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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姚沁艺

作为静安区知名商业街，吴江
路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

游客前来打卡。 然而，最近这条知
名商业街却出现了一些当街拉客的

男男女女。 他们假借“明星造型师
到访，急需邀请嘉宾充人气 ”的名
义， 在街头盯着独行的年轻女孩随
机拉客，为达到目的甚至会贴身跟
着女孩反复推销；他们承诺免费进
行造型设计，进店后却用各种话术
诱导顾客消费……

有不少市民表示：“拉客者推销
的手法很强势，语气也特别不友好，
还让人感觉有点害怕，这对吴江路
整体的商业环境影响很大。 ”

这些所谓的“造型工作室”藏身
何处？造型设计如何开展？推销话术
又包含哪些内容？ 日前，记者暗访
揭开了其背后的套路与话术……

■投诉

几周前，年轻姑娘小玮独自在
吴江路上行走时，被一名自称是造
型设计工作室店长的男子拉住。小
玮说：“他说他们店就在附近，是新
开的，正好当天来了一个平时专门
给明星做造型的老师，现在店里有
一群学生等着老师来示范，需要一
个人参加活动让老师设计造型。”
“店长”告诉小玮，老师会先给

她免费设计发型，如果觉得合适可
以让老师进行剪发，店里的剪发标
价是 1688 元，而给她的优惠价格
是 688元。
“他还说，如果我觉得不合适

可以不剪，没有任何损失。”小玮听
完介绍，有些心动，便同意跟着“店
长”进店看看。
“我本来以为是吴江路步行街

上的某个小店，没想到他把我带到
了南京西路上的中创大厦13楼。”
进门前，小玮提出想在点评网站上
看下其他客人剪发的效果，店长却
表示他们是做“私人定制”，所以不
通过点评平台来推广。

小玮进门后，看到店里坐了好
几个纹身的男青年，但真正剪头发的

顾客只有三个女孩，都被安排在一个
个小隔间里。“他带我进了一个小隔
间，说这位老师就是明星造型师，然
后那位‘老师’就拿手机给我看他和
明星的合影。”接着，这位“老师”便
开始口述他的设计思路，并保证设计
出的发型是独一无二、适合脸型的，
不断蹦出的“流动性”“高级感”等
词汇更是让小玮非常心动。

随后，“老师”以干发看不清楚
头型为由要求小玮洗头。并说洗头
是免费的。洗头时，店员告诉小玮
说，“老师”剪发原价是1688元的，
给小玮的价格是 688元。小玮被说
动了心，稀里糊涂地同意了剪发。在
剪发前，小玮想提一下自己的要求，
却遭到了“老师”的拒绝：“你下一
句问我的不应该是你要给我剪什么
头发，而是要问我下一次怎么才可
以约到我帮你剪头发。”怀着对“明
星造型师”的信任，小玮便不再多
说什么，乖乖把头发交给了 “老
师”。但剪完后的效果却让小玮大
失所望。“最后剪得不长不短，扎又
扎不进去，放下来又太短。”小玮当
场生气地表示非常不满意。“老师”
却说：“这个你放心，肯定是最适合
你的。”“老师”还说，因为小玮没
有做 1200 元的发根项目，所以和
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有点差别。
“我觉得我发根没问题，当场

拒绝了做这个项目。”小玮随后到
前台交涉，表示对发型不满意，谁知
店内发型师纷纷表示 “老师剪得
好”，并拿出会员卡菜单，询问她要
不要办卡。“他们的会员卡最低标
准是1万多元，最高是 15万元。我
当时气成那个样子了，他们居然还
好意思让我办卡。”
交涉无果，小玮最终乖乖交了

688元脱身。
事后，小玮在网上搜索位于中

创大厦 1302 室的这家造型工作
室，这才发现，这家店一会儿叫“米
斯造型”，一会儿叫“Ms-No-
ble”，自己付款的纪录上又叫“上
海XOstyle 形象设计”。

■探访

吴江路上真的有人拉客吗？记
者决定一探究竟。7月 11日下午，记
者独自一人走在吴江路上。正走着，
一个男子忽然拦住了记者，称他是
“凤凰造型”的店员，当天店里来了

一个做短发设计很厉害的老师，因
为记者的头发短且多，所以被选中
作为活动嘉宾，可以获得免费的造
型设计服务。“我们主要是需要嘉宾
充一充人气，如果你觉得满意，可以
在我们家剪，不满意可以不剪，对你
没有任何损失。”说完，男子便带着
记者来到中创大厦13楼 1302室。
记者发现，和一般的理发店不

同，这家店只有一个小门，前台悬挂
的招牌也并不是“凤凰造型”，而恰
恰是小玮去过的 “上海 XOstyle
形象设计”。进店后，男子将记者安
排在了一个只有吹风机和几个简单
工具的小隔间，说当天来的“老师”
叫许一卓（音），是《美丽俏佳人》
（音）节目的常驻嘉宾，服务过多位
明星，并称记者回去后可以上网搜
索。但当记者掏出手机，问许老师名
字是哪三个字时，男子尴尬地岔开
了话题。很快，该男子口里说的“老
师”许一卓进入了隔间，对着刚剪
完头发两周的记者给出判断：“你
的头发要赶紧剪了”，“它就没有发
型，只能叫头发……”并说需要打
湿后看记者的头发进行分析，随后
让人安排给记者免费洗头。
洗完头回到隔间，许一卓又提

出可以给记者剪一次头，并强调其
本人剪发要一千多元，但因为记者
的头发是一个符合各种标准的好
“素材”，因此他愿意按照 280 元
的优惠价格给记者剪一次头。记者
提出是否可以先看看整体的发型设
计再决定时，他表示，只有剪完头发
才能呈现最终的设计效果，并称
“可以用技术征服顾客”。记者同意
剪发。剪发时，许一卓又强调，记者
的短发一个月就要剪一次，建议记
者办一张卡，一直在他这里剪。记者
不置可否。剪完发，记者并没有觉得
多么惊艳，反而觉得鬓角的层次有
些奇怪，许一卓说是记者用手拨弄
所致，就揉乱记者的头发后说：“你
看，这样随意一点就好了。”在记者
结账前，许一卓再次提出，可以长期
跟着他剪发，记者明确表示拒绝。许
一卓有些失望地收了记者 280 元。
当记者索要发票时，许一卓表示没
有发票，只能让店长开一张收据，随
即便跑去给另一名由店员拉上来的
女孩讲解发型问题。

在记者等待店长开收据时，又
有两名女孩被不同的店员拉进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许老师在

为记者剪完头发后，甚至没有对掉
落在记者脖子上的碎发进行处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位于
中创大厦 13 楼的这家 “上海
XOstyle 形象设计”工作室，还有
一家位于锦江向阳大楼的造型工
作室也在吴江路拉客。

7月 9日傍晚，记者在吴江路
茂名北路口被一位自称“莎莎”的
女子拉住。莎莎说她所在的造型工
作室在锦江向阳大楼开了一家新
店。目前，新店来了一位明星造型
师，需要长、中、短发的嘉宾各一
位，来为学生们做示范。又说为了
回馈嘉宾，当天的活动将由明星造
型师免费为顾客进行发型设计，如
果嘉宾对设计满意，活动现场会提
前告知活动价，如果不满意，也可
以随时离开。
随后，莎莎带领记者来到了位

于锦江向阳大楼的“女士秀会员
工作室”。记者来到一个小隔间
后，一位自称“阿斌”的“老师”进
来打招呼，称一会儿就来给记者设
计发型。阿斌离开的间隙，莎莎还
掏出自己的手机让记者看阿斌和
明星的合影。

“我是 70 后，你得管我叫叔
叔。”不久，阿斌一来就展现了自
己“段子手”的特质，给了记者一
个“下马威”，“我给你讲，想不想
美，是你自己的事儿。”然而，对记
者的发型没分析几句，阿斌的话术
渐渐转为了“质问”和“吐槽”。
阿斌：“是不是很少去夜场

啊，酒吧啊？”
记者：“什么？”
阿斌：“就是比较宅。”
记者：“也没有吧。”
阿斌：“你头发显得你成熟不

说，那个劲儿也没有了，我们就告
诉你什么叫美发……就像一个女
人化妆和不化妆就是有区别。是不
是很少化妆啊？”

记者：“我化了，（口红）被我
吃掉了。”

阿斌：“你的气质像邻家小
妹，我给你设计的就是要突出你这
个气质。有些人穿得花枝招展的，

你不习惯这个。那些女的穿个小短
裙、高跟鞋———你有高跟鞋吗？”
记者：“没。”
阿斌：“对嘛，你要做自己，但

你现在这个就……异性疼你，看的
是什么呢？你就没那个劲儿，因为
你是女人。但我给你这样一掖一
梳，你看，不美吗？”
记者：“我没看出来。”
阿斌故作无奈：“你这孩子！

就怕你这样的！头发是可以生长
的，我又不是在这里劝你微整。我
觉得你应该试一下。”
见记者实在“冥顽不灵”，阿

斌的语气逐渐变得激进：“你这发
型，别人都不会去品你！”
记者：“什么叫品？”
阿斌：“哎呀，好看的女人，你

走道看不看她？”
记者：“我不看。”
阿斌：“你都不看路吧！”

一阵“你来我往”过后，阿斌
说道：“行吧，你要觉得好，给你洗
一下，但我们说好，我们剪发是要
收费的。我原价1280，会员688，今
天体验价不贵，388，而且是我亲自
给你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次。”

走出隔间前，他又一次进行了
自我介绍：“我叫阿斌，是店里的
这个……”通过镜子，记者看到阿
斌对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在莎莎要拉记者前去洗头时，

记者明确表示拒绝剪头，莎莎依然
强烈推荐记者试一试阿斌的手艺，
但记者强硬地表示拒绝。无奈，莎
莎只能将记者送下楼。
令记者没想到的是，刚刚走出

“女士秀会员工作室”不到两个小
时，记者又在同一路口被同一家店
的男店员拉住了。更为离谱的是，
这位男店员竟然当街伸手撩记者
的头发。记者大喊“大街上拉拉扯
扯不好”，男店员才作罢。但这位
男店员依然不罢休，竟开始对记者
打感情牌：“我希望的话，您可以
为自己活一次，可以精致一点，我
希望你以后回忆起来，会给自己留
一个很好的印象。”
记者表示不吃这套后，直接离

开。

专盯独行女孩承诺免费造型设计，进店后却诱导消费 市民反映拉客者强势感觉有点害怕

“明星造型工作室”吴江路当街拉客
记者与“段子手”过招，拒绝剪头被“质问”“吐槽”

造型工作室“老师”：
你这发型别人都不会去品你

阿斌（手持吹风机的男子）与记者的聊天渐渐转为“吐槽”

假借“明星造型师”到访，一名男子当街拉客推销。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张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