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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春联热卖可惜卡通蛇不太像蛇
仿真梅花树200元一棵接班圣诞树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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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冯璐迪 记者 马鈜 提
醒：年关降至，又到了中国人置办年
货的时候了。记者了解到，2013年春
节网购年货成为时尚与潮流，部分商
品价格涨幅超20%，女性白领占主
体。网购年货虽方便快捷，但为了谨
防商品内“ 暗含玄机”，律师表示，在
选购年货时，一定要选择经过认证的
正规店铺，付款时也应慎之又慎，以
免遭遇骗局。

网购年货常遇质量问题
家住普陀区的卢女士前些日子

在某网站购买了一个坚果年货大礼
包，其中包括2包杏仁，2包开心果和2
包碧根果，其中一包碧根果濒临保质
期，卢女士说：“ 当时觉得这包味道
和其他一样，后来细看包装时才发现
还有一个月就过期了”。卢女士便随
即检查了其他的包装袋，并未发现类
似现象。发现食品快过期后，卢女士
立马向店家联系，结果店家的处理态
度很好，答应无条件换货。

无独有偶，市民小王也反映称，
虽然网购年货价格与实体店相差无
几，但是质量却极差；市民叶女士也
投诉网购的自制香肠在晾晒时发现
异物，店家不受理退货。

网店“ 年货”搜索量上升价格上涨
随后，记者进入了“ 帮5买”购物

搜索网站，发现最近网购年货的交易

量大幅度提高，势如泉涌，购买用户
年龄层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25-40
岁，占60%以上，以女性白领为主，这
部分人群是网购的忠诚用户。据监
测，最近三十天，“ 年货”的搜索指数
环比上升236%；与去年同期相比，搜
索指数上升96%。

记者通过数据统计看到，主要
年货商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上
涨，食品类商品平均上涨超3.5%，坚
果及部分进口食品等价格上涨较为
明显；于去年同期相比，进口美国杏
仁、核桃等干果类热门商品涨幅超
过20%。

选购依旧需“ 慎”字当头
如今网购年货势头越来越猛，店

家低价抛售，买家贪图便宜，这种类
似“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做法很容
易给不法商家以可乘之机。对此，上
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的吴皓律师表
示，在选购年货时，一定要选择经过
认证的正规店铺，且在付款时尽量选
择安全性高的第三方支付或者小额
透支度的信用卡，避免直接账户对账
户的转账，以防给“ 钓鱼”网站以可
乘之机。在收货时也一定要先验货再
确认，以免日后出现问题时不能维护
自身权益。

此外，吴律师还提醒大家，当进
行大金额的交易时，应向店家所要凭
证或发票，以便日后维权。

网购年货成潮流
购买时谨防商品暗藏玄机

红包是目前最热销的“ 年味”小商品。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小商品年味渐浓
春联年画销售旺季已到

“ 拿三对一米六的春联，六个大
福字，再搭配几张蛇年的年画。”记
者昨日在福佑门小商品市场看到，
临近春节，各商铺纷纷摆出与“ 年
味”更足的装饰品。相比需要占用一
定空间的灯笼、鞭炮、鱼等挂件，春
联、年画、福字等平面装饰物更符合
普通市民装饰家中房屋的需要。

一家商铺的卖家告诉记者，今
年的春联、年画等商品的规格都有
往大里发展的趋势，以春联为例，以
往最小的大多长一米左右，今年最
小的已长达1.2米。手写的春联最便
宜的40元一对，烫金字做的最低需
要50元一对左右。为了讨个好口才，
福字和年画都成对销售，根据材质
和大小不同，每对的价格从8元到20
元不等。生肖年画的价格和福字相

差不大，但与卡通玩偶遇到了相同
的问题：长出手脚、穿衣戴帽后的卡
通蛇形象和一般的蛇相差太大，不
少市民直呼“ 一点都不像”，所以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量。

记者从多家商户了解到，如今距
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星期，正是相关商
品卖得最好的时候，不仅普通人家需
要装点家居，一些商户也需要沾沾新
年的喜气，让店铺更有年味。

红包袋受市民追捧
梅花树接班圣诞树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众多与
新年有关的商品中，最受普通市民
追捧的既不是春联，也不是年画，而
是大大小小的红包袋。市民刘阿姨
告诉记者：“ 每年参加婚礼都要消耗
掉几个红包袋，等到过年给小辈发
压岁钱时才发现存量不足，每年来
补几个红包袋必不可少。”目前小商

品市场销售的红包袋小的刚好可以
放进百元大钞，大的则有半张A4纸
大小，售价也从5元6个到8元一个不
等。有商家表示，如果按销售数量计
算，目前卖得最好的就是红包袋。

在小商品市场的路边上，商家
还纷纷摆出了仿真梅花树进行销
售。据介绍，往年大多数商家销售的
都是十元左右一支的仿真梅花枝，
今年则有人想出了做一根“ 树干”，
搭配上花盆和几十根树枝的组合
款。一棵仿真梅花树的价格在150到
200元之间。

“ 买树的大多都是美发店之类
的商铺，有的店家刚刚撤下充满洋
元素的圣诞树，就换上了中国风的
梅花树接班招人气，再配上一些小
灯笼做饰品。”卖家表示，比起深绿
色的圣诞树，梅花树原本的粉红色
或大红色也足够鲜艳，即使不买其
它装饰品，喜庆气氛也已足够浓厚。

农历新年越近，市场上透出的年味就越浓。记者昨日在福佑门小商品市场发现，继灯笼、鞭炮等挂件后，春联、福
字、年画等和农历新年有关的小商品也已集中上市，其中销量最好的还属大大小小的红包袋。另外，还有商家将往年
大多按支卖的仿真梅花做成了仿真梅花树，该商品也继圣诞树后成为当季最热销的商品之一。

本报记者 陈臻

灰蒙蒙的天空加上升温迅速的
气温，申城前两天体感并不好，昨更
是拉响了今年首个霾黄色预警。坏
消息是未来几日大气扩散条件依旧
差，有利于雾霾天气出现。既然冷空
气在南下过程中无法“ 保护”市民，
那么得做好自保的防护措施，口罩
必须戴起来！

昨天本市温差加大，早晨徐家
汇站最低温为2.3"，较前天略有下
降，最高温则上升至10.5"。昨天白
天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上午
为西到西南风，中午转西北风，但

“ 要命”的是西北风风力不大，为3
到4级，让雾霾天气有可乘之机。

冷空气南下过程中污染指数先

升后降，似乎已成为冬季常态，申
城也“ 逃”不过。受冷空气补充南下
影响，昨天随着西北风将上游颗粒
物输送至本地，上海能见度降低，
出现轻度到中度霾，上海中心气象
台13时42分发布了今年首个霾黄色
预警信号，区县中松江、金山、闵
行、浦东、奉贤先后发布了霾黄色
预警信号。

截至昨日17时，徐家汇站能见
度 3000 米 ， 各 区 县 能 见 度 在
4000-6000米之间。这样一来，申城
至少已连续两日（ 23日、24日）出现
重度污染，指数飘“ 紫”。霾黄色预
警直至昨晚近8点才解除。

昨夜本市多云为主，由于风力

不大，扩散条件较差，仍出现了能见
度小于3000米的霾。今天申城受地
面高压控制，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不
过仍有轻微雾霾，空气质量堪忧，预
计最低温1"，最高温9"。

受地面高压控制，今起本市还
有4-5天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温
大多在0-3"，最高温10"上下。不
过近期东亚大气环流平直，北方冷
空气活动频繁但势力较弱，预计未
来2! 3天本市处在弱气压场附近，
近地层风力小，大气扩散条件差，
有利于雾霾天气出现，市民要注意
防范空气质量下降对身体健康的
影响。

记者 俞韡岭

今年首个霾预警昨拉响 本周末天气主打晴到多云

明天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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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资讯

民乐团新春元宵音乐会
2月23日农历正月十四，上海民

族乐团特意为观众准备了一份精彩
纷呈的元宵贺礼，在上海音乐厅为观
众奉上一台“ 欢乐祥和中国年”新春
元宵音乐会。《 金蛇狂舞》 激情跳跃
的旋律开启音乐会序幕，从民乐经典

《 良宵》到地方特色《 娱乐升平》，从
影视金曲《 凤凰于飞》 到潮流新曲

《 菊花台》；时而《 祝福天下》，引吭
高歌，时而优雅《 绽放》，娓娓道来，
上海民族乐团诚挚邀您一道欢欢喜
喜闹元宵！

1933元宵5D灯光秀
继2013年外滩跨年4D灯光秀

后，中国年元宵佳节（ 2月24日）1933
老场坊将迎来首个5D灯光秀表演。
届时“ 新虹口，新地标”暨2013上海
虹口音乐谷文化科技创意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也将在1933老场坊举行。
1933老场坊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
和欧式特色的优秀老建筑，届时其独
特的外立面将通过5D投影与激光秀
的完美融合，营造出如梦境般的奇幻
空间。

城市剧院推室内乐系列演出
2013年，上海城市剧院将推出全

新“ 城市乐章”室内乐系列演出。首
先登场的是3月9日，奥列克·巴连斯
基钢琴独奏音乐会；而3月15日钢琴
家陈宇将与大提琴演奏家巴特·威廉
姆共同携手，为上海观众演绎一场爱
尔兰钢琴与大提琴二重奏的别样视

听盛宴；3月30日，四位才女组成科隆
木笛四重奏，将以弹舌与换气间的高
超技巧，将引领观众来到最质朴优美
的木笛世界。

音乐计划能量合辑发布
日前，由红牛与光线传媒《 音乐

风云榜》斥以巨资，倾力打造的“ 红
牛新能量音乐计划2012成长纪”能
量合辑发布会在京举行。五大能量制
作人陶喆、姚谦、黄伟菁、陈珊妮、老
狼，10组能量音乐人以及众多业界精
英携手出席，共同见证了这张汇聚多
元化风格的能量合辑强势发声。

马晓晖古典也时尚
1月27日，马晓晖将在上海音乐

厅带来一场“ 在路上———马晓晖二
胡独奏音乐会”。与一般演奏家不同
的是，马晓晖从内心到外在一点都不
呆板，很活跃，可以说她是古典与时
尚的完美融合体。

热爱流行的马晓晖也是时尚圈
的宠儿，更是各种红地毯上的常客。
她曾代言过cd化妆品。车展上也有马
晓晖的身影，她曾多次受邀为世界知
名车展演出。因为她喜欢旗袍，所以
被称为“ 旗袍丽人”，她还是2010年
上海世博会旗袍大使。马晓晖说，旗
袍是一种文化，是中国，更是上海女
性的象征。

生活中的马晓晖兴趣爱好非常
广泛，她对话剧、音乐剧情有独钟。但
她透露说，相比这些而言，朗诵是她
曾经的一个梦，在她生活中有着除了
二胡以外的非同寻常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