预计元旦、春节期间地
产蔬菜供应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
格保持稳定。

》业内预测

未来菜价走势
还看天气

“ 春节到了，菜肉价格上扬是惯
例。”从事蔬菜批发的王进向记者介
绍，这种情况在往年春节前也经常
出现。

昨天，记者从上海农业网看到，
昨天全市批发市场绿叶菜的批发均
价为3.74元/公斤，比12月6日的3.15
元/公斤涨了约16%，近3天价格稳
定。而市发改委对全市部分农贸市场
和主要超市的调查数据显示，昨天，
全市青菜的零售价格为1.77元/斤，
鸡毛菜3.78元/斤，菠菜4.17元/斤，青
椒3.55元/斤，茄子3.65元/斤，分别比
一个月前贵了0.5元至1元。

除了蔬菜，肉价也有所上涨。上
海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近期鲜白条的销量比上个月
多了10%至15%，而批发价也上涨了
5%左右。

该负责人表示，绿叶菜是季节
性上涨，而随着绿叶菜的减少，也带
动了客菜的销量和价格。未来蔬菜
的走势变化，还要靠天气“ 说话”，
若无恶劣影响，涨幅有限。而随着猪
肉供应量上涨，预计涨幅也有限。

让“ 买汰烧”们头疼的是，一年中菜价最贵的时节来临了，记者昨天在走访市场时发现，受寒潮和“ 双节”影响，
近两周来，以绿叶菜为首的菜价涨幅明显。业内人士预计，未来蔬菜涨幅还要看天气“ 说话”，若无恶劣影响，菜价涨
幅有限。 本报记者 瞿艳花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嘉川 网络
上有些事总是“ 红”得没道理。当你
还在好奇为何好友的社交网站头像
都改成了一张“ 歪脖子照”时，这个
热门关键词已悄然红遍各大网站。你
想问为什么走红？其实许多换了头像
的人也不知各种缘由，只道一句：因
为最近大家都在换！

缘起：“ 歪脖子”调侃漫画
这两天，当你点开网页，看到诸

多“ 被歪脖子”的圣诞老人、NBA球
星卡通照，甚至还有不少网络红人
的卡通形象时，也许你毫无头绪，完
全不明白网络上铺天盖地的“ 歪脖
照”究竟缘起何处？又为了什么要歪
脖子呢？

原来，12月15日网络知名漫画人
“ 小矛”画了一系列歪脖子图像在微

博上送给一众网友，图像将大家熟悉
的动漫人物都画成了歪脖子状，一时
引发“ 歪脖子”头像火爆。截至昨日
截稿时，该原创头像已有24650次转
发以及近5000条评论。

事实上，就在头像上传之后，实
名认证的这位用户表示自己只是为
了恶搞Q版动漫人物，让它们歪着脖
子。这其中调侃的对象包括樱木花
道、柯南、哆啦A梦、海绵宝宝等一系
列大家耳熟能详的卡通形象。向左、
向右版的歪脖子照片都存在，并表示

“ 脖子没事儿，只是在卖萌”，甚至有
人表示左右歪脖子是在区别性别，一

时间众说纷纭。

发酵：“ 歪脖子”末日拯救地球
平日里端坐的哆啦A梦被拉长

脖子并歪向左侧与右侧，这让网友们
捧腹大笑，歪着头的玛丽以及柯南更
是让人印象深刻。网友对这类调侃发
挥了无限创意，有人说：“ 据说世界
末日是因为小行星撞地球。大家一起
歪脖子就会让地球倾斜，让小行星撞
不到，从而拯救地球。大家一起来歪
一个吧？”这句话一出，一时间网络
上各类账号的照片都更新成为了歪
脖子照。

网友“ Cc发型研修机构-王小
亮”说：“ 末日没来，歪脖子潮流悄悄
来袭！歪起！”

如果说世界末日原本就是个子
虚乌有的说法，那么“ 歪脖子拯救地
球”也是不实际的，不过也有网友在
自拍头像时候仍然愿意采用歪脖子
形式。

有心的网友也表示，网络上近期
跟风的这类现象存在不少，还记得前
些日子红透网络的“ 走你”手势，缘
起只是海军的一个指挥手势，“ 网络
上先出现了图片版的模仿热，随后又
出现了动画版。”

而 网 友 发 挥 极 致 想 象 力 的 事
并没有结束，甚至有人将其与此前
的“ 骑马舞”结合起来拍成视频，
网 络 各 种“ 红 事 ”的 参 与 度 都 非
常高。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昨天是平安
夜，申城街头的圣诞气氛被推到顶
点，在网络上，打着“ 圣诞牌”的营销
花样层出不穷。除了圣诞装饰和促销
外，一些网店还别出心裁，将快递员
打扮成圣诞老人，为顾客送礼物。

“ 圣诞促销，最后一天！”记者在
网上看到，几乎所有的商家都在抓紧
最后时分搞圣诞营销，淘宝上，圣诞
用品销售“ 火爆”，一双热卖的圣诞
袜近一个月的销量达到了73805件。
最近一周，淘宝网上购买圣诞用品的
用户数同比增加了80!，人均消费额
也在增长。

在一家大型网店购物平台，搜索
“ 圣诞用品”就跳出圣诞袜、圣诞雪

片、圣诞场景布置、花环门挂、圣诞
老 人 手 工 巧 克 力 等 6 万 多 种“ 宝

贝”。“ 限时打折”、“ 疯狂促销”、
“ 早买早便宜” 等打折促销字眼也

醒目挂出。
打折促销不是唯一的圣诞噱头。

昨日，一网购平台将北京、上海、广州
的千名快递人员变身“ 圣诞老人”，
为顾客送上包裹，这些快递员们身着
红色配送服，带着圣诞帽，乍一看，活
脱脱真人版的“ 圣诞老人”。网店则
表示，希望节日期间快递员可以化身
商家的“ 形象代言人”，起到宣传包
装的效果。

“ 今天看到快递的时候吓了一
跳，还以为有圣诞老人在家门口表演
呢！”有幸目睹“ 圣诞老人版”快递
员的张小姐告诉记者，虽然只是一个
营销小花招，但能在平安夜看到这样
的快递员，很是惊喜。

歪脖子照突然蹿红
网上很多人头像也歪了

网店圣诞营销新花样
快递员扮作圣诞老人送惊喜

“ 圣诞老人”并非“ 快递员”群
体第一次被相中，事实上，美女、帅哥
甚至是小丑快递员都曾引发过网络
热议。

去年7月，上海出现了一家“ 宅
男送”的快递公司，里面的快递员不
是我们印象中的不修边幅的小伙或
者大叔，而是清一色的漂亮姑娘。这
些美女快递员长相不俗，打扮也让

“ 宅男”们大饱眼福，女仆服，空姐
服，宅男们爱看什么，她们就穿什么，
并且还坐着高级进口轿车送货。

今年初，在松江大学城文汇路，
一群在校大学生组成了小丑快递队。
五颜六色的爆炸头，油彩涂抹的小白
脸、血盆大口，宽大的星光服灯笼裤。
除了插科打诨，还能变上几个小魔
术。年轻人追捧、老阿姨不解，对于这
个新生玩意大家也是褒贬不一。不只
是小丑造型，还有蜘蛛侠、灰太狼也
都齐齐上阵，此外个性签收单、邀请
收件人合影都是创意快递的亮点。而
这个创意快递的成员，都是清一色的
在校大学生。

另类快递员层出不穷》链接

记者昨天在菜场看到绿叶菜价格比前日有所上涨。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