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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汇华纺织有限公司（法人：张
夏）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经智门窗有限公司（法人：戴中
山）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现声明作
废。
▲佛山市禅城区崇裕安防器材经营部
（经营者：岑志崇）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

通讯员/吴彪华 摄影报道）3月

20日起，佛山驰援湖北的352
名医疗队员陆续返回佛山，南海

各界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援鄂英

雄。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佛

山南海画院院长梁国荣等5位

本土画家合力创作的美术长卷

《南海全民战“疫”图》也于近日

完成创作，以文艺力量致敬南海

抗疫一线“最可爱的人”,展示南

海战“疫”全景。

基层党员坚守在防控一

线、南海驰援湖北医疗队集结、

车间内工人正加班生产防疫物

资、一车车抗疫物资运往湖北

……这些画面都被记录在画卷

内。《南海全民战“疫”图》由梁国

荣、江显蛟、曹毅强、黄汝祥、罗

礼文等南海5位本土画家合力

创作，画卷长13.8米、宽1米，

经历十多天的创作，于3月20
日完成初稿。

梁国荣介绍，画卷主要突

出了南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战

时“大脑”工作、基层党员及社区

工作者、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家

喻户晓的疫情防控宣传、南海企

业的担当精神、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等六方面内容。“画卷按南海

的中、东、西部布局，中部为城市

中心，布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医护人员出发驰援湖北、捐赠物

资等场景；东部为农村，布局宣

传、党员志愿者、防控等场景；西

部为工厂，画的是南海企业加班

加点生产防护物资的场景，这是

南海全民战‘疫’的真实写照。”

创作者们表示，希望以此方式致

敬那些奋战在一线的“最可爱的

人”，鼓舞南海抗疫志气，传递南

海文艺力量。

据了解，2月下旬，在南海

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的

领导下，南海区文联组织本土

画家共同创作了这幅反映南海

全民战“疫”美术长卷。为真实

记录南海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过

程，在前期构思阶段，南海区文

联便搜集了大量资料，梳理了

自 1月 19日南海区成立疫情

防控指挥部以来的重大事件和

新闻报道。在创作过程中，区

文联、区美术家协会、南海画院

主要骨干人员一同构思画面布

局，记录下发生在这座城市里

的抗疫点滴。

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区文广旅体局局长梁惠颜表

示，该画卷是一幅南海全民抗疫

地图，以全景式记录南海全民战

“疫”故事，展现了南海力量、南

海人的精神。“南海文艺界同仁

用自己的办法参与到抗疫当中，

也鼓励发动全社会一起参与，这

展现了我们的文化力量。”梁惠

颜表示，该画卷日后不仅会作为

文化艺术作品进行展示、交流，

还将收藏于南海博物馆。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南

海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用

作品记录抗击疫情阻击战的感

人故事，赞美医务战士、歌颂战

“疫”英雄，汇聚起文化力量。截

至3月23日，南海区共创作“抗

击疫情”文艺作品2228件，其

中文学作品1353首（篇）、歌曲

25首、粤曲7首、书法作品389
件、美术作品288件、戏剧小品

5件、摄影作品76件、歌谱36
件、各类视频49件。

13.8米长卷画作
展示南海战疫全景

5位本土画家合力创作美术长卷《南海全民战“疫”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

疫情期间，机票、火车票大面积退

票，旅行社组团被全部叫停，旅游

业受到的冲击不言而喻。昨日，

记者走访获悉，南海各大旅行社

推出“变更合同、延期出发、延后

使用相关费用”等应对方式，在全

力挽回游客损失的同时，也让旅

行社能尽快恢复正常经营。

据了解，各大旅行社在春

节前两个月就提前斥资订购了

多家航空公司的优选机位，以及

各大酒店的高级套房以应对春

节出游旺季。从1月24日起，

旅行团受疫情影响，全部被叫

停，导致旅行社损失严重。但南

海的旅行社都未放下过手中的

工作，积极为客人处理退改问

题，尽量减少游客的损失。

“好的航班时间、好的酒店

需求量大，因此供应商对我们的

条件都相对严格，例如酒店不可

以改期，如果收不到我们的订金

他们会把房间、机位卖给其他

团。”港中旅（佛山）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亮介绍，旅

行社是为游客提供旅行产品组

合服务的中介桥梁，由于前期团

款费用已预付到航空公司、酒

店、地接社等资源端，当行程取

消时，旅行社需要与资源供应商

进行多方协商。此外，按照相关

防疫要求，旅行社及供应商仍未

完全复工复产，因此办理退款相

关事项仍需要时间。

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南

海中旅80%的团款费用都已用

于支付交通住宿、地接服务供应

商以及景区观光等方面，收到暂

停经营团队旅游的通知之后，旅

行社一直和顾客沟通，希望通过

“变更合同、延期出发、延后使用

相关费用”等方式，最大限度减

少游客损失。

南海中旅副总经理陈翠华

表示，目前，前期支付给供应商

的订金还没收回来，为更好地保

障游客的权益，旅行社推出了

“乐无损”的形式为游客解决合

同变更延期的问题。“如果客人

接受将其所交的团费换成旅游

券，公司会承担旅客相关的损

失，旅游券可在一定时间内进行

消费。”

根据南海区文广旅体局数

据，今年春节期间，南海区各旅

行社报告本次受疫情影响的国

内及出境团队（产品）2730个，

涉及游客23332人次，涉及合

同总金额超1.12亿元。《旅游

法》专家、广东省伟然律师事务

所主任闵令波律师表示，根据现

行的《旅游法》，发生不可抗力因

素时，旅行社并不一定需要退还

全款给消费者。“按照《旅游法》

67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合同解

除，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

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

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给旅

游者。”

南海区旅游协会会长谭海

峰表示，希望广大游客能给予旅

行社多些处理时间和理解配合，

南海区旅游单位也会竭尽全力

为游客争取权益，给予最优的解

决方案，尽量减少游客损失。

南海各旅行社推出“变更合同、延期出发、延后使用相关费用”等方式应对退改

全力挽回游客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经营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见习

记者/李福云通讯员/邓少华何碧瑜

颜斯敏）改编歌曲、自创情景剧、居家

运动、摄影、舞蹈、厨艺……近日，狮

山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党群

防疫关爱工作组策划了社区长者线

上才艺大舞台活动，31个社区幸福

院共制作40个精彩视频，展现了长

者们助力疫情防控的精神风貌。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

一样，让所有的病毒所有的疫情统

统都退散。”狮山镇狮南村社区幸福

院制作的防疫宣传视频的背景歌曲

改编自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该

视频时长2分钟，共计40人出镜，

为防疫加油鼓劲。

视频中，虽然村民们的普通话、

曲调都不太标准，但配着幽默的画

风、轻快的音乐，歌曲不仅没有违和

感，还让人莫名觉得好听，其中94岁
的黄金娣婆婆随音乐摆动，对着镜头

笑的画面，让人看了感到格外幸福，

顿时在狮山人的朋友圈“圈粉”。

“我们一共拍摄了 26个小视

频，从策划、分工、招募，再到拍摄、

剪辑共耗时5天。”负责统筹录制视

频的狮南村社区幸福院社工卢敏媚

说，为拍好视频，她与同事何碧瑜、

曾紫平走访了狮南村7个经济社，

引导村民参与，其中不乏高龄长者、

夫妻档、婆媳孙三代等组合。

“疫情期间不能外出运动，我们

就在家里做运动，每天做一套柔力

球运动和一套健康操运动。”狮山镇

塘中社区长者刘琼芳告诉记者，她

今年68岁，老伴73岁，两人坚持做

柔力球、健康操运动有两年时间了，

“防疫期间‘宅’家里也不能偷懒，一

天至少要锻炼1个小时。”

据悉，此次活动共收到了狮山

镇31个社区幸福院共40个视频作

品，经过综合评选，狮南、大涡塘、塱

下、五星、松岗、塘中、莲塘、街边、谭

边、驿园等10个社区幸福院的作品

脱颖而出，并自3月24日开始接受

群众网络投票评选。

“老人家用淳朴的语言、歌声和

动作表达他们的抗疫决心和信心，看

了很让人感动。”狮山镇党群防疫关

爱工作组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本次

活动旨在丰富狮山镇长者在疫情期

间的闲暇生活，并通过才艺展现出他

们齐心抗疫的精神面貌，“网络投票

评选截止时间是3月28日，希望广

大市民积极参与，为自己喜爱的作品

投票，与长者们‘艺’齐抗疫。”

才艺视频展长者抗疫风貌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叶迟华梁莹）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丹灶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专门设立了转运工作小组，

以保障日常转运隔离对象的需求，

共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和3辆转运

车辆，为隔离对象保驾护航。

从1月29日起，转运工作小组

就24小时待命，负责接送返回丹灶

的疫情发生地户籍人员或境外人

员，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李绮云是丹灶镇土资公司的工

作人员，在得知转运工作小组需要工

作人员支援后，她第一时间报名参

加，并于1月29日开始投入工作，成

为转运工作小组首批工作人员之一。

“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每天需接

送7、8趟。”李绮云说，我们工作人

员只能时刻让自己打起精神来，接

送完隔离对象后，需对车辆进行全

面消毒，消毒完毕后，等待下一趟发

车任务。

谈起当时加入转运工作组的想

法，李绮云表示，“疫情发生后，自己

时时关注新闻，看到医护人员奋战

一线的背影，深深触动了自己，便萌

生了加入抗疫一线的想法。”每天早

上8时，李绮云在工作岗位上待命，

直到晚上8时才与同事交接，有时

还要忙到深夜11时。

面对疫情不会害怕吗？“我是党

员志愿者，必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冲在抗疫最前线。”李绮云

说。在转运工作小组中持续工作了

42天后，李绮云回到原本的工作岗

位，她仍然坚持做好日常防疫工作，

协助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的防疫准备

工作。

和李绮云一起加入首批转运工

作小组的还有丹灶镇查治办工作人

员杨元澎，主要值晚班的他每晚都

坐在车里通宵值守，时刻紧盯手机，

生怕漏掉一个重要的电话和短信。

在接送隔离对象的过程中，杨元澎

不时提醒他们做好自我防护工作并

舒缓其紧张情绪，将隔离对象送到

指定地点后，他便对车辆进行全方

位消毒，每次都要花半个小时，确保

每个细节消毒到位。

“我知道这个任务具有挑战性，

但作为一名党员，这是我的使命，义

不容辞。”杨元澎说。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杨元澎骨

子里带着一股坚毅的精神。这次抗

疫行动，他主动报名参与其中，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入党时的庄严誓言，

阐释了“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

担在肩膀上”的责任与担当。

24小时待命
为隔离对象保驾护航

■长卷画作《南海全民战“疫”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