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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别的春节里在这个特别的春节里，，留在南海过年的留在南海过年的
没有异乡人没有异乡人，，都是南海人都是南海人。。

家住桂城平洲的黄啟

楠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销售

人员。往年春节，除了和

家人团聚，拜访客户、联系

感情也是他的“例牌”春节

“节目”之一。

“以往在春节前后，我

都会整理客户名单，从公

司领取一批探访慰问品上

门拜访客户，送去油、米等

生活用品。但今年我们响

应政府号召，改用线上联

系以及送口罩、洗手液等

防疫礼品的探访方式，客

户们也挺喜欢的。”黄啟楠

说。

以往春节假期，黄啟

楠和家人都会外出旅游散

心，今年原本也计划到海

南旅游，但为了响应政府

号召，他们改变计划，选择

在“家门口”旅游。“我们已

经把去海南的机票退了，

打算去三水泡温泉！”黄啟

楠笑言，为了不辜负一对

儿女的期待，他前段时间

特意收集了佛山市内的春

节好去处以及各大景点信

息，正在制定春节游玩日

程表，希望就地过年也能

过得充实。

黄啟楠说，他计划带

家人到桂城各大体育公

园、商场、超市走走。他

认为，桂城是一个宜居宜

业的地方，南海全民健身

公园的游乐场、三山森林

公园山顶的读书驿站等

新潮打卡点都是很好的

去处，还可以去桂澜路千

米商贸长廊的各大商圈

品美食、看电影、购物等，

更可以深入乡村寻找回

忆，感受本土传统文化。

线上探访客户游览本地景点

2016年，李云初来

九江，就被这里的宜居环

境深深吸引，“九江没有大

城市的交通堵塞，却享受

大城市的配套，生活压力

不大。”于是，她选择在这

里买房落户。

“今年，爸爸、弟弟和

我原计划回广西老家过

年，已经做好了全盘计

划。”李云说，但看到留在

南海过年的倡议后，身为

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

协会秘书长的她立刻改

变计划，决定留在九江过

年，“留在工作地过年，能

第一时间做好政府和企

业的沟通工作，协助政府

和企业做好相关工作，更

好地服务企业。”

“虽然不能回家乡过

年，但也不能马虎，必须要

有‘年味’！”李云说，她准

备购置一些年花、年桔，增

添家里的喜庆气氛；还计

划带家人到海寿岛、烟桥

古村游玩，让家人加深对

九江的认识，增强归属感。

买年花添年味带家人游古村

腊肉、腊鱼、山楂糕

……在西樵镇河岗社区

新市民付桔华的家中，从

江西老家寄来的家乡特

产摆满了一桌。“家人知

道我不回家过年，就给我

寄来这些家乡菜，让我解

解馋，回味家乡的味道！”

付桔华说。

在看到政府倡议留

在南海过年后，付桔华毫

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

“今年过年我们哪都不

去，就好好待在西樵过

年！这也是我们的第二

个家！”

不久前，付桔华一家

还获得了西樵的“星级文

明家庭”称号，她本人也

曾是 2019年度西樵镇

“最美融和天使”、2017~

2018 年 度 和 2018~
2019年度河岗社区“优

秀志愿者”。

从 2015年加入河

岗社区义工队开始，付

桔华已经数不清自己

参与了多少次志愿服

务活动。在她的带动

下，两个儿子也走上了

做义工的道路。前几

天，刚放假不久的两个

儿子就被付桔华带到

社区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她对孩子们的表

现很是满意，说：“他们

都很乐意参加义工活

动，我希望他们假期能

在完成功课之余，多参

与社区的假期活动和

义工活动，从小培养爱

心和社会责任感。”

留在“第二个家”带儿子做义工

11月月 2828日日，，大沥广大沥广

佛智城某写字楼内佛智城某写字楼内，，佛山佛山

市泽森林科技有限公司市泽森林科技有限公司

的员工忙个不停的员工忙个不停，，公司董公司董

事长林象华表情严肃地事长林象华表情严肃地

坐在电脑前坐在电脑前，，看着运营数看着运营数

据不断思考据不断思考。。

两年前两年前，，该公司扩大该公司扩大

电商业务电商业务，，将办公地点定将办公地点定

在具有浓厚电商氛围的在具有浓厚电商氛围的

广佛智城广佛智城，，目前发展势头目前发展势头

正劲正劲。。虽然临近春节虽然临近春节，，但但

对于电商企业来说对于电商企业来说，，网购网购

不停不停，，工作便不停工作便不停。。为为

此此，，泽森林公司计划在今泽森林公司计划在今

年春节假期期间年春节假期期间，，实施一实施一

定的激励举措定的激励举措，，对抽出时对抽出时

间参与工作的员工予以间参与工作的员工予以

补贴补贴，，以维持电商平台的以维持电商平台的

运作运作。。

对于林象华来说对于林象华来说，，每每

年春节都是难得的休假年春节都是难得的休假

机会机会。。今年今年，，他早早做好他早早做好

了留在佛山过年的决了留在佛山过年的决

定定。。““我们一家人都喜欢我们一家人都喜欢

打乒乓球打乒乓球，，这次春节有时这次春节有时

间能畅快打一番了间能畅快打一番了！！””林林

象华说象华说。。

来佛山工作多年来佛山工作多年，，能能

让林象华静下来到周边让林象华静下来到周边

景区走走的机会却不景区走走的机会却不

多多。。今年春节今年春节，，他计划带他计划带

家人到周边的景区走走家人到周边的景区走走，，

感受别样年味感受别样年味，，““我和家我和家

人曾去过西樵山人曾去过西樵山，，那是很那是很

不错的地方不错的地方，，今年我们要今年我们要

到别的景区走走到别的景区走走，，看看大看看大

家是怎么过年的家是怎么过年的。。””

带家人周边游 感受别样年味

来自河南洛阳、家

住狮山镇松岗社区的李

哲良，是广东朝铁家具

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本打算带家人回老家过

年的他，今年决定留在

狮山过年，也取消了新

春外出旅游的计划。

“平时工作比较忙，

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陪

伴家人。”李哲良说，公司

从1月31日开始放假，

他已经将假期安排得妥

妥当当，除购买了好几

本关于生产管理、情商

管理等书籍，利用假期

进行学习外，还坚持每

天早上到南国桃园登山

跑步，锻炼身体。

春节自然离不开美

食，李哲良希望趁假期要

好好提升厨艺，多做一些

美食与家人分享。“我和

女儿喜欢吃面条，中午就

想精心制作不同口味的

面条，跟女儿一起吃。”他

说，下午会看看书，晚上

与孩子们玩耍，度过一天

的悠闲时光，简单却满

足。

因为妻子比较爱

拍摄搞笑视频，为了协

助她，李哲良在春节假

期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的任务，就是当一名摄

影师。“喜欢拍照是一

个很好的兴趣爱好，假

期还打算与妻子好好

探索研究，拍出好看的

照片和视频，记录生活

中的一些小美好。”李

哲良说。

取消出游计划 趁机提升厨艺

来自湖南娄底的丁

黛芳子如今在里水小学

担任音乐老师一职，今年

春节假期，她计划留在里

水，目前已经着手制定游

玩里水的攻略，感受本土

年味与风情。

曾在广州上大学的

她，早已被里水的美食文

化、戏曲文化所吸引，毕

业后，她报考了里水小学

音乐老师一职。2019
年，丁黛芳子拿着报考成

绩单，加入里水这个大家

庭，成为了一名深受孩子

喜爱的小学音乐教师。

“我来里水一年多

了，这里既有美景相伴，

也有各式各样的美食，春

节假期肯定会快乐又充

实！”丁黛芳子说，留在本

土过年，既能满足她边吃

边玩的“小愿望”，也是作

为女儿、教师、公民的一

份责任，“大家都健健康

康，是我今年最大的愿

望。”

而老家远在江西宜

春的谢江青，在里水工

作 3年多了，现在是什

间·民宿的主理人，今年

春节，她也选择留在里

水。“我让丈夫回老家照

顾孩子，自己留在店里

帮忙。”谢江青说。

“很多人和我一样，

今年会选择留在里水过

年，民宿的入住率也会上

升。”谢江青介绍，目前，

什间·民宿的房间已经陆

续有客人预订，预计春节

假期的入住率会达到

70%~80%。为了让客

人能安全、健康地入住，

什间·民宿除了做好测

温、粤康码登记等防疫工

作外，还会定期对房间进

行消毒清洁，做好“一住

一清一消毒”工作。

在里水边玩边吃 守民宿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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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人游周边景点、带儿子参与志愿服务、研究烹饪提升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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