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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难掩买花热情！1月9

日，下着小雨，记者来到里水万顷

园艺世界，走访多家花企了解年

花销售情况，大部分蝴蝶兰盆栽

已被挂牌预定，所剩待售年花数

量不多，市民欲购年花要抓紧了！

记者在园区看到，每家花企

门前均停满了汽车，大小货车更

是在门前开开停停来往不断，一

车车披着粉色保温袋的蝴蝶兰盆

栽陆续被装运上车，花农和工人

们忙个不停，搬运队伍里也多了

几名“新面孔”，他们都是放假回

家的大学生，来到园区应聘假期

工。“今年年花需求量回升，能用

的人基本都用上了。”一名花企老

板说。

在九玖兰业温室，一片鲜黄、

嫩红、纯白交错，摆满了整个栽培

室，走进这里像是与春天提前撞

了个满怀。在过道上，几名花农

围着工作台，精心地摆弄着空盆，

每用去一个空盆，“聚宝玖久”“玖

久月老”“花样年华”等店铺主打

产品就会多一份，盛装出场的各

色兰花最终都会披上粉衣，运到

门前整齐摆放“待嫁”，带着新春

喜气和美好寓意送往线上下单的

顾客手上。

“今年年花市场的火热远远

超出了预期，‘花样年华’品种在

线上卖得很火！”九玖兰业老板张

月华边忙着用手机回复客人，边

向记者介绍，今天花店出货量大，

有三辆大货车需要装运，今年准

备的40万株年花上市不久，大多

数都被早早订购，很多品种都快

卖缺货了。“所剩年花不多了，今

年销量很好，预计今年销售额超

百万！”张月华说。

里水年花卖得快，有时日节

点的原因，也有原产地直销、价格

实惠、品质优良、卖货渠道多等条

件影响。上周五，里水镇副镇长、

妇联主席曾非凡来到万顷园艺世

界，现场开启带货直播，化身“体

验官”“带货官”直销年花和介绍

年花线上销售的包装转运过程，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9日当天，家住广州的朱小

姐夫妇，带着孙女驱车来到万顷

园艺世界，在“葳盛”兰业购买了

三盆不同款式的蝴蝶兰。“这里的

花更漂亮，价格也更有优势。”朱

小姐一口气下单三盆兰花，长势

都十分喜人，花开得好看，也有待

放的花苞，让她一眼相中。她打

算将兰花摆放在客厅，为家人和

到访亲友在新春送上“花开富贵”

寓意。

在“葳盛”兰业，尽管当天下

着小雨，店铺还是陆续来了不少

顾客。原来，“葳盛”兰业自2009

年就开张迎客，是园区的“老店

铺”之一，店主郭海金13年来和

妻子相濡以沫，携手走过生意的

高峰低谷。

在店里，郭海金主要负责花

卉栽培技术，妻子负责管理和运

营。让他最难忘的是去年，受疫

情影响，大量花卉滞销，让人看了

心痛，幸好妻子积累了良好口碑

和不少忠实客户，年花逐步被卖

出，店铺顺利渡过难关。“今年我

们准备了10万株上市，预计销售

和利润会比去年高30%。”郭海金

说。

佛山万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汤卫林介绍，今年迎春花市，

里水镇准备了2200万株蝴蝶兰

和百合花，供应整个华南地区和

东南亚地区，预计可创销售额超

3亿元。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朱嘉泳邓伟芬

日前，里水镇海南洲社区悦

园小区党建主题公园揭牌，将打

造为集“党性教育、文明实践、文

娱休闲”于一体的红色爱国主义

教育宣传阵地，不仅美化了小区

环境，还为社区增添一党员活动

阵地，营造红色氛围

荒废后山变主题公园
当天，海南洲社区党总支部

书记傅宝珠带领悦园小区一众党

员到该小区党建主题公园参观，

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进行党史

学习教育。

这里过去“脏乱差”，更一度

荒废。如今，瓷砖铺成“山间小

路”，轮胎设计做成可爱花圃，处

处栽上娇艳鲜花，再难觅枯枝落

叶等垃圾……党的二十大报告语

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党建

元素、宣传标语随处可见，突显红

色要素。

海南洲社区党总支委员杜兴

盛介绍，悦园小区党建主题公园

原是该小区的后山公园，占地约

5000平方米，曾因疏于管理和疫

情影响而荒废。经悦园小区党支

部牵头，融和圆桌议事会讨论，业

委会支持和党员先锋队攻坚克

难，加上定期大清扫、募捐翻新、

公园美化、引入上级专项资金、增

加党建装饰元素等方式，最终改

建成党建文化主题公园。

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党员先锋队助力基层党组织

更好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引领群

众，是一支充满思想活力、服务活

力、攻坚活力的队伍。在海南洲

社区，党员先锋队为解决基层治

理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以

签订责任状激发党员活力，还利

用融和圆桌议事会，引入各种资

源，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融和圆桌议事会是海南洲社

区建立健全“创熟”工作机制的一

个缩影。作为南海“创熟”试点社

区之一，海南洲社区以“情系邻

里，融和小区”楼长工作法为工作

主线，探索小区融和圆桌议事会，

建立健全“创熟”工作机制，凝聚

社区1.5万居民，解决小区居民关

注的难点热点问题，让居民从陌

生人变成熟人。

这样的工作机制在党建主题

公园建设上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由于该公园不属于小区红线范围

内的配套设施，不能使用维修基

金和动用公共收益。如何筹措资

金是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和困

难，议事代表集思广益，建言献

策，商定了通过公益募捐的形式

来进行改造，最终募集资金3万

余元，基金命名为“糖果甜蜜基

金”。

2022年7月到9月，在海南

洲社区党员先锋队带领下，一众

党员、楼长、志愿者、物业员工多

次对公园进行大清理，有搬着瓷

砖铺设“山间小路”的，有推着轮

胎做造型设计的、有松土开垦的，

还将一批批绿植安置在美化过的

“轮胎花盆”里，成为党建主题公

园靓丽风景，来此休闲居民无不

对“变形”后的公园赞不绝口。

傅宝珠表示，悦园小区党建

主题公园作为海南洲党员先锋重

点项目，目的是打造为集“党性教

育、文明实践、文娱休闲”于一体

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宣传阵地。

希望接下来悦园小区党支部充分

发挥组织能动性，不定期组织党

群志愿服务队伍对公园进行卫生

清理，并组织发动党员群众资源

力量，监督公园的日常建设和维

护，充分发挥党建主题公园的作

用，让居民“有景可赏、有地可

歇”，在党建引领下，用笑声和欢

乐营造“创熟”氛围，造福居民。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杜兴盛

如今，途经德庆县官圩镇

胜敢村路段的G234国道繁忙

依旧，经过的大货车络绎不

绝。路边一排崭新的蓝白色太

阳能路灯已经竖起来，一到天

黑就照亮整条国道。这是里水

镇结对帮扶官圩镇并支持了45

万元建设的路灯，解决了汽车

和行人出行的安全问题。

“很感谢里水镇政府的帮

助，G234国道经过我们村路段

原来是没有路灯的。但是这条

路大货车比较多，晚上一片漆

黑，加上道路弯曲，司机视线受

阻，村民走路或者骑自行车都

非常危险。”官圩镇胜敢村党支

部书记孔妹连动情地说。

“去年我们尝试向里水工

作队提出困难，没想到很快得

到回应，里水镇政府很快就支

持我们建设路灯。现在有了路

灯，安全了很多，村民晚上经过

时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孔妹连

说。

记者从里水镇驻官圩镇

帮扶工作队处了解到，工作队

和里水镇政府将为群众办实

事作为帮扶的重要任务去抓，

全力支持官圩镇民生实事。

工作队不仅对官圩镇胜敢村

的国道路灯情况会同官圩镇

政府详细研究制定方案预算，

里水镇相关领导还专门到官

圩镇调研考察，最终确定支持

45万元用于建设131盏高标

准路灯。

“一直以来，里水镇对帮扶

工作都非常支持，2023年我们

还会继续大力支持各项帮扶工

作，为我们结对帮扶镇的全面

发展贡献力量。”里水镇二级调

研员陈永洪说。

花企忙出货 蝴蝶兰走俏
里水花市“旺旺旺”，待售年花数量不多，市民欲购年花要抓紧

美化小区环境 营造红色氛围
里水海南洲悦园小区党建主题公园揭牌

千盏路灯
照亮乡村幸福路

2022年，里水镇驻官圩镇帮扶工作队扎实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村里这条大路能通上路灯。”

“以后我们晚上回来都不怕看不到路了。”……每到傍晚时

分，德庆县官圩镇民生村乡道上的太阳能路灯依次亮起，

从田地里劳作回来的村民在灯光陪伴下回家，脸上充满喜

悦，还有走出家门到外面散步的村民，一边看着闪亮的路

灯，一边讲述内心的感受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在里水镇驻官圩镇帮扶工作队进驻前，德庆县官圩镇

民生村的乡道并没有路灯，晚上经过的村民需要在漆黑路

上小心行走，汽车经过时也不易察觉前方行人，既不方便

又不安全。2022年以来，里水镇帮扶工作队在官圩镇推动

建设了近千盏路灯，惠及民生村在内的多个乡村和国道，

照亮了官圩百姓幸福路。

45万元让过境国道亮起路灯

文/珠江时报记者 陈志健 图/通讯员 罗俊浩

大力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里水镇不仅支持国道路灯

照明，还着重关注官圩各处的

村民晚上安全出入问题，发动

驻村第一书记多方筹措资源，

将安装路灯放在民心工程建设

优先级，希望用暖和灯光照亮

民心。

在官圩镇民生村，这条乡

道连接了官圩镇民生村、仙罗

村及G234国道，是村民进出的

交通要道，但民生村经济薄弱，

村集体资金费用有限，虽然村

干部很想为这条路装上路灯，

可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村两委

干部。

工作队队员、驻民生村第

一书记陈裕昌将一切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决心帮村民做一

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解决一些

眼前的问题。他主动拜访爱心

企业寻求帮助，同时申请了村

党群经费，再加上里水镇企业

结对帮扶民生村的帮扶款，经

过多方筹措，终于汇集了13万

元资金，在民生村5公里长的乡

道上安装了191盏路灯，惠及8

个自然村。

“如今村民晚上走在路上

再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出行

更便利快捷了。”民生村党支部

书记李金垣说。路上有几个转

弯位和路口视线不好，尤其是

半路有一条直角转弯的小桥，

有了路灯安全性提高了很多。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路灯

在官圩镇良安村、红中村、仙罗

村、冲源村、五福村等村也安装

上了，各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因

地制宜铺设路灯，将便民利民

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

来抓。

据里水镇驻官圩镇帮扶队

队长马卫国介绍，2022 年以

来，工作队已经在官圩镇推动

建设了近1000盏路灯，得到了

村民的点赞。

工作队将民生实事作为帮

扶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除装配

路灯外，还全力配合官圩镇参与

到村道巷道硬底化工作，2022

年硬底化了4.9公里村巷道，实

现多条泥水路变水泥路，极大改

善村民出行环境，还建设便民利

民的仙罗村碾米厂、篮球场，慰

问帮助困难群众等，不遗余力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悦园小区党建主题公园揭牌仪式现场。

■里水镇副镇长、妇联主席曾非凡（右）和主持人进行卖花直播。

■里水蝴蝶兰。

■红中村将路灯安装到偏远的自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