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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文化桂城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用樵

山的玉练飞瀑，用仙岗的淙淙蟹

泉，用展旗峰的阵阵松涛，用虫雷

岗山的诗意绵绵！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用孝

德湖荡漾的水波，用魁星阁矗立

的飞檐，用千灯湖绰绰的灯影，用

碧波湖婉约的爱恋！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用梨

花的柔白，用迎春的金黄，用丁

香的娴紫，用桃花的红艳，用一

场花事的盛大汹涌，用阳光搭起

的金色响箭！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河水

竖起了轻快透明的耳朵，露珠睁

大了晶莹炫彩的双眼！海寿岛

上柳枝的嫩芽正在准备着飞翔

的翅膀，贤鲁岛中清脆的鸟鸣织

起一片悦耳醉人的缱绻；把属于

春天的娇媚献给欢快走过的人

儿，把属于年轻的羞红贴上每一

张青春的笑脸！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用武

广高铁连起的时代速度，用广佛

地铁穿梭的紧密关联；用金融高

新区的熙攘繁荣，用三山新城建

设的高瞻凝练；三龙湾扬蹄的马

儿已拉紧缰绳，大湾区蓝图的实

施已擂响密集鼓点；一首首豪迈

铿锵的前进之歌，已经从南海的

每一片热土，响彻到云霄天边！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用最

深情灿烂的画笔，用最雄浑嘹亮

的语言，用力透纸背的文字，用

激情澎湃的诗篇，用四十年的砥

砺与奋进，写下一个全新的跨越

的时代，写下一个大格局的意识

形态鸿篇，写下一个交响着智慧

旋律和蓬勃笃定的中国图腾信

念！

目前，桂城行政服务中心、

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均已恢复对

外办事服务（逢周六、日正常休

息）。根据南海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关于推广实施电子通行

证认证管理的通知》相关规定，

市民需持电子通行证进入各级

行政服务大厅，可通过“佛山南

海通”（战疫版）微信小程序填

写信息申请电子通行证。

行政服务中心所有现场

办理业务实施“全预约”，不设

现场号。市民可以通过关注微

信公众号“南海政务通”、登录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站或

拨 打 南 海 民 声 服 务 热 线

81812345进行业务预约。

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则采

取电话预约与现场适量发放

号源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未

能取得号源且有急事需要办

理的市民，可拨打紧急求助电

话（关注“南海桂城”微信公众

号查询）。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桂城

人社分局信访窗口也已开放，

市民需持电子通行证进入。

春天来了 花 会竞相开放

温度 会日日爬升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

春天来了 病毒会散去

阴霾会散去

没有谁挡得住春天的脚步

没有谁挡得住前进的力量

为所有患者祈祷 愿你们早日出院

为所有医者祈祷 愿你们平安归来

为所有隔离祈祷 愿只是虚惊一场

为所有逝者祈祷 愿卸下身上那团火 安息天堂

春天来了 复工复产的号角吹响

包车来了 专列来啦

包机来了 补贴来啦

窗外鸟雀的嗓音盖不住车间机器的轰响

谁也挡不住花开的盛意

身体之上的身体 被春风唤醒

一块冬天的巨石 再大的压力

掩不住小草和竹笋疯狂的生长

这是一段

通向田野的农

用路，过去是

拆迁下来的破

砖碎瓦铺就而

成，去年修成

了水泥路面，

路的尽头是一条小河，冬亏夏盈的

河水，终年流淌不息，似有一股子

倔强不认输的犟脾气。这路于我

并不陌生，那是我闲暇之余常去的

地方，只是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宅”在家里不曾再去了。已是三

月的下旬，抗疫已经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复工、复课、复产，一个更加艳丽的

春天终于来临了……

那日清晨，出了小区，习惯性

地遛弯去了那段路，春风像极了

亲人，给我一个久违的拥抱；田野

里拔节的麦苗绿得可人，黄灿灿

的油菜花似泼墨油彩，印染在碧

绿的大地之上；鸟儿的歌声清脆

嘹亮，像是憋久的音符，更加的欢

愉和亲热……老远望去，路的尽

头处，像是有个人背对着我蹲在

那里，走近才看清是个中年妇女，

个头不高，单薄清瘦，面容憔悴，

一头银发似与她的年龄极不相

称。她的面前是一个用碎砖头画

出的大大的圆圈，我不知道这个

孱弱的妇人要使出多大的力气，

才能在这水泥路面画出如此粗

阔、如此印记清晰的圆圈，分明她

是在用心地做一件事情。圆圈里

是一个人的名字和一大束格桑

花，妇人蹲在那里啜泣祈祷……

我一看格桑花前面的名字咋那么

眼熟，手机一百度我方醒悟过来，

原来是逆行而上援助武汉抗疫的

小护士，后来因劳累和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清明节快到了，按理是慎终追远

纪念亲人的日子，妇人却以一种

朴素的、简单的方式祭奠一个没

有血缘关系的人，引起了我的好

奇，于是，便于这位妇人攀谈起

来。

原来，妇人也是武汉人，她们

一家都是居住在和我一样的这个

城市，她们都是选择年后回武汉

看一看双方的亲人，这样也就避

开了春运的高峰，出行就变得便

捷了很多。后来她的母亲得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住进了医

院，各地交通管制，回去照顾病榻

上的母亲是不可能了，于是，她就

“宅”在家里祈福母亲度过一劫，

早日康复。她诉说着，不停地用

手挠着头发，这头发就是一夜变

白的，没有切身经历说给谁听都

不会相信的。但是，她相信我们

国家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母

亲出院了，可是护理过她和那么

多患者的那个小护士却永久地走

了。那晚，她一夜无眠，泪水里饱

含着激动和悲哀，从此心里刻下

了这个小护士的名字，她还把小

护士的视频保存在了手机里，“恩

人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妇人诉说着，哭泣着，我不停地用

纸巾拭去她的泪滴。

“格桑花是幸福花，愿天堂里

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愿她幸福！”

她接着说，“清明节到了，国家提

倡节俭、不聚众的祭祀，我就以我

的方式祭奠心中的英雄，希望孩

子一路走好！”

我说：“你做得对，我们可以

忘记物质的追逐或是已经取得个

人荣誉，唯独不能忘记恩人，哪怕

给你人生路途的一个点拨，使你

路途不再迷惑或是失去了方向，

更何况救命之恩呢？”

妇人走后，我又去了田间地

头采摘了很多野花，和妇人的那

束格桑花一起依偎在小护士的身

旁，散发着迷人的馨香……

在南海写下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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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见习记者丁当

水泥路上开着格桑花
◎张新文

线上招聘应聘如何办理？48个可以“延后办”的社保业务是哪些？

桂城人社为市民答疑解惑
受疫情影响，佛山市前期推行了线上招聘、应聘及“不见面”办理业务模式，同时发

布48可以“延后办”的社保业务。线上招聘、应聘该如何办理？目前是否已开放线下
窗口？针对企业和劳动者普遍关心的有关问题，桂城人社局现为市民进行解答。

线上招聘及应聘
问：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应如何招聘？个人如何求职？

答：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现场招聘会调整为

网络招聘会。有招聘需求的

企业可登录“佛山人才网·招

聘频道”（https://www.fsrlzy.

cn）注册，通过认证后即可在

线发布招聘岗位信息、查询

人才简历、发出面试邀请

等。关注“佛山人才网”微信

公众号（fsrcw_cn）亦可享受

发布招聘信息，查询简历等服

务。网络招聘会为公益免费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0757）

83817100、82309102。

求职者也可登录“佛山

人才网·招聘频道”查阅职位

空缺和网络招聘会信息，对

有意向的职位可直接投递

个人简历（求职者须提前进

行简历注册），或关注“佛山

人才网”微信公众号，登录后

可直接搜索职位空缺、投递

个人简历、查询网络招聘会

信息。

问：今年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报到手续办理有时限要求么？

答：佛山市高校毕业生

接收报到服务事项已全面

实现“足不出户”。市民只

需在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局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s://ggfw.hrss.foshan.gov.

cn）“一键”提交相关申请，

后台审批通过后即完成接

收报到手续，如学校需要在

就业协议盖章或出具毕业

生接收函，可通过邮寄资料

办理业务。

“不见面”办理业务
疫情期间，佛山市特开辟

“佛山12345”微信公众号“微

服务”自助下单申请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便民服务，

推行认定鉴定业务“不见面”

办理，一经申请，由市、区、镇

街相关职能科室主动与申请

人联系，通过E-mail、邮寄、传

真等多种方式收取材料，最大

程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此外，优粤佛山卡服务平

台也实行全程无纸化申报，市

民登录“优粤佛山卡”APP，点

击首页“人才分类认定”按钮，

填写基本信息、工作信息、认

定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后即

可在线查看审核进度。

同时，佛山市人社发布48

个可以“延后办”的社保业务

（关注“佛山人社”查询），涉及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

大险种，参保市民在疫情防控

期间延后办理有关社保业务

将不会影响待遇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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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电子通行证预约办事

整理/见习记者丁当 通讯员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