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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块钱打给老公急用
不小心打到了快递小哥的账上
我吓得要哭了
昨日 11:03，张女士来电：有个人给老公
转账打错款了，把 5 万块钱打给以前给她家
送货的快递小哥的账户上了。着急用的钱，
还是不小的数目，急坏了。没想到联系到对
方，快递小哥很爽快地把 5 万块转回给她
了。这个好人是杭州三墩站的金凯。
记者董吕平：张女士是在“19 楼”网站看
到的帖子。
发帖网友“xin5436”姓何，家住西湖区新
世纪花苑。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 3点左右。
她在帖子里说：我一着急把转给我老公
的 5 万块钱打给了一个不是好友的账户，我
老公说他钱没收到的时候我整个人蒙了，这
是我们急用的钱，
然后打支付宝电话，
客服说
实时到账，钱已经到对方账户了，
我说那你赶
紧把他号码发我吧，
我要马上联系他，
客服说
要去帮我申请查看对方联系方式，我当时真
是急死了，没办法，只能等。
我突然想起，这个账户之前是转了笔钱
的，用来网购的一笔货款，
应该打到快递小哥

的账户上去了。
我马上联系了小哥，
小哥很实诚，
之前也帮我们家送过很
多次货，但是 5 万毕竟也不是笔小数目，我心里还是挺忐忑。
小哥接了电话，还在派送的途中，
叫我不要着急，电话不要挂，
他马上停车看一下，
然后说有的，
马上打给我。
短短几分钟，我的心情真是像坐了过山车一样……小哥
后来说，我已经打给你了，查查有没有到账的时候，我的眼泪
都要出来了，
太感谢了！
联系朋友让他帮我去向快递小哥领导反映这个情况，觉
得还不够，打了电话给小哥所在的站点站长，觉得还是不够，
最后决定在 19 楼发帖，
把这件事讲出来，世间还是好人多！
最后想对小哥说：
金凯，
你让这个平凡的下雨天变得一点
都不平凡！谢谢你！向你的诚朴致谢！向你的真诚致谢！向
你的拾金不昧致谢！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金凯，
他说，这是举手之劳。
金凯工作的京东快递站站长助理张先生说，
金凯 90 后，
安
徽人，
原来是开车的，
去年 10月来送快递，
一个月 4000 多块钱。
“他个子一米七八，
是个小鲜肉，
不过结婚了，
有两个孩子，
人很踏实，很上进。”
张助理说，
已经把金凯“拾金不昧”
的情况
反馈给了领导，
到时候会发一个奖章，
也会有简单的奖励品。

我的假牙掉在路上了
没有假牙说话漏风

小区里的大熊猫被撤走了吗？

昨日 9:17，张先生来电：我的一副
假牙掉在路上了！是前年 6000 多块钱
配的，今年可能涨价了，要七八千一副
吧。昨天早上 8 点左右，我去老年大学
上课，吃完早饭，我把假牙拿下来了，放
在左边裤袋里，骑电瓶车出门，
在八字桥
附近，我听到有东西“咯噔”掉在路上的
声音，当时没留意，但停下来看看，也没
有什么东西 ，现在想想应 该 是 假 牙 掉
了。找回假牙这个事情可能希望比较渺
茫，但我想通过你们报纸试一试。
记者金洁洁：张先生 68 岁，退休前
搞设计，50 多岁就开始戴假牙了，可能
是因为遗传因素，
大牙都掉光了，
这是他
的第三副假牙。
张先生住在潮王路和上塘路附近，
去黄龙洞那边的老年大学上课，假牙是
跟电瓶车钥匙一起放在口袋里，可能是
拿钥匙的时候，有点带出来了，
掉在八字
桥到杭大路这段路上。他去找过，没找
到，可能被环卫工人当垃圾扫掉了。材
质是钛合金的，在假牙中算是一般，
但要
重配一副，也要好几千块钱。
“叫你们帮
我找假牙，我有点不好意思，
老婆我还没
跟她说，
她住在女儿那边。
“没有假牙的日子，只有靠牙床，慢
慢吃，吃面和稀饭。说话也有点影响，
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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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洁洁、
通讯员张丽华：
这两天，有读者陆续来问“大
熊猫”
的事。
运新花苑 2 区的夏先生：我们小区捐衣服的大熊猫撤走
了！原本是在大门口的，
现在不见了！
京都苑的沈小姐：
原本在社区门口的大熊猫不见了，
是不
是撤走了？
运新花苑物业回复：大熊猫还在的，放在 1 幢和 2 幢之间
的角落里，昨天还来收过衣服呢。
京都苑社区工作人员回复：原来是有一个的，不过现在
放到金都华庭小区大门口去了，因为放在社区大门口三天
两头被捡废品的搞坏没办法了，后来就放到金都华庭小区
大门口，保安在边上看得到。不过，物业又在沟通，想把大熊
猫再放回来。
小区里的“大熊猫”到底有没有少？昨天，我问了不少社
区，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少！
古墩社区说，大熊猫还在，居民也在继续投放，前几天有
一只大熊猫内的衣服刚被拉走。
翠苑一区社区说，他们社区的居民，现在都把还能穿的
衣服整理好，
放在大熊猫边上，
环卫和保洁人员有需要的会拿
走的。
友谊社区有两只“大熊猫”，昨天，社工发现，管回收的工
作人员这个星期刚来弄过，用一张“旧衣零抛弃，资源再利用”
的提示遮盖了原来的名称，
“杭州市政府旧衣回收项目”的字
样，也被一张绿色宣传纸遮盖了。
关于“大熊猫”
会不会撤走，申奇公司副总经理李震说，
没
有的事，
相反，
正在推下去，有些社区还在申请大熊猫。

菜场里捡到一只环保袋
里面有《小学生优秀作文》
昨日 16:18，陈女士来电：今天上午 10 点多，我带女儿去
三桥农贸市场买菜，在楼梯口捡到一个环保袋，我看了一下，
里面有几本《小学生优秀作文》读物。
85100000 热线曾小如：陈女士 38 岁，是位小学英语老
师。因为孩子生病，
跟同事调了课，
在家里照顾孩子。
“孩子特别喜欢吃牛排，我买了块牛排，还有两根黄瓜，
荤素搭配嘛，正打算回家，在菜市场楼梯口看到一只环保袋，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四本书，分别是《满分作文》
《小学生优秀
作文》
《创新作文》和《获奖作文》，我翻看了一下，都是适合小
学生看的，应该是哪位家长买给孩子的，书还蛮新的，我先保
管着，
哪位家长丢的，
请联系我。
”陈女士说。

生力牌跑步机
自带 13 个功能
想送给养老院或康复医院
昨日 17:14，谢先生来电：我有一台跑
步机想送掉，免费送的，最好送给康复医院
或者养老院。跑步机是生力牌，不是电动
的，
带有按摩、扭腰等 13 个功能。
85100000 热线曾小如：谢先生 78 岁，
家住在拱宸桥附近。跑步机是 1993 年在杭
州解百买的，花了 2700 元，这在当年可是个
大价钱。
谢先生说，二十多年前他还算年轻，在
单位也是个小领导，经济状况还不错，就想
着买台跑步机锻炼身体。可是跑步机买
来，实际上也没跑几次，就一直搁在家里，
因为价格有点贵，也舍不得扔了。
“ 跑步机
看上去有点旧，但我试了一下，所有的功能
都是好的，用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哪
里需要，请自己上门来提，我年纪大了，没
有能力送过去哦。
”

西湖荷区清塘
有人趁机捞鱼？

昨日 10:57,周先生来电：北山街 61 号
很多市民在西湖里捕鱼。
记者董吕平：昨天上午，北山街 61 号
新新饭店对面的荷区，水域管理处工作人
员划船过来，准备继续清理荷区，他们先
将漂白粉撒入湖水中，很多鱼儿冒出来，
这下引来很多游客，有些人准备跳入水中
抓鱼，被工作人员制止。
昨天，工作人员从荷区里打捞到各类
鱼种，有草鱼、鲤鱼、鲫鱼、鳊鱼等，其中打
捞到两条四五斤的大鲤鱼，他们打算把打
捞上来的鱼，
先送到管理处再做处理。
工作人员说，每年 4 月上旬，是荷区清
塘的季节。
4 月开始，种下去的荷花开始抽芽，冒
出来的嫩芽是西湖里的草鱼、鳊鱼、黑鱼
等最爱吃的，它们一旦咬破了嫩芽，湖水
就会顺着“伤口”灌进荷藕里，导致荷藕腐
烂，
影响荷花长势。
为了确保荷花幼苗茁壮成长，每年西
湖荷区都要清塘。
工作人员说，清塘程序很简单，先用
渔网驱赶荷区里的鱼，再往湖里撒一些稀
释过的漂白粉，鱼闻到不喜欢的味道，就
会去荷区外的水域。
水域管理处委托快报提醒，荷区清塘
将持续 15 到 20 天，请游客不要观望，更不
要顺手抓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