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胜利影城
《误杀》12:20/14:25/

15:05/16:30/18:35/

19:20/20:40

《宠爱》12:00/13:00/

14:00/16:00/17:15/

18:00/20:0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牢友记》

时间：02月14日 19:30

02月15日 14:00/19:30

02月16日 14:00

票价：1180/680/580/480/

300/200/100元

演出剧团：开心麻花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小伢儿金舞台
大型儿童剧《三只小猪》
时间：2020.01.18 10:00/15:00

剧团：北京丑小鸭

票价：39/120/180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重喜剧《你若安好，那还得了》

时间：2020年02月29日

14:00/19:30

票 价 ：25 元/120 元/180 元/

280元/380元

剧团：北纬零度戏剧工作室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梁祝之夜——意
大利小提琴钢琴中意经典作
品音乐会
演出时间：2020年3月21日19:30

演出票价：280、220、160、80、50元

演出人员：伊莱娜·费奥里

托、安娜·利高尼

演出剧目：谢欣舞蹈剧场舞

剧《未·知》
演出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14:30、19:30

演 出 票 价 ：580、380、280、
180、80元
演出人员：谢欣、胡沈员、刘
迦、潘宇

演出剧目：二泉映月——德
国大提琴钢琴组合中德经典
作品音乐会

演出时间：2020 年 5 月 8 日
19:30
演出票价：280、220、160、80、50元

演出人员：阿诺诗卡·哈克、

凯瑟琳娜·哈克

演出剧目：亲子舞台剧《塑料
的狂想》
演出时间：2020年5月24日

演出票价：280、180、100、80元

演 出 剧 团 ：乌 克 兰 Mim-

iRichi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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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1326

2020年1月15日 星期三

●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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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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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本报记者 宋浩

本报讯 一本长销40多年的《西湖民间

故事》，一本杭州人必读的书，能引出很多人

的回忆。

这两天，《40 多年长销卖出数百万册，这

本杭州人的必读书，你家有没有》一文刊出

后，大家纷纷在小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留言，

或是一段感慨，或是晒一个故事，或是找到自

家拥有的那个版本后，来“报个到”。

其中有30位读者，将陆续收到本报送出

的最新版《西湖民间故事》。

在近百条留言中，好几条都来自同一个

杭州家庭，和一个杭州人有关。

“我是这本书搜集者徐飞的亲姐姐。”“徐

飞是我的舅舅。”“《西湖民间故事》后来的连

环画，文字也是我父亲徐飞做的。”⋯⋯

徐飞，是最新版里 15 篇文章的署名者，

出现率最高。“这本书于我们家而言，是有重

要意义的。每到家人聚会的时候，奶奶就会

讲起这位不到 50 岁就早逝的二弟。”徐飞的

甥孙刘先生告诉我。

90 多岁的徐老太太，那天翻开《钱江晚

报》看到这篇文章时，就激动了。她拿起笔，

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有关弟弟的几行字。

徐飞生于1934年正月初九，初中毕业后

从金华来杭投奔姐姐徐如瑛。

“舅舅很聪明，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

浒传》，随口就能讲一段。考北大多难啊，他

脱产三个月复习，就考上了。”刘女士说。

徐飞的儿子徐瑜还记得，“当时有三位主

要的搜集编撰者，除了我爸爸，还有陈玮君、

申屠奇，他们经常聚一块儿聊天。”

1978 年，改革开放后，《西湖民间故事》

又出了一套连环画。“连环画文字全是我父亲

一个人弄的。”徐瑜说。

这套连环画也是刘先生这一辈 80 后的

少时读物。他转发文章后，很多朋友留言说，

从小翻过的书，原来是你舅公搜集编写的。

刘先生说，在那个年代，舅公做这本书就

是本职工作，他肯定没想到，这本书会成为几

代杭州人的回忆，“我替我舅公感到欣慰，也

谢谢他为杭州作出的一点贡献。”

“这本书里满满的是老杭州的乡情啊。”

老杭师毕业的孙大伯还记得，40多年前，中美

建交，他与身在美国的大伯通信，“老人家当时

已80多岁了，唯一想让杭州亲人寄给他的，就

是挑几本有关杭州历史和西湖传说的书。”

孙大伯寄过去了三四本，其中就有这本

《西湖民间故事》。“老人家再没回到故土，我

想家乡这本书所承载的乡情，应该伴随他度

过了最后的岁月吧。”

读者威廉有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一本是

1978 年的，一本是 2000 年的。”这本书跟他

也有一层特别的缘份，因为他的祖父陆高平

也是当年的故事收集编撰者之一。

记者果然在其中《石人岭》一篇下，找到

了“陆高平”的名字。威廉的语气有些遗憾，

“我祖父 1976 年就去世了，当时我只有三四

岁大。这些杭州的传说故事不晓得如今还有

几个伢儿读过。希望《西湖民间故事》能让更

多杭州人晓得吧。” 本报记者 李蔚

《西湖民间故事》引发回忆杀，它是乡情，是童年，还是一个杭州家庭珍贵的回忆

用一本书陪伴三代杭州人，这几位作者的故事你应该看看
《西湖民间故事》引发回忆杀，它是乡情，是童年，还是一个杭州家庭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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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书法送福活动——兰亭书

法社联合中国美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钱江晚报、《文化交流》

杂志，在杭州西湖长桥附近的“水南半隐”举行了“新春书福·
文化惠民”活动，王冬龄、赵雁君、童亚辉、斯舜威等17位书法

家现场挥毫，写下了一张张祝福。

这些带着墨香的祝福，通过钱江晚报官微信、官微博、小

时新闻客户端三个渠道送出。

截至1月13日上午，在参与活动评论的读者中，我们选出

了43位，40幅“福”字和3幅“庆余年”将陆续抵达他们手中。

王冬龄领衔17位书法家送“福”还送“庆余年”，谁那么好运领到了

脱单不脱发，想瘦想买房
开年运最好的43位读者，许下这些愿望

其中，通过微信渠道“中奖”的20位读者

中，得到 101 个赞的丁先生是最高票，他的

2020 祝愿是“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家庭和

美心想事成，点赞的宝贝年年十八！”

其中，排名第三的读者愿望是脱单。过

了这个年，不少90后们很着急了。

微信中奖者名单公布后，很快就有读者

来领奖了。张大姐不是第一次参加过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的送福活动了，领“福”的装备超

齐全。她接过童亚辉老师写的福，打开包，拿

出挂历纸、报纸、塑料袋，分三层包裹好。“开

心的，挂起来多少好看！”她说，自己会跟去年

一样，装裱起来的，防止红纸褪色。

张大姐前脚刚走，李大哥后脚就到，他从

丁桥一路赶过来。李大哥是个书法爱好者，

平时自己也写写春联，自家门口挂挂。“我喜

欢王冬龄老师这种飘逸的，和斯舜威老师这

种方正的。”他领走了斯舜威老师写的福。

通过微博送出的三幅“庆余年”，竞争相

当激烈。最后，网友“blackanpu”以 334 个

赞胜出，仅领先第二名10多个赞。

他是一位出版社编辑，从事文化艺术内

容多年，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冲着王冬龄老师

的“庆余年”。10 多年前，他还在读高中时，

就去中国美院看过王老师的大字书法“逍遥

游”，还追着要过签名。这次他发动了几乎整

个朋友圈的人帮他拉票，如愿以偿。

读者“自律和我都是宝藏”也得到一张

“庆余年”。她是河北工业大学的学生，98 年

生人，“非常感谢钱江晚报，祝愿大家在新的

一年都可以好运满满，共庆余年”。

小时新闻客户端的送福文章，下面的评

论也有 150 多条。儿子、父母、大学生、单身

人士、职场人士⋯⋯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

心愿，都一样真挚而感人——

有希望考上理想大学的应届高考生，有

想争取买个小房子的新杭州人，有许愿脱单

的90后单身狗，有希望头发茂盛的中年人⋯⋯

我们统计了一下，所有愿望中，出现率最高的

关键词就是健康、脱单、旅行、瘦10斤。

祝福送完，钱报也祝大家：想的好事都实现！

小时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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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链接，告诉

你 更 多 这 本

书的故事

张大姐开心地

领走了“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