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茶商在邢台

火车上扛扁担悟出茶叶“经”

信阳人的家族茶庄

十几平米的店内，付丛磊、付明
智兄弟正在给顾客介绍茶叶，屋内茶
叶和茶具堆到了屋顶。

“对门这一家， 往西走那一家也
是我们镇的，我爸爸在中钢广场对面
开茶庄，我两个舅舅在邢台开了三个
茶庄。 ”付丛磊说，付丛磊的父亲付祖
业 1996年来到邢台经营茶叶，并带动
了亲友。

记者了解到，本市多家茶庄都是
信阳人所开， 遍布邢台市区街巷，这
些人中多数是信阳市光山县白雀镇
人，而且经营者都是亲朋好友。

从扛扁担到开茶庄

不惑之年的饶本军，1997 年来邢
台创业，从开始的来回奔波，到现在

的茶庄。不计较行程的艰苦，只为能为
家里增添收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信阳人扛着
扁担，坐火车卖茶叶。”饶本军说，花十
几元的路费，扛上 100多斤的茶叶，坐
上火车来到邢台。走街串巷十几天，把
茶叶卖完后回家。

当记者问起当年的利润时， 饶本
军毫不避讳：“一斤茶叶有 10 元左右
的利润，一趟下来能赚千八百元。 ”而
当时邢台市民的月平均工资仅有 300
元。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 长途汽车
运输发展起来， 饶本军每次可以运
七八百斤茶叶，“邢台市批发商有
50%的利润，我们的利润 30%。 ”信
阳人逐渐替代了邢台本地的茶叶批
发商，2002年前后效益达到了顶峰。

2004 年， 物流快速发展起来，很
多茶叶店开始从原产地直接进货。 信
阳人的茶叶不得不从批发为主转向零
售， 到外地开茶庄的信阳人也越来越
多。

邢台市场质高价低

“邢台茶叶市场竞争很激烈，茶
叶品质整体很高， 但是价格很低，零
售价甚至比石家庄批发市场还低。 ”
饶本军说。

在茶庄记者发现， 看茶台的顾
客比看茶叶的顾客还要多， 有位顾
客买了一套茶具和一个茶台。 这也
是信阳人的创业精神， 不仅销售茶
叶，更要以各种各样的茶台、茶具、
摆件、以及古香古色中式家具，吸引
茶客的注意。

“邢台人很懂茶， 茶叶的附加值
在提高， 我们现在不仅在卖茶叶，也
在宣传茶的文化。 ”饶本军说。

太行明珠和豫南明珠

付丛磊 10 岁时随父亲离乡来到

邢台， 对家乡的记忆也是在后来数次
回乡采购中渐渐明晰的。

“邢台是太行明珠，白雀镇是豫
南明珠。 ”在邢台生活 20 多年的付
丛磊，既有故乡的思念，又有对邢台
的爱恋。

为了采购， 这些茶商们每月都会
出去一两次，往返于杭州、福建、云南、
湖北、广西、湖南等地，不仅看茶叶，还
会购买一些茶具。 而邢台和信阳是他
们感情最深的地方。

春节， 付丛磊和父亲付祖业会像
往年一样，开车回信阳。付丛磊的大叔
从运城，姑姑从长治，表妹从太原，各
地的亲戚也会回信阳过年， 这也是每
年家族中最大的一次团聚。

信阳人在外地经营茶庄的多
了， 时间久了， 也都有了自己的家
业，可每到春节，从信阳走出来的第
一代茶商， 仍然会从四面八方回家
和亲友团聚。

行走中的商客，对故乡的眷恋，在
往来中增添着，也会在拼搏中累积。

� �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这第七件事“茶”，与
河南信阳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亿德隆市场有五六家茶叶
经销商，他们都操着一样的口
音，都来自河南省信阳市光山
县白雀镇。

油漆商王焕进

无论风雨 都有他送货的背影
从胡同做起
骑三轮跑遍邢台

1993 年，王焕进通过考察
发现，邢台中、高端的油漆市场
很有潜力。在老乡的帮助下，他
与妻子来到邢台“淘金”。 初来
乍到的二人， 在冶金路的一条
胡同里租下了一间小平房，经
营油漆生意。

创业初期， 王焕进每天骑
一辆旧自行车， 跑遍了邢台大
大小小的家具厂。 只要接到订
单，夫妻俩就骑着三轮车送货。

“当时的路还不好走，每次过地
道桥都是妻子在前面骑， 我在
后面推。 ”王焕进说。

邢台西边的南石门、 现在
的开发区、107 国道……王焕
进夫妻都骑着三轮送过货。 常
常早起有时下午回来， 很少能
吃上一口热乎饭。虽然辛苦，但
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 夫妻俩
挥洒地汗水也得到了回报。

打开县市市场
准时送货上门

经过几年打拼， 王焕进的
生意慢慢做到了周边县市，到
2000 年，送货的交通工具也换
成了面包车。

2001 年，冀南装饰城建成
后，王焕进将门市搬到了这里。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大， 送货
的地方也更远了， 当时周边各
县的经销商没能力来取货，王
焕进隔一两天就会到县里送一
趟货。

2003 年冬天的一场大雪
过后，巨鹿县有客户订货，为了
不耽误送货， 王焕进还是开车
上了路， 平时只需 1 个小时的
车程，他足足跑了近 6个小时。

在邢台做生意
心里挺踏实

“你给我们送过货，现在还
能送吗？ ”“可以送！ ”记者采访
时，一位客户来到油漆店，一眼
就认出了王焕进。 王焕进告诉
记者，只要是他送货，无论客户
家住几层，都会主动送上去。正
是这些点滴小事儿， 让他有了
大批的回头客。

王焕进卖出的每一桶油漆
从不缺斤少两，也会保质保量，
在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他
也一直坚持着“诚信为本”
理念。“老百姓买套房子不容
易， 装修用的油漆不好可不是
小事儿。 ”他说。

积极、乐观，是夫妻二人对
生活的态度。 王焕进说：“邢台
人质朴， 在这做了这么多年生
意，心里挺踏实的。 将来，我们
两口子会继续在邢台好好干下
去！ ”

� � 一大清早， 浙江仙居县人王焕进与妻子吕爱兰清点好货物，
装车完毕，王焕进便开始运送今天的第一批油漆。 虽然路途不远，
但他都会亲自送货上门。

1993 年，夫妻二人来到邢台开了一家油漆店，一晃二十多
年过去了，无论风还是雨，都能看到他在送货途中的身影。 凭着
勤劳、朴实、诚信，夫妻俩在邢台闯出了一片天地。

本报记者 米京涛 王莉 文/图

本报记者 杜明 实习生 赵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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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局北关生活区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业主：
供电局北关生活区改造项目已列入邢台市 2014年市区城建工程计划。 依照《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该项目需要征收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现将
征收工作有关事项预告如下：

一、拟征收项目名称：供电局北关生活区改造项目
二、拟征收范围：团结东大街以北、新华北路以东、小黄河以南、供电局家属楼东院和德

龙祥福苑以西，并整合小黄河北岸、襄湾壹号项目东侧、左岸春天项目西侧的 16户平房。
三、征收人：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政府。
四、 房屋征收部门： 邢台市桥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公室， 电话：

3893216。
五、征收实施单位：邢台市桥东区西门里街道办事处。 电话：3137721。
六、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省、

市、区有关征收补偿的规定，具体实施征收补偿工作。
七、被征收人应服从城市建设需要，积极配合，确保征收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

特此预告
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政府

2015年 1月 12日

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政府
关于供电局北关生活区改造项目范围内

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的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