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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舒霞）

1月28日，以“花开羊城，香郁小镇”

为主题的2019广州种业小镇第二届郁金

香品种展示会，在位于南沙东涌的广州冠

胜农业公园拉开帷幕。 本次郁金香品种

展示会展示面积达 300 亩， 包括郁金香、

向日葵、 格桑花、 玫瑰花等近 200 个国

内外知名花卉品种， 上百万株鲜花灿烂

绽放在花田中。 其中， 郁金香展出品种

达 30 个， 均为荷兰进口的罕见品种， 展

出数量达 10 万株。

据了解，本次郁金香展会园中展出冠

军、超时、检阅、阿玛尼、伦巴舞、红色骄

傲、波里斯玛、法国之光等30个珍稀品种，

郁金香展出数量超10万株。除了郁金香展

出之外， 此次展示会还展出有向日葵、格

桑花、玫瑰等多种花卉，展示面积总共达

130亩，品种达到近200个，花卉展出数量

达到上百万株。

此次展会的技术支持方广州花卉研

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气候原

因，开展当天30种郁金香中只有少数品种

花朵绽放，但是随着温度升高，到春节期

间全部郁金香品种将绽放，最佳赏花期为

2月3日至今年元宵节。

此次展览会中还结合了“种业小镇”

特色，设置了170亩蔬菜展示采摘区，对市

民开放采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凌

远庆）

由团广州市委、 市来穗人员服务管

理局指导的2019年“来穗团圆”关爱来穗务

工青年家庭公益活动的20户来穗务团圆家

庭

（以下简称“团圆”家庭）

昨日在广州塔团

聚，共同参加花城体验日活动。

昨日上午，20户“团圆”家庭登上广州

塔，俯瞰穗城美景，感受现代都市青春潮流

气息，并在小蛮腰下拍摄全家福以作纪念。

随后，“团圆” 家庭搭乘一汽主题巴士前往

花城广场参观， 了解广州新中轴线的标志

性建筑的文化、设计背景，让来穗务工青年

的家人们更加了解广州。 之后，20户“团圆”

家庭还去到花城广场志愿驿站参与做一次

志愿者体验活动， 与来自市青联的书法志

愿者一同写新春福字和祝福挥春， 并作为

礼物送给搭乘春运直通车回家过年的来穗

务工青年代表。

此外，主办方还为20户来穗团圆家庭，

赠送一份“新春福袋”大礼包，免费提供了

飞机票、高铁票，并为20户来穗团圆家庭提

供部分返乡交通补贴。 花城体验日活动结束

后，由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组织20户广州家

庭与20户来穗家庭结对帮扶，共度春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凌雪敏 通讯员 南宣）

每到春运， 交通

运输行业的工作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

最近，在南航的航班上，乘客们常能看

到外籍空乘们忙碌在春运一线。 这群外

籍空乘在中国的这场“人口大迁徙”中

收获了怎样的体验？ 中西方旅客的乘机

习惯又有何不同？ 1月28日下午，记者采

访了南航的5名荷兰籍空乘人员， 了解

他们眼中的中国春运。

想感受中国文化来到南航

据了解，南航目前共有23名荷兰籍

空乘， 主要在广州-阿姆斯特丹航线上

服务旅客。 本次采访对象约翰

（

Joost

Zeijlmans

）

和李克

（

Nicolaj Zevenberg

）

已

在南航工作了7年，而尹梅

（

Ismay Sanne

van Boven

）

、汤莎

（

Commeren Tessa

）

、

谭玛

（

Speelman Tamara Desiree

）

三人在

南航工作了5年。

南航乘务员是谭玛的第一份工作。

谭玛介绍：“机缘巧合之下看到南航的

招聘信息，一直以来自己也想去看看国

外的世界，感受不同的文化，所以就来

了。 ”为了尽快融入中国，谭玛特地通过

网络学习了中国的民风习俗。

工作中遇见的一些暖心之举，慢慢

消除了外籍空乘们在新环境中的不适

感，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烈的归属

感。 就在两周前，汤莎收到了一名乘客

送的巧克力和卡片， 这让她惊喜不已。

原来，该乘客曾多次乘坐南航广州飞往

阿姆斯特丹航班，为感谢乘务员的贴心

服务，特地准备了礼物作为答谢。

航班上扮演“中西方文化大使”

约翰告诉记者， 中西文化差异迥

然，这给外籍空乘的工作增添了不少难

度。 例如，中西餐上菜顺序有所不同，西

餐的饮食习惯是吃完一道菜，再上下一

道菜， 而中餐是习惯一次性把菜上完。

为避免因彼此的文化差异和乘客产生

误会，每次飞行前，约翰都会耐心和中

方乘务员沟通，并适时提出自己的服务

意见，以提升航班服务质量。

外国人对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爱大

声喧哗的行为较为反感，尹梅在加入南

航后，在和中国乘客的接触过程中渐渐

发现，热闹是中国人表达高涨情绪的方

式，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例如春运

期间归家的乘客，他们因为要回家过春

节了，心情十分兴奋，就会热切表达高

兴的心情，自然语气会热烈些。 ”尹梅若

收到外籍乘客反映中国乘客说话太大

声，除了会提醒之外，还会耐心地向外

籍乘客解释中国的文化差异。

李克说：“我们是中西方旅客沟通

的桥梁”。 而约翰也表示，也非常乐意在

航班上扮演“中西方文化大使”的角色。

入乡随俗逛花街包饺子一样不落

一到中国人最重要的春节，空乘人

员可比平时忙多了。 为衬托春节的热闹

气氛， 他们会在客舱内挂上中国结、红

灯笼、剪纸等挂件。“春运期间的乘客很

多都是一家人出行， 有比较多小孩，我

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春节大礼包。 ”约

翰说，每逢过春节，他们很乐意入乡随

俗，参与其中，逛花街、包饺子等年俗一

样不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何丹）

1月28日，广州文

艺市民天河空间正式向市民开

放。 众多艺术家来到现场，为市

民送来艺术的盛宴。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是由广

州市文联打造的一个新时代文

艺惠民创新平台，被中国文联授

予首个城市“中国文艺志愿者服

务基地”， 继海珠、越秀、番禺、

黄埔区建立分空间之后，广州文

艺市民天河空间也宣布揭牌成

立， 位于天河公园内的天河艺

苑。 据了解，广州文艺市民天河

空间建筑面积超900平方米，分

多功能厅、音乐活动室、文艺家

之家、讲座沙龙区等区域。

广州文艺市民天河空间开

放当天， 广州市文联主席、 广

州市书协主席李鹏程开启2019

年首场大师艺术课活动———“修

技悟道写精神” 的讲座， 吸引

上百名市民听讲。 广州市书协

副主席麦录、 罗可尧， 海珠区

书协主席秦建中等多名书法家

到现场挥毫， 为市民写春联，

送福字。

据悉，广州文艺市民空间举

办的“大师艺术课”于2018年4月

启动，先后邀请了中山大学中文

系教授谢有顺、粤曲“星腔”传人

梁玉嵘等众多名家前来分享，备

受市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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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品种展示会南沙开幕，最佳赏花期至元宵节

10万株郁金香春节绽放迎客

南航荷兰籍空乘在广州

“我们是中西方旅客沟通的桥梁”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

天河空间正式开放

昨日，

20

户“团圆”家庭参加了花城

体验日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来穗团圆家庭登广州塔

郁 金 香 展

会开幕当天便

吸引不少市民

前来观赏。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通讯员

曾子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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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南航

5

名荷兰籍空乘人

员接受记者采访。

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