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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西县临西镇宇康

大药房不慎将药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丢失， 证号：冀
DA3190323， 有效期至：
2014 年 8 月 22 日， 发证
日期：2009 年 8 月 23 日，
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市桥东区新兴

东大街 158 号 3 号楼 1
层小房 11，6 层 3 单元
601 产权人杨凯不慎将房
屋所有权证丢失， 证号
为： 邢房权证桥东字第
204209号，声明作废。

“邢台人的心肠热”

2004 年，张进带领团队到本市新
河县投资地产项目， 工作之余他最热
衷的事情莫过于在当地做公益。

“起初，我认为当地很少有人组织
公益活动，人们会对公益活动不积极，
但后来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看法。 ”
张进说，在一个周末，他和几个朋友在
街上打起条幅， 正排着队前往该县一
贫困村做公益，行走间，突然发现身后
跟了许多人，于是他前去询问。

“你们是去帮助别人的吧，我们能
否跟你们一起去。 ”被询问者的回答让
张进愣了几秒， 但很快他便热情的将
对方迎进了队伍。回忆起这段往事，他
总会自嘲：“是我小人之心了， 邢台人
的心肠比我想象的要热的多。 ”

在邢台伸出的援助之手

改变了对邢台人的印象后， 他开
始吸收当地人到自己的公益组织中。
2012 年初，张进通过当地一名公益志
愿者收到一封来自该县的求助信。 从
信中他得知，一名叫做诗雨（化名）的
女孩患先天性脊柱裂伴脊膜膨出、脊
髓栓系综合症等病，父母靠种地为生，

用积攒下的微薄收入并向亲友举债，
于 2008 年两次带她到省儿童医院住
院手术治疗。 同年 12月复查后，父母
无力续治，回家为她积攒治疗费。

“诗雨很可爱， 当时她还不满 6
岁。 ”提起诗雨，张进满脸慈祥。 诗雨
因脊柱裂等病大小便失禁，整日穿着
开裆裤、无法自己站立，更无法进幼
儿园学习。 但她父母没放弃，而是在
家教她认字、做算术、背诗词……第
一次见到他时，诗雨低着头对他说的
那句“帮帮我，我想站立起来，我想上
学”，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看着孩子渴望和害羞的眼神，
我掉泪了， 多么善良聪明的女孩儿，
多么仁慈勤劳的父母。 ”张进感慨着
回忆，此后他和其公益组织的人员曾
多次带着慰问品去看望诗雨，并举办
书画义卖专场为诗雨筹集治疗费用，
让这个几近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了
希望。

荒芜中建起“普罗旺斯”

地处滨江路南延的西北留村
东， 这片曾经因地处采煤沉陷区而
荒废的土地如今已焕发勃勃生机。
从夏到秋，在占地 1200 亩的薰衣草
庄园内，300 余亩薰衣草形成的花
海伴着秋风翻起层层紫色浪花，芳

香沁人心脾，恍惚间犹如置身地中海
畔的普罗旺斯。 每到节假日这里都会
汇集众多游人， 或在此山盟海誓，或
在此沉寂喧嚣……

2014 年， 张进在桥西区投建的生
态种植业项目开始试运营。提起该项目
建设过程， 他感慨良多：“从审批到建
设，整个过程顺利的出乎我意料，没有
我想象的‘要在部门间跑断腿’ 的情
况。 ”

“起初我以为是政府部门为我们
‘开了绿灯’，但后来我才得知这些部门
专门为投资商开通了‘绿色通道’”。 张
进说，政府部门这种一视同仁、快捷高
效的办事风格让他尤为钦佩，因此他一
定会投桃报李，和团队仔细筹划，将薰
衣草庄园建成牛城的普罗旺斯。

因公益相识相知的朋友

说起邢台的朋友，他想到的第一个

人便是和他有共同喜好的李黔冀，两
人虽结识不久， 却常常让他产生相见
恨晚的感觉。

2014年 9月， 刚刚相识不久的李
黔冀找到张进， 希望从他手中拿一些
薰衣草庄园门票赠予无偿献血者。 起
初李黔冀只抱着“能拿到百十张就好”
的想法，但十几天后，张进拿着专门为
献血者制作的特殊门票找到他：“时间
有点急，我们目前只赶制出两万张。 ”

拿着写有印有无偿献血专门标示
和宣传语的门票，李黔冀感动了，他没
想到对方会为其制作特殊门票， 并会
一次赠予这么多。 于是，他忙问对方如
此“大手笔”有没有附带条件。 张进想
了几秒后说：“希望这些票能真正到献
血者手中，并且满足我一个小小愿望，
带我去参与一次无偿献血。 ”

2014 年 11 月， 上千名参与无偿
献血的大学生和市民拿到了这种特
殊的门票，张进的小愿望也得到了实
现……

“没有隔膜，热心人多”

2004 年， 初到邢台的葛庆达在
工作之余，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当
地转一转、看一看。

一次他在内丘县城边信步游走
边思考项目问题， 不知不觉间便走
到了一处从未到过的地方。 等他醒
悟时，却已忘记了来路。 其间他曾尝
试着寻找归路，但均以失败告终。

“我当时也不好意思给朋友打电
话， 怕朋友笑话我这么大人了还迷
路。 ”葛庆达说，正在他焦急时，他猛
然看到了一位修自行车的老人，便
上前询问。 但因为双方口音问题，说
了半天， 老人也没弄明白他想干什
么。

就在葛庆达还在想办法努力表达
时，老人突然起身向身后的房子跑去。
就在他还一头雾水时， 便看见老人拿
着纸笔从屋内跑出，并边跑边说：“写！
写！ ”恍然大悟的他，连忙接过纸笔并
不住道谢。 就这样， 通过这种交流方
式，老人帮他找到了回去的路，并提前
收摊送了他一程。

“事后，我要请老人家吃饭表示感
谢，但对方却摆了摆手便离开了。 ”葛
庆达说， 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了邢台
人的热情和质朴， 相较一些城市的人

听到外地口音就躲的现象， 这种人与
人之间没有隔膜和猜忌的感觉， 让人
非常温暖。

“让善良的人享受美好生活”

“邢台人这么善良、友好，我应该
尽最大能力帮助这里的人们享受到更
好的生活。”葛庆达每次回忆起与修车
老人的故事，他都会说起这句话，并渐
渐将之变为现实。

在内丘开发房地产的那段日子，
葛庆达干的最多的事情便是修建道
路、公园、学校和幼儿园。 许多人曾不
理解他的这种行为， 认为他这是在干
没有收益的事情，但他却从不解释，依
旧我行我素。

“当你看到坐在新校舍里的孩子
们笑的无比灿烂时， 你就能找到答
案。 ”葛庆达说，一次他到内丘一所乡
村小学送慰问品， 看到孩子们在陈旧
的校舍内依然认真地听课时， 他突然
有了种心痛的感觉。回到公司后，他便
筹划为孩子们修建一所新校舍， 并亲
自参与到设计当中，经过一年的努力，
最终让孩子们搬进了新校舍内。

事后， 该所学校的老师要向葛庆
达送些农副产品表示感谢， 但被他婉
拒， 并对老师们说：“你们教书育人很
伟大，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

靓丽城市环境让他在此扎根

“这座城市的卫生环境很好，无论
大街小巷地上总是很干净。 ” 葛庆达
说， 邢台人维护环境卫生的意识越来
越强，这种变化让他感到很意外，同时
也感到很钦佩。

“十年前的邢台，环境卫生只能说
是一般， 人们维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并
不强。”葛庆达说，那时的邢台，街上的
行人随手丢弃垃圾是常事， 但现在这
种情况几乎消失。

他告诉记者， 一次他和朋友上街
散步， 看到一名青年男子随手将一个
空烟盒扔到地上后， 立刻有一名市民
上前捡起，并对男子进行批评，使得对
方非常羞愧，连忙承认错误。

这一幕， 让葛庆达和朋友都停下
了脚步，在仔细看了看周围，他才蓦然
发现，这座城市垃圾桶不知何时多了，
路面的垃圾也悄悄不见了， 行走在街
上的人们素质正在渐渐提高。

“只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所处
的城市原来如此干净。 ”葛庆达说，
之前他总感觉邢台和过去不一样
了，让他生出了流连忘返的感觉，但
具体如何变化他常常说不出所以
然，但经过这件事，他确信自己找到
了原因。

� �“在邢台我从没有身处异乡的感觉，这里的人
们让我感到很温暖”，这是石家庄人张进常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 自 2004 年与邢台结缘至今，这座
城市让他感慨良多，每每见到好友，便要讲一讲他
和邢台的故事……

“热心肠的邢台人，
让我和这座城市有了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刘东甲 文/图

� � 1968 年生人的
浙江商人葛庆达，自
2004 年通过招商渠
道来到本市后，便与
邢台结下了不解之
缘。 在他眼中，这座
城市充满魅力，在这
里生活的人们朴实
而真诚……

“充满魅力的地方，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朴实而真诚”

■本报记者 刘东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