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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90后”康继远：

智能家居梦在这里实现
创业：梦想的起点

康继远的家族中， 不少亲戚都在邢
台从事绿化苗圃生意， 经商于他并不陌
生。 高中毕业后，康继远帮着料理家族生
意，也到科技大厦卖过电脑、快餐店打过
工。

一次偶然， 他接触到了智能家居产
品。 上学时因偏爱计算机曾被老师批评

“不务正业”的他，对这种新型电子科技
产品产生了浓厚兴趣。 只用手机就能遥
控电灯、窗帘等家居物品，他看到了其中
潜在的商机。

创业，让当时年仅 22 岁的康继远热
血沸腾。 父亲及家人的支持，更让他顺利
将梦想照进现实。

惊喜：开端很顺利
梦想说起来简单，创业吼一声响亮，

但回归现实，一切都很琐碎。 外出考察，
商谈代理事宜，办理营业执照，进行相关
税务登记， 选营业地点， 选购办公用品
……

“虽然琐碎，但很顺利，邢台的投资
环境真的不错。 ”康继远爽朗一笑，办理
营业执照，就用了两个上午，这还是他落
了道手续，否则应该一个上午就能完成。
办理相关税务登记时， 还有工作人员热
心指导。 总之一套营业手续办下来，很顺
利。

就这样，2013年底，他和邢台的朋友
一起创建了自己的事业。

他们一起找装修公司洽谈合作，敲
开新小区居民家门推广介绍。 虽然这种
高端智能家居产品对于一些人还很陌
生，但总是有人表现出浓厚兴趣。 起初，
他们的生意虽不多，但只要成交的，对方
都很有信用。

“做生意就需讲诚信，经商一年多的
经历， 让我也感受到了邢台的诚信环境
挺好。 ”

感动：路人相助久久难忘
提及对邢台的印象， 康继远讲了一

件自己的亲身经历。 2013 年春，他开
车到凤巢园小区， 小区附近在施工，
路边有一个一米来深的坑，因躲避车

辆，他的车前轮陷进坑中。 无论如何
操作，车前轮都无法出来。 康继远看
着车发愁时，附近一些等待接幼儿
园孩子的家长们看到，一下子过来
10 多人 ， 大家一起帮忙将车推出
了坑 。

当康继远将车停好， 回头要感谢
时，人都不见了。“他们都没给我一个
感谢的机会就散了。 ”如今提起此
事，康继远仍很遗憾 ，可那被 10 多
名素不相识的人热心相助的温暖， 让他
感动至今。

“你说，我怎么能不喜欢邢台？！ ”康
继远娶了邢台的媳妇，如今，他也已为人
父，贤惠的妻子成为他的后盾。 这个“90
后”的年轻人拥有阳光般的热情、乐观，
也在经历创业的阵痛中，接受磨练，积累
经验，一路勇敢前行。

“记得刚来邢台时，放眼望去高楼大
厦并不多，可你看现在，一座座漂亮的高
楼拔地而起。 邢台正在高速发展，市场也
会越来越大，我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
从商务楼 10 层他的办公场所向窗外望
去， 一片片新小区正在施工建设。 2015
年，康继远的梦想在继续。

� � 康 继 远 ，24
岁，来自河南驻马
店。 2013 年底，喜
爱电子科技的他
正在邢台努力推

广智能家居产品 。
2006 年举家搬入
邢台至今， 成长 、
结婚、生子、创业，
每一步都记录着
他与这片土地的

不解之缘。新的一
年，他希望邢台越
来越好，自己的生
意 也 越 来 越

好。

热干面店主李美珍：

“诚信”是邢台给我的第一印象
� � 在桥东区羊市街尽头外， 有一片小
小的武汉风味小吃店。 小吃店的经营者，
是一对湖北武汉汉南区的夫妇。

小店分上下两层，楼下 20 来平米即
是储物间又是就餐区， 楼上的十来平米
是夫妻俩的卧室。

地方不大，小吃几种，客源不断。
妻子李美珍是主厨， 不善言谈的丈

夫打下手。
午后闲暇时分，52 岁的李美珍坐在

记者身旁，讲述着生意上的、生活上的、
家人中的种种往事，时而笑语连连，时而
泪眼汪汪，把一个聪慧、仗义、直爽的武
汉人性格展露无遗。

身背债务远离家乡
1997年以前， 李美珍夫妇在武汉经

营一家酒楼， 生意不错。 但当地欠账较
多，欠来欠去，酒楼没办法经营了。 酒
楼关了，一双儿女正幼，何去何从？ 惶恐
间， 表弟建议跟他一起来邢台， 说邢
台人特别讲诚信， 就是 5 毛钱都一定不
会欠。

“诚信”成了李美珍对邢台的第一印象。
于是 1997 年 10 月， 背负着别人欠

自己五万多、自己欠别人三万多的债务，
李美珍夫妇跟着表弟来到了邢台。

自信于自己的手艺， 到邢台后夫妻
俩依然干了老本行， 在邢台东汪镇东静
庵村旁开了一家武汉风味的饭店。

当时，饭店附近有好多配货站，无数
湖北的货车司机往来于武汉邢台， 李美
珍开的饭店能吃能住， 再兼顾着为老乡

联系生意，每天忙得很充实。
邢台人讲诚信不拖欠， 武汉人脚踏

实地经营，李美珍在这里一干就是 8年。
吃够了欠账的苦， 李美珍夫妇发誓

不欠别人一分钱。 于是开始那几年，每次
回老家过年， 李美珍都会带回当年所有
盈余，一一还债。 几年后，虽然别人欠她
的钱都拖成了“死债”，但她的债已全部
还清。

债还清了， 李美珍放下了沉甸甸的
心事。 儿女也早在夫妇俩来邢的次年就
接来了，学业顺利。 近 8 年的邢台生活，
结交下越来越多的邢台朋友和湖北老
乡，往来中都为这个家庭增添了乐趣。

生意受阻回乡创业
就在生意风生水起时，波折再起。
2005年春节回武汉过年时， 李美珍

突然接到邢台房东的电话，称房子已卖，
她的饭店不能再开了。

接完电话，李美珍崩溃了。
8 年来，已把邢台当成了家，生意在

这里，儿女的学业都在这里，全家都已融
入这个城市。 骤失依托的李美珍，哭了。

亲友劝说，儿女宽慰，李美珍慢慢平
静了些许。 在儿女的建议下，李美珍夫妇
告别仍在邢台求学的儿女， 暂时回乡创
业。

回乡后， 李美珍顺利承包了一个学
校的食堂，之后是 4年的艰苦拼搏。 四年
间，她买了门市和房产，又顺利迎娶了儿媳。

眷恋邢台再别故乡

依然不舍邢台这片热土。 2009 年 7
月，李美珍一家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虽然儿女都已就业， 可生性勤劳的
李美珍闲不下来，最后，就在距儿女最近
的羊市街口开了一家小吃店， 主营热干
面等家乡风味小吃。

小吃不小，在李美珍眼里，要想做出
一碗地道的热干面， 所有的配料都得讲
究。 酸白菜、酸豆角、酸萝卜、泡辣椒……
为保证风味的纯正， 每一种小料李美珍
都亲手制作。

也正因了这份口味的纯正，几年来，
李美珍慢慢积累下一批回头客。 这些客
人里，有街坊邻居，有故土老乡，更多的
是喜好这一口儿的邢台人。

一来二往， 大家来了都好似到了家
一样。

“李姐，来碗炒粉！ ”
“老板，我的热干面好了吗？ ”
“别忘了，给我多放点泡椒！ ”……
如今，李美珍和丈夫经营着小店，儿

子有自己的装修事业， 女儿搞设计，孙
女、外孙绕膝边。 李美珍一家在邢台的生
活，幸福并快乐着。

说起以后的愿望， 李美珍满脸的笑
意：“过完年， 我想在邢台繁华地带开一
家快餐店，让更多的邢台人品味武汉，品
味武汉的热干面。 ”

记者劝：“都 50 多了，也该休息休息
了，让孩子们去拼搏吧。 ”

李美珍笑：“要想过好日子， 不勤快
不行啊。 ”

这是一个外乡人在邢台的梦想，更
是我们自己的梦想。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贾 蓓 文/图

本报记者 王莉 范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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