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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龙翔站 ! 出口
每天都有很多“野导”
昨日 "#$%&，网友“'((()*+”, 都市快报：
地铁龙翔站 " 出口每天都有很多“野导”，
影响进出和市容。
&-.%%%%% 热线魏思梦：杭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回复：野导由我们单位负责
处理。关于这个现象我们会重视、加强管理的。
杭港公司运营服务热线回复：如果在地铁站内或地铁口五米范围内出现这种情
况，一发现我们会把这些人员请离地铁口。如果是在地铁口五米范围之外，
这些人员的
行为影响地铁口正常出入的，我们会致电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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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热的天
陪孩子上兴趣班也是考验啊
能开放一个教室给家长坐坐吗？
昨日 ..：
“23452+436”
/-，网友
, 都市快报 ,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舞蹈部：敢问这么高温的天气，为什么不把空着的教室开放给家长坐坐？
节约电费还是保持卫生？
&-.""""" 热线魏思梦：暑假到了，很多小朋友都要去参加各种兴趣
班，
一些家长甚至全程陪同。但是杭城 -&!的高温，对家长们来说也是很
大的考验。能开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让家长歇歇脚成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回复：我们活动中心已经开放了一个教室给等
候孩子的家长休息，是在外语楼的 )&# 教室，
有空调的。只要这个教室没
课的时候，
家长们都可以进去坐的。

一次社会实践
深感保护水资源何等重要
昨日 ./$"7，罗同学来电：前几天我们组织暑期社会实践，去了桐庐
的一家污水处理厂，看着污水经过一道道的处理重新变得澄清，我才感觉
到保护水资源真的很重要。社会实践回来后，
我和几个同学就去做了节水
宣传，
呼吁居民用水不要浪费。
&-.""""" 热线陈冰冰：罗同学 $) 岁，台州人，是浙江工业大学之江
学院外国语分院学生会主席。罗同学说，
这次的暑期社会实践取名叫“绿
之行”
，在桐庐县环保局帮助下参观了桐庐七里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外国语分院党总支书记朱欢乔老师说，这一次的暑期社会实践为期
七天，到桐庐、
富阳两地去调研，费用都是学生自己承担的。回来后，学生
自己动手搜集节水知识，
筛选之后列出可行的给周边居民讲解，让更多的
人参与到节水行动中来。

外地买车
可以在杭州上牌照吗？
昨日 ."$"7，
一女士来电：
我想问下在安徽买车在杭州能不能上牌照？
&-.""""" 热线王佳：车管所服务热线 091/- 回复：
'> 车主是杭州户
口；$> 车辆尾气排放符合国四标准，或进口车出厂年限在 $++# 年 ' 月 '
日以后，购置税在杭州办理的，不管在哪里购买的车辆都可在杭州上牌；
*> 非杭州户口的其他外地人员，需提供身份证和有效期内杭州居住（暂
住）证；
-> 外地户口，符合在杭工作、经商或有房产其中一项的，可以来车
管所审批（古墩路 %,, 号 ' 号大厅，每周三上午 ( 点半至 '$ 点），符合要
求才能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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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 .&$%0，谭女士来电：我
想感谢一个人，
她是我儿媳妇。儿
媳妇前段时间和小姐妹去青岛旅
游，给我们带回来一瓶青岛啤酒，
啤酒的标签上印着我和老伴春节
去香港旅游时拍的合影。合影里
我们手托着脸，做成一朵花的样
子，
笑得很开心。这动作是儿媳妇
教我们的，
那段时间我陆续生病，
生活不太顺，儿子媳妇就陪我们
去香港散心。这次媳妇又给我们
带来惊喜，
我感觉很温暖。我老伴
说，这瓶啤酒舍不得喝了，
要藏起
来，
春节带给亲戚朋友看看。
谭女士 %( 岁，杭州人，退休前是小学老师。
&-.%%%%% 热线任依依：
“儿子媳妇结婚已经 )& 多年了，这些年来他们相处和睦，不太有口
角，我们老人很欣慰。”
谭女士说。
—
谭女士眼里，
儿媳妇很细心，
会照顾人——
儿媳妇平时看我们两老不舍得花钱，
就自己掏钱，
给我们买商场里名
牌全棉衣服，名牌鞋子，
她说衣服鞋子穿好点，
身体会舒服一点。
前两年我身体不太好，住院两次，她在银行工作忙，一有空就来照顾
我，同病房的病友还以为她是我女儿，
说我们这么亲热。去年八月，
我走路
不小心脚骨折了，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心里很郁闷。媳妇看在眼里，
春节就
带我们去香港澳门旅游散心。
“退休后，
我经常去社区帮忙。昨天我拿着啤酒去社区主任那里，她一
看说，哎哟，
怎么你们的照片在啤酒瓶上了？我就跟她说，
这是我儿媳妇送
的。”谭女士说。

"

昨日 .%$/%，郑女士来电：# 月 $# 日我们
参加中青旅的内蒙古游，一到那里就下暴雨，
说桥断了，第二天的景点可能去不了。第二天
我们开车去发现路被大水淹了。我们的行程
有两天半没有按合同履行，
很多景点没有玩。
团费每人是 #%&& 元，我们要求退 $&&& 元回
来，希望你们能帮忙协调下，我们还在酒店
里。
&-.%%%%% 热线魏思梦：联系郑女士，她
还在内蒙古海拉尔市区闲逛。郑女士说，今天
一整天，
旅行社已经没有安排任何行程了。
郑女士一大家子共 '& 人参加了浙江中
青旅组织的内蒙古六日游，# 月 $# 日晚上 #
点从杭州飞到内蒙古海拉尔，结果第二天开
始的旅程被一场暴雨浇灭了。
“导游说换路线，但是换的路线又远又
不好玩，我们拒绝了，就只在海拉尔玩了好
几天，玩到现在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本
来行程上要去的中俄边界那几个景点是我
最期待的，太遗憾了。”郑女士说。
浙江省中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回复：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本来这个团 #
月 $( 日会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游玩，游览
室韦和莫尔道嘎森林公园两个景点，行程
时间在两天左右。但当时通往额尔古纳的
路被淹了，无法通行。一接到这个情况，我
们马上做出了路线的调整，提出阿尔山方
向的路线。但是郑女士在的团都不愿意去，
所以没有成行。这次旅行给团员们造成的
不愉快我们也理解，但天气原因实在无法
预知。我们也很抱歉，如果游客有什么意
见，可以回来后到公司来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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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儿媳妇真有心！
青岛旅游带回来一瓶啤酒
啤酒瓶上印着公婆的合影

昨日 .-$1.，孙女士来电：我想跟你们的
嗨都市快报版联系。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家庭
聚会，我们全家一共 $% 个人，四世同堂，年
纪最大的是奶奶，她已经 (, 岁了，最小的宝
宝是去年下半年出生的，才九个月。这次是
我们这个大家庭全部到齐的聚会，特别有意
义，所以想跟你们说说。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都在不同的城
市生活，有北京的、杭州的、黑龙江的和大
连的。奶奶是在大连生活的，所以这次团聚
就在大连。# 月 $% 号去，昨天回来的。
奶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女儿都
有了下一代。我就是第三代，我也有了下一代
了。奶奶老家是山东的，跟着爷爷的部队到黑
龙江，后来在黑龙江生活了一段时间，有了新
的家庭成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一
辈，也就是家里的第三代都考上大学，到其他
城市去生活了，就很少有机会再聚在一起了。
),,- 年我进入浙大读书，后来在杭州工作，
很少回家了。
&-.""""" 热线王佳：孙女士 *# 岁，在
黑龙江鹤岗市长大，现在浙江大学工作，有个
, 岁的女儿。
“奶奶得老年痴呆十多年了，行动不便，
这次回去，她有时都不认识我们。我们大家就
围在一块儿，陪她聊聊天，还拍了一张全家
福。”孙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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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内蒙古第二天
暴雨冲毁了公路
旅游泡汤了……

我们全家 89 口人
四世同堂
去大连开了家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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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东站的充电插座
能不能再多一点？
前日 .0$87，网友“:;:5+3”
, 都市快
作为全亚洲最大的杭州火车东站，
能够使
报：
用的充电插座数量，还不及泰坦尼克号上的
救生艇数量。真的是替设计者的智商捉急。
&-.""""" 热线魏思梦：网友“010234”
姓焦，
男，
$( 岁，从事外贸工作。当晚，焦先
生买了 % 点左右从杭州到镇江的高铁票。
由于天气原因，多辆列车晚点，很多候车旅
客的手机电量告急。
焦先生说：
“ 我的火车晚点了 * 个小
时，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想找个插座给手机
充点电。谁知道在候车室里绕了两大圈，
愣
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使用的插座。有几个
卫生间门口有一两个，
但是根本没通电。服
务台里面的几个插座也排满了队，我等了
半小时也没轮到我。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到
了高铁上才充的。”
杭州火车东站回复：我们车站刚启用
不久，
很多设施还不够完善。车站内很多插
座是供车站运行使用，
原则上不对外开放。
如果乘客真的有需要，可以跟我们的工作
人员联系，也可以去服务台借用插座。如果
是手机想充电，可以去 ))5、
))6、$-5、$-6
这四个检票口旁设置的四组手机加油站充
电。每组有 '% 个接口，只要花 ' 元钱就可
以充电。
说到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有这样
一种传说：白星航运公司常务董事布鲁斯·
伊斯梅（67084 9:;<=）在设计泰坦尼克号
时提出建议，
为了让顶层甲板更为宽敞，将
甲板上的救生艇从原先的 -( 艘削减为 '%
艘。以致造成很多旅客没能登艇逃生。

菲律宾朋友来杭州旅游
想看中国杂技表演
哪里有？
昨日 ."$./，曹先生来电：我有位菲律
宾朋友今天刚到杭州，
是来旅游的，他说很
想看看中国的传统杂技表演，我也不知道
杭州哪里有，
请快报打听下。
萧
&-.""""" 热线应圆：曹先生 ** 岁，
山人，
在金华一家电台做主持人。他说：
“我
和这位菲律宾朋友是因为业务往来认识
的。他在电视上看到过中国杂技，
觉得特别
神奇，
但没有亲眼看过，
想去现场观摩下。”
清河坊历史街区管委会回复：每天早
上 )& 点，
在河坊街小井巷会有民间艺人表
演头顶铁球，
杂技倒是谈不上，算是小杂耍
了，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
宋城景区回复：在宋城的大樟树舞台，
有神鞭、飞叉、中幡、飞刀绝技等市井杂技
表演。景区门票从 $(& 元至 -(& 元不等，
开
放时间 &,.++/$).*&。杂技表演时间不固
定，但每天都有，不需要另外买票。
杭州杂技总团回复：真是不巧，本来每
周五晚上 # 点，在城北体育公园我们会有
(& 分钟的传统杂技演出，有顶碗、头顶倒
立、绳技等表演。但今天刚接到上级部门通
知，因为持续高温，所有演出都停止了，恢
复时间待定。

社会青年怎么参加高考？
昨日 .%$/1，
倪女士来电：
我们小孩 $*
岁，$+&, 年高中毕业。也没有找工作，想要
参加明年的高考。我想问一下，社会青年怎
么参加高考？
倪女士的儿子
&-.%%%%% 热线魏思梦：
杭州人，
想要在杭州参加明年的普通高考。
杭州市教育考试院回复：如果拥有高
中以上学历，可以作为社会个别生报名参
加高考，要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如果户籍所
在地在杭州，可以先关注杭州教育考试网
的报名信息，
在指定网站报名。报完之后，
在规定时间内来杭州教育考试院现场确
认，完成报名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