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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机票回家过年
不少朋友经常带着羡慕的语气对

霍世岭说：“小霍啊，你儿女双全，有车
有房，在越南待着多好啊！”其实，他们
不知道，在霍世岭的内心深处，一直深
深思念着故乡， 挂念着已经日渐苍老
的父母。

霍世岭说， 每次回家休假探亲的
时候，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心中
总以自己是一个牛城人感到骄傲。 每

次看到父母头上又添了白发， 脸上多了
皱纹，心中总是一阵心酸。从“九月九”唱
到“常回家看看”，尤其是那首“时间都去
哪儿啦”，更是听的他泪流满面。 每次听
到这些歌曲，可爱的故乡，亲爱的父母，
都会让这个远方的游子增添对故乡的思
念。

春节快到了，霍世岭说，已经订好机
票，“回家，陪父母过年去……”

内丘狗肉香飘保定
■本报记者 侯东杰

� � 在保定市东风
路上 ，有一家名叫
“郝家味道 ” 的饭
店 ，饭店的主打特
色是狗肉。 饭店的
老板是一 个 内 丘
小伙子 。 都说 “狗
肉上不了台面 ”，
可是他以 家 乡 的

菜肴为荣 ，乐呵呵
地在外地 经 营 着
自己的小饭店。

让家乡菜香飘保定
学徒工一个月只用 100元的工资， 干得

是最辛苦的活儿。郝运宏记得，当时一天要刷
上千个盘子，大冬天的要在室外宰上百条鱼。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跌倒最多的人。 世界
上最勇敢的人， 是每次跌倒都能爬起来的
人。 ”郝运宏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他
也从学徒一步步成为配菜、炒菜，最后成为了
饭店的厨师长。 20 多岁的厨师长，在行业里
面不多见。

2011 年，郝运宏投资二十多万元的饭店
开业了。饭店以什么作为招牌菜呢？郝运宏最
后决定以家乡的特色狗肉作为招牌菜。“内丘

的狗肉馆，从一个小窝棚起步，最后成为
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 我希望自己的饭
店也能像这样发展。”郝运宏的饭店里还
有内丘的挂汁肉等一些特色菜肴。

郝运宏的饭店依托附近一个垂钓
园，经济实惠，很受顾客欢迎。“我一个初
中毕业的农村孩子， 做的也是小打小闹
的生意。可是，至少我现在绝对不是只为
混口饭吃了。 ”如今，郝运宏正张罗着开
一家分店。 他说，在外地打拼不容易，但
是每每想到这是在为家乡争光， 也觉得
自己很光荣。

做厨师只为了“混饭”吃
1982 年出生的郝运宏

是内丘县西营村人。 家庭条
件不太好， 他初中毕业后就
没再上学。 郝运宏的同龄人
多数都是去外面下煤窑或干
其他卖苦力的活儿， 他觉得
这些不是长远之计， 决心学
一门手艺。

跟着村里承包红白事的
长辈“混”了一段时间后，郝
运宏觉得厨师这个行业不
错。“人们都说混饭吃，厨师

不正是一个混饭吃的行业吗？ ”
郝运宏从电视上看到了保定

一家厨师技校的招生广告。 1999
年，他带着行李到了保定。 然而，
花了不少报名费， 却学不了什么
厨艺。

郝运宏瞒着家人， 离开了学
校。“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没法
跟家人交代， 在乡亲们面前也抬
不起头。”在保定“流浪”了一些日
子后，郝运宏决定拼一把，就去了
一个饭店当学徒工。

父母下岗毅然决定“南漂”
霍世岭 1976年出生，家住

西门里，是一个地道的邢台人。
他父母退休前都在焊条厂上
班， 家里还有一个大他 3 岁的
哥哥。霍世岭说，从小虽然不能
说生在蜜罐里， 可当时的家庭
条件也算不错。

1995 年，霍世岭从邢台二
中高中毕业， 恰好当年父母双
双下岗。 19 岁的他年轻气盛，
为了给当时比较拮据的家庭增
加收入，毅然决定南下打工，从
此开始了漂泊生涯。到过上海，
到过福建，上过当，受过骗……
后来， 霍世岭在广东肇庆一家

鞋厂找了一份工作。
肇庆环境优美，气候怡人，可

当时的霍世岭完全感受不到这
些。 全厂 6000多工人，军事化管
理， 一整天繁忙的流水线一刻都
不停歇， 晚上基本上都要加班到
21 时以后。 短短两个月，一米八
个头的霍世岭瘦成了一百一十
斤 。 他当时寄了一张照片回
家，老妈在电话里心疼的说，“都
瘦成竹竿儿了， 太辛苦的话就回
家吧。 ”

霍世岭说，自己没资格怕苦，
这些不算什么， 一定要做出个样
子才回去。

成为越南鞋厂的“专家”
霍世岭工作勤快， 每次都

比别人完成的又好又快， 他很
快得到了部门一位台湾经理的
赏识。经理不仅提拔了他，还推
荐他到一个在越南开鞋厂的朋
友企业工作。

霍世岭觉得是个机会，就
辞了职，回家办护照。经过大半
年的努力， 他终于办好所有手
续。 当霍世岭在广州白云机场
坐上飞往越南河内的飞机时，

他知道，离家更远了。那一天是
2000年 3月 15日。

霍世岭工作的企业在海
防，这是越南北部的第二大
城市。 初到公司，霍世岭人生
地不熟，加上语言又不通，遇到
很多困难。可是，他硬着头皮
上，翻中越小词典，手语，在公
司同事、 前辈们的帮助下，
霍世岭慢慢地习惯了当地的
环境。 凭着在广州鞋厂积累的

经验， 霍世岭工作上逐渐得心应
手。

霍世岭的职务是部门主管，
当地人称他们专家。 公司的待遇
很不错，饭有人煮，衣服有人洗。
工资五百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
有四千多人民币，在 2000年的时
候，这也算是不低的薪水了。这些
都让霍世岭感到很幸运，所以，他
常常告诉自己：努力工作吧，年轻
人！

娶了个美丽贤惠的越南媳妇
后来，到越南的国人越来越多了，

霍世岭也逐渐有了朋友圈， 语言上也
可以跟当地人正常沟通了。 他不仅结
识了很多越南的朋友， 还认识了一位
名叫阿香的美丽越南女孩。

2008 年，霍世岭与阿香在越南举
行了传统的越南婚礼。 2009 年，他们
有了家庭新成员———一个宝贝女儿，
2011年又添了一个小帅哥儿。 阿香很

贤惠，在家里开了个面包房，又在外面租
了个门面开了个米店。 霍世岭经常跟别
人调侃说，你看我们家，又是面包又是大
米的，这下再也饿不着了。

儿子出生后，霍世岭从公司辞职。他
在朋友们的支持下， 开了一家鞋子半成
品加工厂，自己做起了小老板，现在工厂
已经逐渐走上正轨。霍世岭买了房子，买
了车，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牛城小伙越南成家立业
■本报记者 侯东杰

父母下岗，19 岁的他决定南下肇庆， 瘦成了竹竿，
他咬牙坚持。 工作出色受赏识，他被推荐到越南。 慢慢
地，他在越南安家立业 ，如今小日子过得很红火 。 在他
内心深处，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乡和亲人 ，十分关注
牛城的变化。 春节就要来了，这个外乡的游子已经订好
了回家的机票。

分房公告
邢台市桥西区韩演庄社区回迁居民：

居委会定于 1月 24日 9时起开始进行分房工作，24日至 27日安排回迁户到景城地产开
发公司售楼部了解具体情况。相关事宜也可到居委会办公室咨询，电话：2600786。分房时间另
行在居委会公告通知。 望回迁居民相互转告，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邢台市桥西区韩演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5年 1月 23日

邢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关于华都襄钰豪庭小区限价商品住房摇号事项的通告

按照《河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试行）》（政府令【2011】6 号）和《邢台市保障性住房统筹建
设并轨运行实施细则（试行）》（邢政〔2014〕11号）文件精神，市区华都襄钰豪庭小区 316 套限价商
品住房认购报名申请、资格审核工作已完成，2015年 01月 22 日在邢台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通过公开摇号方式确定了认购家庭及选房顺序，现予以公示。 详情可登录邢台房地产信息网查看
（网址：www.xtfdc.gov.cn�），也可到中华大街 88号房管大厦二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咨询。

咨询、举报电话:2252233��2256222��
邢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幸福的一家四口

海防市歌剧院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