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

责
任
编
辑/

刘
建
国
制
作：

王
保
华

校
对：

张
建
刚

2015

年2

月7

日

星
期
六

Em
ail:nchw

b@
126.com

灵寿邢台都是我难以割舍的家
� �“故乡眇千里，离忧积万端。 ”回家是游子们共同
的心愿，到了过年时，回家的愿望更迫切，无论前途如
何、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阻止归乡的脚步……

迈不出的归乡脚步
今年 31 岁的周鑫家乡在石家庄市灵寿县，

2004年从邢台师范学院毕业的他， 没听父母回乡
发展的建议， 利用上大学时打工积攒的资金与几
名同学合伙在本市开了一家小型商贸公司， 从此
扎根邢台。

“当时我的决定受到父母和亲友的强烈反对，那
时我年轻气盛，便用不回家的方式对抗父母。 ”周鑫
回忆，从 2004年到 2007年，3年他没回过一次家，虽
然时常在梦中被思乡的泪水唤醒， 但负气的他却从
没迈出回家的脚步。 如今回忆起这段往事，除了感到
荒唐，也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2008 年， 周鑫和其伙伴的公司因资金流转问
题陷入困境，为了公司能正常运转，他把几年来经营
所得和借来的 30余万元全部投到了公司。 其间，他
的合伙人劝他放弃并最终离他而去， 但他却选择苦
苦支撑……

“公司陷入困境，合伙人离我而去，让我更加渴望
家的温暖。 ”周鑫说，2008年底，身上只有 5000元的他
购买了一张回家的长途汽车票， 但就在车启动的一刹
那，他却叫停了司机，拎着行李重新回到了在本市的租
住地。 2008年，他依旧没有回家，而理由便是让他如今
想来好笑的“没脸”两个字。

蹉跎回乡路
让周鑫痛苦的 2008 年终于过去，2009 年他迎

来了转机，在本市几个朋友的帮助下，他的公司度过
了难关， 不仅在当年还清了债务， 还盈利 260余万
元，并在这一年遇到了他的另一半郝灵。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的周鑫再次想到了家乡，
他非常想和家人一同分享自己的喜悦， 但回想起
当年父亲那句“你永远不要回来”的话，他不由又
踟蹰了。

于是，他决定打电话给自己的姐姐，让其探探父
母的口风。没料到在电话中姐姐却对其破口大骂，并
将父亲在地里晕倒被送往医院的消息告诉了他。 这
一消息对他无异晴天霹雳，一时间愧疚、自责、懊悔
涌上心头。

“我当时开着车一边流泪一边往家赶，脑
中闪过的都是儿时父亲疼爱我的场景。 ”周鑫
说， 当他赶到医院时父亲还没醒，4 年未曾谋
面的母亲见到他时失声痛哭，但一句责骂他的
话也没有，只拉着他的手不断说“回来就好 、
回来就好”。

几个小时后，周鑫的父亲醒了过来，但因
中风左侧身体无法自主。 当看到周鑫时，父亲
足足盯了他十多秒，在艰难地说了一个“好 ”
字后，父子俩便相拥而泣。 此后，周鑫放下了

多年的心理包袱，回家的路在他眼中再也不像
过去那般遥远、蹉跎。

“归去来兮”内心都是暖暖的
2015年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周鑫和妻子已

开始采办年货。 除了给父母的礼物，姐姐、外甥的
他也没忘，大箱小箱装满了整整一辆越野车。

“这几天让郝灵带着孩子们先拉一车年货回
去，过几天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后，再采办一车
年货带回去。 ”想到不久将会合家团圆，周鑫笑得
合不拢嘴。

用周鑫的话说， 对他而言无论灵寿县老家还
是他的第二故乡———邢台，都是自己的家乡。 十几
年下来，他在邢台创业、发展、生活并得到认可，这
里的一切早已让他有了归属感。 他几次想把父母
接来同住，但父母年纪大了，故土难离，因此他不
得不经常驱车两地奔波。 正如他所说：“无论是去
灵寿的路上，还是回邢台的路上，我的心都是暖暖
的，两地都是我的家乡。 ”（本报记者 刘东甲）

找个喜欢的人并不简单

郭仕强今年 26 岁，是任县辛店镇人，在石家
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了 4年。 到了适婚年龄，仍然
没有女朋友，这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

4年时间，相了多少次对象？ 郭仕强自己都记
不清了。 这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儿，性格腼腆，学生
时代谈过恋爱， 大学毕业后， 更多精力用在工作
上。

“刚毕业的时候，年龄小，没把找对象当成很
难的事。 ”郭仕强说，随着工作年限增长，他发现，
找个喜欢的人并不容易。“其实我的要求没那么
高，只要女孩儿人品好，懂事，长相差不多，就行
了。 ”郭仕强说，相亲这么多次，还是没有修成“正
果”。

元旦相亲不成功，春节要继续

相亲的经历，有时并不有趣。 2014 年国庆节，
家人通过朋友， 给郭仕强介绍了一个在县城工作
的女孩儿。 在一个男同学的陪同下，他应约而去。
没想到，还没见到女孩儿，男同学先被女孩的妈妈
相中了。“同学个子比我高，女孩儿妈妈看到我俩，
一比较，对我不满意，就不答应见面了。 ”郭仕强
说，中间人过意不去，做了一番工作，才勉强与女

孩儿见了一面。
“我也没仔细看女孩儿，没要电话号码，就回

去了。 ”郭仕强说，互相尊重是前提。
“元旦假期，我本来想去邯郸朋友家玩儿，可

是家里人让我回去相亲。 ”郭仕强说，他左思右想，
最后放弃了去玩儿。

女孩儿是本市一所学校的老师， 和郭仕强年
龄相当，可惜两人“不来电”。 元旦过后，郭仕强回
到石家庄，家人又开始为他寻找新的相亲对象，希
望春节时，能再安排相亲。

期待爱情的孝顺小伙儿

事业发展顺利，郭仕强在公司做过多个岗位，
目前在人事部门工作。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
哥哥和姐姐，都在本市结婚成家。 父母现在最大的
牵挂，就是他的终身大事。

去年，郭仕强在石家庄买了房，做好定居准
备。 家人希望他找个本市女孩儿，朴实懂事，而
且两人一起在外工作， 过年过节回家探亲也方
便。 孝顺的郭仕强赞同父母的想法， 同时也觉
得，只要两人有缘分，是不是邢台女孩儿也无所
谓。

作为一个“剩男”，过春节，肯定又要被热心的
亲友问及终身大事。“被问烦了，相亲多了的确烦。
但是，想到大家是在关心我，尤其是父母，我也就

理解了。 ”郭仕强说，他也期待爱情，期待着早点遇
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两人一起开心地生活。

(本报记者 田晓丽 文/图）

“剩男”过年回家就想找个意中人

相识四个月到女友家过大年
� � 过年期间，90后小伙金鹏要去女友家，他们认
识一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四个月就见了双方
的父母， 而且女友还在上学……如此顺利就找到
了自己的意中人，实在令人羡慕。

工作中偶遇的缘分
金鹏，1993 年出生， 在本市某单车俱乐部工

作，他的女朋友叫燕楠，1994 年生，张家口万泉县
人，现在邢台上大学。2014年 10月份，燕楠在做兼
职时，两人相识。

“当时，我在单车俱乐部忙着，她因兼职需要，
问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帮她完成任务。 ”金鹏说。
当时，燕楠在某房地产公司兼职，留客户的联系方
式是公司的任务。

燕楠的亲和力赢得了金鹏的信任， 提出这一
要求后，他欣然留下了联系方式，聊得挺投机双方
互留了 QQ号。

一个月后，两人感情升温，确立了朋友关系。

自食其力的 90 后
金鹏一米八的个头，身材匀称发型很“潮”，穿

着得体，22岁的他已经自食其力。

“我每个月工资 3500 元左右，已经不向家里
要钱了。 ”他说。 三年前，金鹏还在上高中，他有自
己的想法，中途就放弃了学业。

不上学后， 金鹏先在某电动车经销商那里学
习电动车维修，很快他就掌握了全部技能。 但是，
经过比较他发现销售既有挑战性又能提高收入，
就转行做销售。

现在，他销售业绩很好，但是，又意识到知识
确实很重要。“感觉在管理知识上欠缺，我自己报
了电大，学习行政管理专业。 ”他说。

原本，燕楠的母亲对二人交往并不看好，但当
了解到金鹏比较上进时，就答应了。

两个人很对脾气
金鹏和女朋友关系迅速升温是有原因的，“对

长相都很满意，脾气也挺对。 ”金鹏说。“我很少发
脾气，她就没有脾气，我们在一起感觉很好。 ”

在遇到燕楠之前， 金鹏是典型的“月光
族”，抽烟、喝酒、打球，每个月的工资很快就
会花光。 遇到燕楠以后，金鹏每月都能省下四
五百元。

“我就想找一个管着我的人，她能管着我，还

很会省钱，这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金鹏很享受
这种“管教”。

两人关系确定后，2014年底，燕楠见到了金鹏
的父母，通过！ 2015年 1月，燕楠见到了金鹏的爷
爷奶奶，通过！

拜见未来的“老泰山”
女友的家在张家口万泉县，本来，金鹏打算今

年暑假再去拜见未来的“岳父母”，但是，变化总是
很快。

1月 20日，燕楠回到了万泉县，家里人都已经
知道了她的男朋友， 就希望能够见见， 给她把把
关。 得到这个消息后，金鹏当然“当仁不让”，春节
就去！

“从邢台到万泉县开车 860 公里，需要七个小
时。”金鹏已经看好了路线。父母担心路上安全，让
金鹏坐火车，他还是觉得开车更方便。

现在， 金鹏正在琢磨去的时候带哪些东西，
“我们九零后挺依赖父母的， 但我现在已经有工
资，可以自食其力，去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就不用
让父母操心了。 ”他说。

（本报记者 米京涛）

注销公告
邢台唐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502000023288），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26
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办理。
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唐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5年 2月 7日

各位业主、相关利害关系人：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在邢台市桥西区拥军街 188 号正

大馨园 3# 楼 5 单元项目，已竣工验收完毕，拟向邢台市房地
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现该楼栋的
房屋位置、测绘建筑面积等信息已在网上公示，请各位相关利
害关系人登录 http://www.xtfdc.gov.cn（邢台市房地产信息
网），进入“交易登记→通知公告”查询。 如对房屋登记及网上
信息有异议，请于“测绘成果审核公告”期内向邢台市房地产交
易登记中心提出书面意见。

开发企业咨询电话：0319-3296088
������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咨询电话：2255553

邢台市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1 月 6 日

邢台市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正大馨园
3 号楼 5 单元房屋测绘成果网上公告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