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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修车人贾金勇：

凭手艺做一个自由的修车人
起早贪黑为人修车苦甜参半

在天厦社区的一间修车门市前，穿着厚
棉袄的贾金勇正在为一辆电动车修理线路。
身后的门市约 20多平方米， 被隔成了内外
两间。外间墙上挂满了各种电动车和自行车
的零配件和修车工具， 一张小小的旧木桌，
就是一家 4口的餐桌。 里间，则是他们的卧
室。

10岁的大儿子已上小学四年级，4 岁的
小儿子这天没去幼儿园，不时跑到父亲身旁
嬉闹。 看似清贫的生活，并不缺少欢笑。“我
现在给人修车，生活比较自由。 虽然挣的不
多，但能照顾俩孩子。 ”贾金勇说。 为啥选择
来邢台生活？ 他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在
邢台上的学，妻子也是邢台人，这里是他的
第二个家。

与邢台结缘始于二十年前
1995 年， 初中毕业的贾金勇考上了当

时还叫“军需学校”的邢台军需职业技术学

院，就读于机械制造专业。 从此开始了在邢
台 5年的校园生活，并在上学期间结识了一
名邢台女孩，也就是现在的妻子。 2000 年，
毕业后的贾金勇回到天津，在当地一家食品
厂负责食品机械维护等工作。

一年多后，他与恋人结婚，夫妻俩暂时
把家安在了天津，但不愿束缚于朝九晚五生
活的他，在食品厂工作 4 年后毅然辞职。 辞
职之后，何去何从？想起邢台人的质朴厚道，
又想起这里是妻子的家乡，于是 2005 年，贾
金勇夫妇再次踏上开往邢台的火车，准备靠
自己的一身手艺过自由的生活。 此时，贾金
勇已是一个男孩的父亲。

让孩子快乐长大是最大的心愿
再次来到邢台的贾金勇，从当初的求学

少年变成了一名丈夫和父亲，生活的担子重
了，但他没有失去信心。 在当时的桥西区金
牛玻璃厂旁，他租下了一间门市，以修车为
生。 一年后，房租到期，门市正赶上拆迁，于
是他又在天厦社区扎了根儿。

起初他打算再寻一间临街门市的，但随

着社区里居民的增多， 修车的也多了起来，
渐渐的，一个月下来能收入两三千元。“现在
紧巴着点，等俩孩子都大了日子就好过了。”
贾金勇说， 妻子现在邢台学院的食堂打工，
之所以他守着修车门市，是因为需要照顾孩
子。

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是他最大的
心愿，也成为他努力工作的动力。

邻里相处融洽 邢台就是我家
“我在邢台这么多年， 这里的人都很质

朴。 ”贾金勇说，他在天厦干了这么多年，房
东从未涨过房租， 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很融
洽。 谁的车子松了、车胎没气等举手之劳的
小毛病，他也总是不收钱。一来二去，整个社
区的居民都找他修车。

现在，除了春节回老家过年，大多数日
子里他们一家都生活在邢台。不管以后的生
活如何，贾金勇已深深融入了这个城市。“我
现在上有老下有小， 只要家人平安无事，我
就很幸福。 ”贾金勇说，他不后悔来到邢台，
二十年相守，这里早就不再是异乡。

桥东区英华学校附近有办公楼及
平房出租，主楼面积 1800 平米，平房面
积 1188 平米（包括大会议室 250 平米，
餐厅 200平米），带大院。 水、电、暖齐全。
联系电话：18032965700

招 租邢台市桥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公室送达公告
根据市政府规划,新华北路以西，团结东大

街以南，车站路以东，卫生街两侧区域已列入新
华北片区改造征收范围。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程序，桥东区人民政府于
2014年 8月 21日已作出《关于武建华房屋征收
补偿的决定》，被征收人武建华在法定期限内没
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也没有在规定期限
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桥东区人民政府于 2015
年 1月 5日对被征收人武建华作出《邢台市桥
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

现需送达武建华，由于无法找到武建华，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
方式均不能送达， 为此特在报纸上进行公告送
达。 请武建华见报后六十日内速与邢台市桥东
区新华北片区征收补偿安置办公室联系， 领取
催告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邢台市桥东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公室
2015年 1月 8日

牛城晚报
广告部
3129961

“复印机医生”范德俊：

邢台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邢台人的礼貌令他感动

1992 年， 邯郸一家电脑公司在邢
台开设分公司拓展业务，由于专业技术
突出，原籍邯郸磁县的范德俊被派来本
市，从事复印机营销维修方面的工作。

“刚来邢台时， 觉得这里虽算不上
繁荣，但人们很和气很亲切，到异地打
拼的孤独感也就淡薄了很多。 ”范德俊
说，刚来时谁也不认识，为在业务上打
开局面，自己便背上工具包、拿上宣传
打印机的彩页，在邢台市的大街小巷上
逢单位便敲门推销。“那时候除厕所不
进，大多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商
家我都进去过。 ”

正是在那时，范德俊建立起对邢台
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有礼貌”。“一点
不夸张地讲， 我几乎走遍了邢台市区，

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对我说难听话、把我
轰出门，这让我觉得心里很温暖。 ”这样
的经历，让范德俊兴起在邢台长期待下
去的念头。

1995 年， 邯郸方面撤走在邢的分
公司，而范德俊留了下来。 他先把妻子
孩子接到邢台， 并且在 1997 年成立了
属于自己的公司。

始终铭记邢台人的热心慷慨
“我的公司名为‘德鹏’，‘德’是我

名字中的一个字，而‘鹏’则取自始至终
对我关怀帮助的一位邢台人的名字。 ”
范德俊说，自己事业的发展与邢台朋友
的热心和慷慨相助，是分不开的。

1995 年， 范德俊刚开始独自在邢
台创业的时候， 购进了一批零件，却
囊中羞涩， 难以支付 1700 元的货款。

正犯愁时， 自己认识的一位邢台朋友
来到他的办公室做客， 了解到情况
后， 当即将 200 0 余元现金拿给范德
俊救急。 这位邢台人怕范德俊不够用，
又回到家中将妻子当月工资取来借给
他。

“当时心里那个感激劲儿就别提
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范德俊说，从
那时起，他和这位长自己 20 岁的老先
生就成为了忘年交。 每年除夕，范德
俊都会到这位邢台朋友家中做客 、
吃年夜饭。“还有很多通过修理复印
机认识的邢台人， 最终都和我成为
了要好的朋友，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和
支持。 ”

用自身能量回馈和建设邢台
2000 年，范德俊在邢台买房定居。

他的公司不仅逐渐成为邢台复印机营
销维修业的一面旗帜，还将业务拓展到
了北京，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

有了成就的范德俊没有光顾着倒
腾复印机， 他还资助帮扶自闭症患者、
聋哑人等弱势群体，并时常捐助邢台贫
困地区的学生。 2014 年 12 月，他还为
沙河一家条件较差的学校免费赠送了
一台价值万元的复印机。他说：“邢台是
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现在我有了能力，
自然要回馈邢台！ ”

22 年来， 范德俊觉得邢台城市
面貌改变非常大， 市民素质提高特
别快， 而他也把身为邢台一员视为
骄傲。 在北京开展业务时，他都向别
人介绍自己来自邢台。“未来邢台的
发展肯定更快更好， 而我则希望能
通过发挥自身专长， 为建设邢台贡
献一份力量。 ”

� � 今年 52 岁的邯
郸 人 范 德 俊 ，1992
年只身来到邢台从事

复印机营销维修工

作。 22 年来，他白手
兴家将事业搞得有声

有色， 逐渐与邢台和
诸多邢台人结下了难

以割舍的深情厚谊 ，
更把自己看作是一名

邢台人。

本报记者 刘哲 文/图

� � 走进泉北大街天厦
嘉园社区，如果向人询问
贾金勇，可能很多人都会
说不认识，但要打听修车
子的小贾，那几乎是无人
不知。

凭着自己一手过硬

的机械维修手艺 ，35 岁
的天津人贾金勇在邢台

十年打拼 ， 如今有妻有
子，还有一间回头客不断
的修车门市。

在他心里，邢台就是
他的家。

本报记者 范骁 杜明

本 行 政 机 关 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受理邢
台市新濠娱乐有限公司
提出的设立（游艺）娱乐
场所的行政许可申请。
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
下，公示日期自 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015 年 1 月
23日：

申请人：杨少虎
场所地址： 邢台市

桥东区中兴东大街 18
号 世 贸 天 街 12#3 层
12C1
��������经营范围： 游艺娱
乐

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投资人情况
类别：

法定代表人： 杨少
虎，男，河北邯郸

主要负责人： 杨少
虎，男，河北邯郸

投资人： 杨少虎，
男，河北邯郸

根据 《行政许可
法》、《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行政许可
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享
有申请听证的权力。 有
关人员可以于公示截止
之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听
证申请， 本机关应当在
接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组织听证。 逾
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
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
依法组织听证所需时间
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
内。
联 系 电 话 ：0319—
3052013���
传真：0319-3052013
邮编：054001
通讯地址： 邢台市桥东
区中兴东大街（桥东区
政务服务中心）

邢台市桥东区文化新闻
出版体育局

2015年 1月 9日

设立游艺
娱乐场所

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