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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再远 最想的还是家

“80后”邢台小伙的韩国“创业史”
《来自星星的你》、《爸爸去哪儿

啊》、《running man》……喜欢韩国
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的“韩粉”对这
些名字已经很熟悉， 但是很少有人
知道， 从事这些节目的字幕翻译工
作的人中， 有一个邢台 80 后小伙，
名叫郝冬麒。

更不会有人想到， 字幕翻译只
是他的业余爱好， 年轻的他已经在
韩国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和一家餐
厅。

北京时间6 时，韩国时间 7 时
多， 郝冬麒开始一天忙碌的工
作。 整理公司业务、查看订单进
度……对于一个学新闻专业出身
的他来说，现在竟然从事中韩贸
易工作，整天跟汽车、火车零件
打交道，那还要从他初去韩国时说
起。

2006 年，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专
业毕业的郝冬麒， 到韩国攻读研究
生课程。 刷过盘子、蒸过包子、教过
中文，留学期间，他半工半读。 一个

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韩国现代铁路
车辆公司在招聘，他就想去试一试。
因为精通中文、韩文，他被录取。 该
公司是生产火车和地铁等机车的公
司， 他则负责海外零配件的采购工
作。 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
个行业。

2012 年，郝冬麒和自己的韩国
女友结婚，因为自己对业务熟悉，他
开始自己创办公司， 主要为中韩贸
易，从中国加工机车用零配件，然后
交货给韩国现代公司。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要经营好
一家公司可不是容易的事， 想到的
没想到的问题都出现了。凭着 80后
不服输的劲， 他自己给自己鼓劲。
有一次， 为了赶给客户的交货
期，他坐飞机四个小时从韩国到
成都直接提货，然后马不停蹄再
坐四个小时飞机回韩国交货。 虽然
没挣到钱，但是自己的努力和态度，
赢得韩国客户的信任。 郝冬麒说：

“在韩国， 我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而是中国人。 ”
郝冬麒给公司起名为 LUNA，

意思是女神、 女王的寓意。 郝冬麒
说：“因为我想通过努力和奋斗，让
妈妈， 爱人和女儿过上女王般的生
活。 ”

现在郝冬麒还经营着一家餐
厅，名叫“locoloco”，口味中韩结
合 ， 主要经营蒸煮的海鲜和贝
类。 闲暇了，郝冬麒还从事字幕
翻译 、房地产投资等，他还身兼
成龙的韩国粉丝协会会长，负责
接待过成龙访问韩国的很多次
行程。 去年 4 月，他还受邀参加
了成龙的 60 岁生日庆典， 收到
了限量版的纪念手表，并和成龙合
影。

“每天都很充实。 ”郝冬麒说，这
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5 年，郝冬麒还有一个新的
梦想要实现。“我要在韩国开一家太
极拳馆。 ”郝冬麒说，他要把中国的
武术文化传扬到韩国。

每次回家，

邢台都有新变化
虽然已是“四九天”，却不像北方那样寒冷，浙江省宁波市

气温还在十几度左右。
匆匆在家吃过早饭，8 时 20 分， 胡涛就赶到办公室忙碌

起来。 梳理客户资料， 安排工作人员核对订单……不知不觉
中，时针已经指向了 10点。“走，去生产车间和库房看看。 ”拉
着业务员小李，胡涛又赶往车间。

胡涛，40 岁，一个地地道道的邢台人，家就在拖拉机厂家
属院。如今在宁波，他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宁波帅鹿电
器有限公司。同时，他还是一家年营业额达 4亿的电器公司的
销售经理。 在宁波胡涛已经待了整整 10个年头。

在派出所干过协勤、当过业务员、当过工人……去宁波以
前，他在邢台干过很多职业。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胡涛下
岗了。 无奈，他来到市区一家电器公司当起了业务员。 因为业
务突出，很快他就成了某知名品牌的邢台办事处经理。

2004 年，南方电器行业发展迅速，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
胡涛开始到宁波发展，与一家洗衣机生产企业合作，注册自己
的品牌。 万事开头难，作为一个新品牌，让别人接受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一天 24个小时，除了睡觉，胡涛不是在生产车间，
就是在推销洗衣机的路上。 因为价格低、质量好，胡涛的洗衣
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

然而，2008 年，全球迎来经济危机，资金断链、用工难等
一系列问题摆在胡涛面前，怎么办？ 胡涛开始降低生产规模，
减低外欠款，整整一年的时间，公司的销售又开始回升。冰箱、
冰柜……胡涛也开始尝试拓展业务。

邢台人的直爽、能干、实在，让身在异乡的胡涛结识了很
多朋友，也赢得很多客户的信任。 去年，海南的客户批量订购
了一批洗衣机，在销售过程中，有顾客反映洗衣机出现波轮不
旋转。 接到这一信息， 胡涛亲自带着维修和技术人员赶往海
南。技术人员查看后发现确实是生产过程中，由于马虎配件出
现问题。 随后，胡涛将客户订购的洗衣机全部召回，并赔偿相
应损失。 同时， 短时间内重新发同型号同数量的洗衣机给客
户。

因为诚信，口口相传，胡涛公司的产品销量也越来越好。
现在胡涛公司的产品已经销售全国各地和东欧等发展中国
家。

“走得再远，生意做得再大，心里最想的还是家。”胡涛说，
虽然妻子、孩子现在都随他去宁波了，但是一年他总要回家几
趟，“五一”、国庆、春节是肯定会回家的。

� � 一张口，仍可说出那地道的邢台话；最爱的，还是妈妈亲手包的饺子……
身在他乡，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打拼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也许是白手起家，如今成

为商界巨子；也许是求学之后，成为业界精英。 无论是怎样，怀揣理想，他们都在奋力
拼搏着，不管成败，每个人的背后都可能有着笑泪搀和的精彩故事。

笙本报记者 李博

灭失声明
崔新庆名下机动车冀

E67577，车辆型号SC6330F，车辆
识 别 代 号
LS4HN00H31F017689， 发动
机号：120B57467。此车为黄标
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王忠英名下机动车冀

ECQ745， 车 辆 型 号 大 江
DJ1102H，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AAHCHL1541214362， 发动
机号：040670199。 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
政策规定，已将此车辆自行解
体，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
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
已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
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公告

经气象、环保部门专家会商，预测我市将出现严重污染天
气，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决定，2015 年 1 月 24 日 0 时
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Ⅲ级）预警，按照《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试行）》实施黄色（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1、工业企业限排污染物 20%以上，关停 10 吨以下工业燃
煤锅炉；

2、 对黄标车、 无标车、 大型货车实施限行。 公务车停驶
30%，1 月 24 日尾号为 0、1、2、3 的公务车停驶限行，1 月 25 日
尾号为 4、5、6 的公务车停驶限行,1 月 26 日尾号为 7、8、9 的公
务车停驶限行，在预警解除之前，公务车停驶限行依次顺延（公
务车尾号为字母的按最后一位数字号码）；

3、建筑、拆迁工地停止土石方施工，落实围挡、覆盖、洒水
等措施；

4、路街采用湿式清扫，并实施喷水、喷雾降尘措施；
5、建议儿童、老年人等易感人群留在室内，一般人群减少

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幼儿园、中小学校减少户外活动。
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23 日

郝冬麒和韩国妻子穿民族服装合影

邢台小伙郝冬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