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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报新闻，
说故事，
谈看法，
只要被快报采用和大家分享了，
红包送给你！快拿起手机参与吧！
扫一扫报纸上的二维码，
或者点开微信，
进入通讯录，
点击右上角，
直接搜索
“都市快报”
。关
注后直接发消息或者图片即可。欢迎各种你亲眼所见、
亲手记录的见闻，
也欢迎各种新闻报料。

他们说杭州人超好
用了
“超”
字

我就停下来跟他们聊一聊
前日 16:12，毛先生来电：刚才我路过浣纱路一家小卖部，听到两个人在说杭州这个地方的人真好，这么热
情的啊，听他们这样说，我就停下来跟他们聊一下。他们 20 多岁的样子，一男一女，感觉像情侣。他们说是从
上海来杭州旅游的，问问路什么的，杭州人都很热情。我说是的，我是个老杭州，我也很热情的，遇到问路什么
的，不仅会回答你，还会主动给你带路。我 60 多岁了，我们都热爱杭州，杭州人就是有这个好传统。他们还说，
杭州人超好，
用了超字，
我听到他们这么夸杭州，真的很开心。

找战友尚无消息
初中同学看快报发现惊喜
急忙忙找上门来

我想找一个人 他是我的偶像
当年在海月桥一家茶馆说书
说的是《岳飞传》

85100000 热线陈筱妍：6 月 7 日快报嗨版《不知
道他还记不记得我》，报道了 70 岁的何兴发想通过
快报寻找曾在东海舰队上海吴淞训练团一起当兵的
战友周文瑞。
见报后，
网友“围城”
微信都市快报，
说他惊喜地
发现，寻人的何兴发是他在杭九中读书时的初中同
学，
已经 40 多年没见了，
非常想念老同学。
“围城”全名胡灿吉，67 岁，家住良渚文化村，退
休前自己开了家公司。回忆初中生活，
胡先生说：
“当
年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与何兴发算是比较要好
的。可惜毕业后，
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没想到今天通
过快报竟然找到了他的消息，
我真是太高兴了。
”
另外，胡先生也想寻找另一位初中同学张本才，
他与何兴发同龄。
“他是长春人，当年他爸爸在杭九
中附近工作，他跟着爸爸也来到了杭州。初中没毕
业他就参了军，听说复员后也在杭州工作。”
前几年，
杭九中举行校庆活动，
并登报寻找老校
友，
胡先生得知消息，兴奋地跑去参加，失望的是，
在
活动现场，只找到一位老同学。
“我有个心愿，
希望可
以找到全部同学，年纪大了，大家聚一聚，彼此重新
认识一下。
”胡先生说。

前日 13:45，周先生来电：我想找一个人，这个
人是我的偶像。1978 年的时候，有一个说书人名字
叫周志华，当时在江干区海月桥的一家老年茶馆说
书，说的是《岳飞传》，因为我是一个武侠迷，平时很
喜欢看武侠小说，
也练过几年武术，
那时候我每晚过
去听，大概 7 点左右开始，10 点左右结束。
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茶我是不喝的，
就花五毛
钱买一包南瓜子，他讲得很精彩，我听得如痴如醉。
那时候我结婚不久，有一个孩子，我这样每晚去，我
老婆有一次还把我关在了门外，呵呵。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平时喜欢看看新闻，
偶尔看
看杭州台的《开心茶馆》，里面的老开心好像就是那
个说书人周志华，看着有点像，名字也一样，不知道
是不是同一个人。我只想向他问声好，作为一个忠
实的听众，祝他身体健康！

粽子长毛了
昨日 12:36，施女士来电：端午节的时候，女儿
单位发了十个嘉兴粽子，基本都是豆沙粽。老伴每
天早上吃两个，我胃不太好，一向来都不吃粽子的。
前三天吃的时候，老伴就感觉味道有些酸。今天早
上，
再煮粽子的时候，发现两个粽子的粽叶上出乌花
了。哎哟，我们年纪大了，肠胃可伤不起啊。
我 74 岁，
老伴 78 岁，
他平时很节约的，
任何东西
都舍不得扔的。以前中秋节朋友送来月饼，时间放
长了，月饼都长毛了，老伴把长毛的部分割掉，蒸蒸
照样吃。他现在退休工资一个月 3000 多元，因为
身体不好，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家里的药是一大
堆。粽子的事我们跟女儿说过了，她是做会计的，
女
儿单位很客气，说把粽子拿过去吧，
他们会跟销售商
联系的。

我想寻找我妻子的同事
我妻子已经去世十年了
前日 12:01，盛先生来电：我在杭州日报发表了
一篇文章，我想寻找我妻子的同事。我妻子叫朱保
莉，她的同事叫钱大同、苏琪、顾文英、陈曰唐，他们
都是我爱人原来学校的同事。妻子已经去世十年
了，
他们几位都和我妻子很要好的，
妻子去世的时候
他们都来的。
盛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发表在 6 月 1 日杭州日报
《倾听·人生》栏目，题目叫《我的妻子朱保莉》，讲述
了盛先生的妻子从出生到结婚到最后患骨癌去世平
凡而热烈的一生。

我好奇骗子到底想干什么
前日 11:35，卢女士来电：早上 10 点左右，我接
到一个电话，
他说是第一人民医院的，
我追问是哪个
第一个人民医院，
他说是上海松江第一人民医院，
他
说我去年 6 月份在他们医院做过检查，现在要跟我
沟通一下，还跟我核对身份证号码。搞笑的是，
我从
来没在松江第一人民医院做过检查，我就把电话挂
了。他们很疯狂，
又连着打了三个电话过来，
我接起
说你到底要干吗？他也没说什么，后来就不打了。
我好奇骗子到底想干什么。

父亲节快到了
我想给父亲寄语
以释怀念之情
昨日 09:27，网友“朝夕奔梦”微信都市快报：小
编，你好，我姓叶，53 岁，宁波人，退休前是厂里的一
名技术人员。19 日就是父亲节了，家父在 4 月 27 日
已过世，享年 81 岁，到今天正好是七七四十九天，
内心时常感伤，想到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父
亲节了，很想在快报上留言给父亲寄语，以释怀念
之情——
我们英俊伟岸、智慧聪灵的父亲，
您离开我们已
有七七四十九天了，时常会想到您带给我们的所有
快乐记忆，如今您已长眠天国，
安心去吧我们敬爱的
父亲，如今您再也没有恩怨哀愁，您可以自由、快乐
地过您想要的生活！
父亲的童年非常不幸，不到十岁，父母都去世
了，他是由几个兄弟艰难带大的。15 岁那年，宁波
地区招兵，父亲参了军，后来还参加了舟山保卫战，
立过一等功。退伍后，分配到杭州工作。与我母亲
成婚后，生下三个孩子，我是小女儿，上面还有两个
哥哥。从小，
父亲就特别疼爱我，
我与他的感情自然
是没得说。

要搬家了
整理出一批
素描技巧等方面的书
还有腰子盘、竹躺椅
前日 16:37，网友“现在的我”微
信都市快报：
你好！因要搬家，
整理出
一些素描技巧等方面的书，还有初中、
高中配套课本的英语及语文磁带，另
外还有三个全新的腰子盘、八成新的
竹躺椅，都想送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 48 岁 ，杭 州 人 ，是 办 公 室 文
员。书和磁带都是我 18 岁的女儿曾
经用过的。我家住在彩霞岭社区，有
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家来取。

我就要回老家养老去了
想在杭州买台二手冰箱
凑合着用
前 日 18:29，沈 先 生 来 电 ：我 65
岁，德清人，来杭州七八年了，在下沙
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做帮工。刚来杭州
时，
朋友送了一台旧的华日冰箱，
那时
刚在下沙租了房子，正好摆在出租房
里使用。最近，冰箱坏了。我寻思着
找人来修理或买台全新的都不划算，
所以想买一台二手冰箱。
我有这个想法并不是我经济能力
不够，
其实我老家已经有两台冰箱，
我
打算再工作两年就回老家养老，实在
没必要在杭州买台全新的冰箱了。

媳妇给我一张
元祖蛋糕消费卡
可是我查不到门店
前日 11:06，沈女士来电：我的媳
妇给我一张元祖蛋糕五百元的消费
卡，但是我查了一下杭州城里元祖的
门店全没有了。那我应该去哪里买
呢？卡是不限期消费的！但是我要知
道去哪里消费啊！
元祖蛋糕全国客服回复：杭州有
很多家元祖的分店，没有撤店一说。
联系了湖墅南路 365 号、天城路
191 号、香积寺路 56 号等几家元祖分
店，都在正常营业，工作时间为 8:0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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