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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嗨购·重磅活动]

小吃节来了，众多美食饱口福
晨报记者 谢
上海小吃节今天开幕，怎么
“吃”才划算？国潮游园会上，
买买
买，
“游一游”，来感受一场“国潮
盛宴”的独特魅力。乐高新品发布
盛典今晚举行，首个源于中国经典
名著的新品系列将正式亮相，
“四
字英雄”会是谁呢？怎么样，有吃有
游还有玩，
“五五购物节”的持续精
彩，
绝对值得期待。

“寻味魔都·寻觅小吃”上海小
吃节今天就要正式启动。
全市共有 2 个主活动现场，一
个是豫园，一个是真如·高陵集市。
本届小吃节重点就是让老百姓得到
实实在在的的实惠，所以各餐饮企
业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
比如真如·高陵集市内的功德
林、小绍兴、大壶春、大富贵等老字
号品牌联合开展传统特色拳头产品
优惠促销活动，
掀起怀旧消费热潮；
而豫园则将推出 515 复新家庭日
515 元和 52 元两种优惠套餐；还有
超多餐饮品牌给出了打折优惠、套
餐优惠、第二件半价、
指定商品特价
等折扣优惠，每天推出 1-2 款商品
对折等等，市民们可以大饱口福啦。
今天记者就去高陵集市探寻一
番，
看看小吃节上哪些最好吃？什么
最划算？

此前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就曾“剧透”，今天将结合第二食
品商店 100 周年庆，推出老字号
“国潮市集”，开展新品展示、促销
优惠等多重体验活动。
记者今天将前往这一“国潮老
字号”活动的徐汇分会场，看看这
个独特的“白夜市集”，
将如何运用
展示、表演、销售、互动、
通关打卡等
方式，给大家带来一场 “国潮盛
宴”。
除了知名的老字号品牌将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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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现场还会公布具体的优惠政
策，汉服快闪舞、
“抖空竹”、
“上海
老街木偶戏” 等节目也纷纷上演，
还会有包粽子、秋梨膏熬制等互动
教学活动。

“全球新品首发季”是“五五
购物节”的重要板块，自 5 月初起
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将有 40
多家企业、90 个国内外品牌，举办
超过 110 场新品首发活动。
今天就有一场“重头戏”：晚上
7 点 30 分，将举行乐高集团年度重
磅新品的发布盛典，乐高首个源于
中国经典名著的新品系列将正式亮
相。
记者从 “乐高品牌旗舰店”官
方微信号上探寻到了一些 “小细
节”。比如，新品和“新英雄人物”
有关，而且还是“四字英雄”，设计
师还为小英雄们设计了前所未有的
“衣裳”，
是不是很期待？

大众点评又有重磅活动了。
记者获悉，大众点评“商场嗨逛季”
活动将从今天持续至 5 月 24 日，
联合 BFC 外滩金融中心、上海 K11
购物艺术中心、港汇恒隆广场在内
的 50 余家商场，通过发放红包、1
元团购、3.3 折起优质团购等多种形
式，
给“五五购物节”“添砖加瓦”。
比较 “给力” 的有晶耀前滩
Crystal Plaza 推 出 的 “50 元 抵
100 元”的团购券，九六广场竟然
还有 “100 元抵 300 元” 的团购
券。
此外，大众点评还推出整点抢
红包、浏览团单得红包等多种玩法，
大家进入“商场嗨逛季”的活动页
面，每日 10 点整就可抢“10 元或
50 元红包”；同时，浏览五个商场
团单也可以获得“10 元红包”。在
参加活动的商场实际消费金额满足
消费券面值 2 倍及以上就可以使
用红包，相当于商场消费半价优惠。

五五嗨购·秒杀活动]

电商平台优惠多，美妆有折扣
见习记者 戴佳恬
晨报讯

“ 五五购物节 ”， 缺点在哪
里 ？ 缺点就是 ：优惠实在太多
了 ！ 哪天不小心错过了一项 ，
就感觉亏了好几个亿 ！
每天怎么样才能吃到最
合适的美食 ，团到最优惠的化
妆品 ，买到折扣最大的大件 ？
自从新闻晨报·周到推出
扫货月历之后 ，我们每天都会
推送 “ 嗨购日历 ”，133 项优惠
全囊括 ，让市民每天优惠一点
点。
“ 五五慧选日历 ” 与你不
见不散 ，记者继续在 “小黑板 ”
上给大家排今天的 “课程表 ”。

张勇建

“五五购物节”期间，
沪上各大电商平台秒杀活动数不胜
数。最近，好吃的折扣特别多，随着
520 的到来，美妆折扣也渐渐风起。
昨天的饿了么吃货节里，假日
欢享套餐 3.8—5 折起。和记小菜的
椒盐帝王蟹原价 498 元，现价 249
元，等于 5 折。顺丰港湾的深海鱼
波奇饭原价 75 元，现价 28.5 元，直
接低至 3.8 折。顺丰港湾的顺丰鲍
鱼捞饭里面含 3 只鲍鱼，原价 96
元，现价 48 元，相当于 48 折。辣些
鱼招牌老坛酸菜巴沙鱼饭套餐，内
含老坛酸菜 + 巴沙鱼 + 木耳秋葵
+ 米饭，原价 98 元，现价 49 元，低
至 5 折……
在拼多多近日的秒杀中，新希
望纯牛奶 250gx16 盒,2020 年产，
原价 78 元，现价 32.9 元，保质期也
是常温 6 个月。好太太牌香氛洗衣

液整整 20 斤，原价 40.9 元，现价
8.1 元。晨光 A4 纸整箱 5 包，一共
2500 张，原价 126 元，现价低至
17.53 元，限量 1700 件，值得上班
族和学生抢。
苏宁正在举行良品铺子品牌日
满 300 减 180 元活动，卖得最好的
是芝麻夹心海苔脆片 35g、香卤铁
蛋 128g、烧烤味面筋卷 120g、
芝麻
风味猪肉铺 100g、脆冬枣 35g、烤
面筋 200g、麻 辣 牛 肉 108g、海 苔
味酥脆薄饼 300g、奥尔良小鸡腿
108g。
京东欧莱雅自营店部分商品满
199 减 30 元、满 399 减 80 元。
针对熟龄肌肤，欧莱雅金致臻
颜花蜜礼盒，内含小蜜罐面霜 + 精
华蜜，两者天猫旗舰店价格加起来
共 610 元，京东现价 519 元，还赠
送面霜 25ml*2 （相当于多赠了一
整瓶原面霜的量）、
安瓶鲜注面膜 3
片、面部按摩棒、
礼盒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