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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社区花档”你逛了吗？

记者走访市内春节鲜花临时售卖点，兰花、小盆栽和年桔最受市民欢迎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黄丽霞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丽霞 赖泽旋 李卓颖 蔡晓素 吴淑萍 章乔晖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年味

也越来越浓。买几盆年花、年桔扮

靓居室， 为新年增添一些活力与

喜气，是老广的例牌“迎春节目”。 今年，街坊可以去哪里买年花呢？

据悉，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广州市各区陆续公布

了迎春花市线下售卖点。 截至目前，各区已明确设置的线下售卖点有

300多个，鲜花品种包括年桔、菊花、蝴蝶兰、桃花等。 前日，记者走访

了越秀、海珠、天河等区的鲜花临时售卖点，发现今年的年花价格虽

略有波动，但市民的购买热情仍旧高涨。

社区花市线下开放的同时，“云上花市”也同步启动。 据悉，各区

开辟线上专区，增加了大量年花、年货电商购物功能，将年花送货到

家，深受消费者好评。

设

13

个春节鲜花临时售卖点

兰花价格略涨，档主卖花需“持证上岗”

越秀西湖花市享有“百年花市”的

美誉。 1 月 22 日~2 月 15 日，越秀区通

过线上举办“2022 年越秀西湖网上花

市”，并于西湖路东段设置 1 个迎春虎

年绿化小景供市民群众游览观赏。 虎

年绿化小景里， 金色的老虎脚抓聚宝

盆，造型虎虎生威，吸引了不少街坊打

卡拍照。

光塔街海珠中路 227 号前的鲜花

临时售卖点，居民正在精心采购。鸿运

当头、金玉满堂、步步高升……档主介

绍，每种年花都自带美好寓意的名字。

各种年花里， 深受市民喜爱的蝴蝶兰

当占“C 位”。 在纸行路 164 号前的鲜

花售卖点，摆满了各种形态各异、色彩

鲜艳的兰花。 档主表示：“今年的兰花

比较贵，按照品种和大小的不同，一株

兰花的价格为 30 元~50 元，一盆兰花

的价格约为 160 元~400 元。 ”

虽然今年没有举办大型花市，但

社区设置的鲜花临时售卖点， 也为市

民带来了采购便利。 在海珠中路 111

号华悦居前， 不少市民特意前来采购

年桔。 据悉，根据年桔的品种和大小，

价格多为 60 元~200 元。 老街坊刘女

士说：“年桔有大吉大利的寓意， 每年

我都会挑一盆好看的年桔摆在家里。”

为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位，农

林街社区花市特地选址于通风良好的

东山汇广场前， 商家需持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才能“上岗”。据悉，每个摊位都

配置了体温枪、免洗洗手液、口罩、消

毒水等防护物资； 街道工作人员也会

巡查监督，落实区域及周边环卫保洁、

消毒消杀等工作， 全力保障社区居民

购花的安全、有序。

今年，海珠区共设置 23 个鲜花临

时售卖点。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土华市

场旁的土华村花市。据档主介绍，今年

售卖的主要是菊花、茶花、芍药和小年

桔等小型盆栽， 大年桔等盆栽由于进

货价格偏高，售卖数量较少。最受市民

欢迎的， 当属颜色鲜艳的富贵子和飘

香四溢的茶花。 另外，价格实惠、品相

美观的菊花盆栽也受到不少街坊的青

睐。

瀛洲市场附近的小洲村花市，年

桔、桃花、蝴蝶兰、富贵子、菊花等年花

品种繁多，让人眼花缭乱。记者走访时

了解到， 小洲村花市的年花价格普遍

较高， 但仍无碍于市民前来问价。 其

中，树姿优美、花色艳丽的蝴蝶兰和颜

色鲜艳、 造型喜庆的富贵子最为吸引

人。 除了花市、售卖年货的集市外，瀛

洲牌坊内还有煎堆、 嫁女饼等现做现

卖的年宵品，丰富市民的采购选择。

而在海珠区宝业路 526 号， 金灿

灿的一大片年桔早已摆满了整个广

场。市民穿梭其间，认真挑选着心水的

年桔。由于多数商家不提供送货服务，

所以不少市民都是拉着小推车前来购

买的。年桔售卖点的老板陈小姐介绍，

今年的年桔成本高了， 整体售价比去

年有所上涨。“比如小盆的年桔，往年

卖 40 元/盆， 今年普遍得卖 50 多元/

盆，品质好一点甚至要 68 元/盆。 ”

家住海珠区江南西路的陈阿姨，

日前和老伴一起前来宝业路 526 号售

卖点选购年花。 她告诉记者：“虽然今

年取消了传统花市， 但社区设置的临

时年花售卖点，年花品种丰富，价格实

惠，也是不错的选择。 ”

为方便市民近距离赏花、 购花，

天河区按照“分散为主，集中为辅”的

原则， 设置 31 个春节鲜花临时售卖

点、200 多个档口， 覆盖辖内 21 条街

道。

日前，记者走访员村街春节鲜花

临时售卖点所见，各个花卉档前人头

攒动，更有不少居民“一家齐上阵”选

购年花。 鸿运当头、水仙、腊梅、海棠、

蝴蝶兰、 菊花……各式各样的年花，

让员村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刚买了年

桔和兰花的邓先生表示，他年年都会

逛花市，年桔和兰花是他每年的必选

项，大概会买三、四盆。“大家过春节

都要买年花，花开富贵，好意头嘛。 ”

至于选年花的标准，邓先生说一要款

式靓，二要价格实惠。“今年的年花比

去年稍微贵了一点点，但涨幅在可接

受的范围内，毕竟一年也只买一次。 ”

一位 90 多岁的婆婆表示，这两年

年花的价格相差不算大，但比起很多

年前，年花的包装已经大有不同。“以

前年花基本没包装，而现在的年花大

部分都有精致的包装，讲究多了。 ”

线上花市：

除了各区在线下设置的春节鲜花临

时售卖点外，饿了么、盒马、支付宝等多

个线上平台也推出了“云上花市”服务，

让“逛花街”这个传统的迎春习俗，有了

更新颖的呈现形式。

据悉， 为满足街坊们在新春佳节前

夕购置年花的需求， 越秀区在线上举办

2022 年越秀西湖网上花市，让市民足不

出户就能线上赏花买花。据悉，越秀西湖

网上花市已经举办至第 6 个年头，2022

年的网上花市除了保留年味十足的盛世

华街之外，还增加了大量年花、年货电商

购物功能， 将岭南民俗文化和千年商都

核心展现于中外游客的眼前。

此外，天河区花市办与“饿了么”平

台搭建线上交易平台，设置“天河线上迎

春花市”专区，引导天河辖区内的花商进

行线上交易，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目前，

已有 200 多家花商进驻平台， 市民可以

通过“饿了么”App 选购年花，平台将根

据距离及消费者的选择， 以分钟级的即

时配送、 半日达、 商家自配送等物流方

式，将年花送货到家。

据了解，在配送方式上，小件的花卉

绿植由饿了么骑手配送， 大件盆栽则由

花商安排配送；在配送范围上，大部分花

商可全城配送，花商建议消费者，下单前

可先咨询商家客服，确认配送时间、预定

时间和地址等信息；在配送时间上，现货

当天即可配送， 消费者亦可自行选择送

货日期和具体时间。“主流迎春花卉下单

即可配送， 而桃花之类的大件花卉则需

提前预定，1~2 天到货后立即配送。 ”饿

了么平台上一位花商经营者表示。

“云”逛花街

一键购买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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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珠区宝业路，市民正在选购年桔。 信息时报记者 蔡晓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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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市民喜爱的蝴

蝶兰当占年花“

C

位”。

信息时报记者 黄丽霞 摄

小洲村花市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信息时报记者 李卓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