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使连日的新增确诊让
每一个银川人的眉宇间都笼
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云，纵
使变异毒株更加狡猾，但我们
的身边总有那么一群有责任
有担当的守护者在默默前行，
他们是医务人员、是警察、是

物业人、是社区工作者、是志
愿者，这更让我们有理由，有
信心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磨难中会诞生出最美丽
的火焰，凤城终将浴火重生，
打破黑暗，迎接曙光，银川加
油！中国加油！（物业党支部）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感觉没他不会的”
——兴逸园业主 崔先生

“ 作 为 我 们 小 区 的 负 责
人，他一个人能干好几个人
的活，维修路灯、修缮屋顶、
修剪树枝、整理草坪等，哪个
岗位缺人他就去哪个岗位帮
忙，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屋顶
上，楼道里，随处可见他的身
影。说是负责人，却经常穿

着一身干活的衣服，什么基
础的活都主动去干，我就纳
闷呢，这个小柴怎么什么都
会干呢？”

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那个
“多面手”，是态度，是责任，是
坚持，更是那份让业主安居乐
业的朴实初心。

“他把园区当成自己的家，他对家的爱有增无减”
——兴逸园业主 马女士

“这个柴经理虽然平时不
善言辞，但是心特别细，眼里全
是活，到处都收拾的干干净净，
哪里坏了修哪里，像自己的家
一样在维护，平时上下班都没
有具体时间，来的最早回的最
晚。我有时问他，你这样早出

晚归，家里孩子不照顾吗？他
却憨憨的说：住校呢。”

园区是一个大家庭，物业
就是大管家，家是温暖的，大
管家是有爱的，我们穿着最朴
素的工装，换来最美丽舒适的
庭院。

“他是始终在我们身边有担当、有温度的那个守护者”
——兴逸园业主 马女士

“听说柴经理是党员，他这
个党员真是太合格了，做到了
一个党员应该做的。最近疫情
期间，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安
危，测温筛查、环境消毒、组织
我们核酸检测、严控外面的人
都是亲力亲为，生怕哪个环节

出现差错，为了业主的事真的
是尽心尽力。有柴经理的守
护，我们都很放心。”

对于物业服务来说，始于
心，践于行，让我们的服务不止
于服务，做一个有担当、有温度
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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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加油 中国加油

11月1日下午，银川隆光养老公司执行董事王子靖及公
司党支部防疫志愿者一行5人前往银川市民政系统看望慰问
坚守工作岗位的工作者们，向民政系统的工作者们捐赠防疫
物资和生活用品，同时向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们转达了
公司全体员工的心意和问候，嘱咐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注
意休息和保护自身安全健康。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银川市民政系统工作者冲锋在抗
“疫”一线，每位“疫”线战士都在践行着雷锋精神。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日夜坚守在各自的岗位，无私奉献，充分体现了为
人民服务精神理念。

疫情无情人有情，信心爱心心连心！今后，银川隆光养
老产业公司还将根据疫情发展和社会需要，在做好自身防疫
工作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履行社会责任。相信在党和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终将夺取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养老党支部）

48名员工封闭管理18天

自 10月 21日隆光康养中心全面
封闭管理以来，公司48名员工已经连
续18天封闭在康养中心，大家积极服
从公司安排、坚守工作岗位。各科室、

分公司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并严格按
照银川市《零星散发区域养老机构疫
情防控指南》（第二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党工团组织爱心温暖家人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为关心关
爱员工、保证员工的身心健康，提高全体
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公司党员、团员
及工会小组成员主动请缨服务长者，缓
解一线员工工作量，以“与你在一起”的

实际行动增强大家抵御疫情的信心。期
间，由公司执行董事王子靖代表党工团
组织为大家送去了水果等爱心零食，鼓
励员工树立信心，凝聚力量服务好每位
长者。

共克疫情，我们在一起

对每一个“隆光人”而言，这终将成
为一个难忘的时刻，不止是因为面对疫
情，大家恪尽职守，更是因为在这个特殊
的时期，所有“隆光人”彼此心贴心，站在

了迎战疫情的第一线，守望相助、相互温
暖。隆光医养居公司始终相信，疫情终
将过去，但爱与关怀却将永久地陪伴在
我们身边。 （养老党支部）

自此次
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在银
川迅速蔓延
以来，长者
的安危时刻
牵动着我们
的心；隆光
西萃芳庭康
养中心员工
舍小家为大
家，精心护
理着居住在
中心的每一
位长者，认
真履行维护
长者健康的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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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面鲜红、金灿灿的锦旗背后
都蕴含着一个平凡而又温暖的故事。
每一份沉甸甸的慰问品背后饱含着温
暖的关心和牵挂。疫情发生以来，隆
光物业公司收到了业主以及合作单位
送来的锦旗和慰问品，瞬间，劳累和辛
苦等五味杂陈全部转化为继续前行奋
斗的力量。隆光西萃芳庭小区22号
楼全体业主和社区艺金秋健身舞蹈队
代表范阿姨给物业服务中心送来两面
锦旗，向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的物业
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没有不劳而获的认可和荣誉，10月
来势汹汹的疫情并没有将物业服务工作
击垮。隆光西萃芳庭项目的全体员工不
辞辛劳的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他们克服
重重困难，和疫情做着无声的斗争；他们
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的坚守在疫情
防控最前线。这一切都被业主看在眼
里，解封的日子里一双双紧握的双手，一
张张激动的面孔，一句句感谢的话语，清
脆的鞭炮声、挥舞的旗帜，让在场的所有
人都感触颇深，这一时刻深深烙在物业
工作人员和业主的心里。

范阿姨是一名老党员，在疫情防控
期间她在业主中发挥作用，带好头引好
路。在业主群里安抚大家紧张的情绪，
协助物业做统计工作，当所住楼宇解封
后又组织老年舞蹈队帮助未解封的业

主取快递，替物业工作人员分担工作。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在疫情期间发挥余
热，始终做出了一个党员的表率。她将
隆光西萃芳庭项目工作人员的付出牢
记在心，代表本单元的业主赠送锦旗和
一箱饮品，感谢这段时间隆光物业西萃
芳庭项目全体员工的辛苦付出，锦旗上
鲜活的写着“众志成城抗疫情、同心赤
胆著华章”“凝心聚力千钧剑、共克瘟神
奏凯旋”。这些话驱赶了隆光西萃芳庭
项目全体工作人员脸上的疲倦，鼓舞了
他们继续“抗疫”的决心，同时也映射出
了业主的心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这场战役
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疫情防控
期间，也有很多以实际行动参与物业
公司防疫工作的爱心单位，通过支援
和慰问，表达着对物业人的关爱；更有
捐赠现金、口罩、消毒水、食品、饮料、
水果的热心业主，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小区是我们共同的家，需要我们共
同守护。有你、有我，就像寒冷冬日里的
一抹暖阳，温暖着每一位坚守在一线的
工作人员，增添了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和力量。隆光物业人将这份信任和牵挂
化作鞭策，用我们更加热情和优质的服
务全面履行服务合同的承诺，营造更加
和谐、共赢的生存空间。（物业党支部）

隆光有爱 银川必胜“疫”线中的无声守护
传递锦旗背后的温暖

11月17日晚8点，为引导因疫情防
控工作封闭值班员工，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普及疫情防控及心理健康知识，切
实做好人文关怀，在公司党支部、工会小
组及团支部的组织下，“心灵防护之自我
照顾”暨隆光养老职工心理健康讲座通
过腾讯会议形式精彩开展。

本次心理讲座邀请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周怡冰为员工进行心理疏导，
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公司党支部于
11月 14日（周日）晚8点前为34名员
工扫码建立了基础心理档案，完成基
本情况填报，以便老师更加针对性地
做课程准备。

本次活动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开展。
当晚，40多名员工与周老师在网上见
面，周老师重点从疫情下的心理反应、心
灵防护的重要性、自我照顾之技巧等方
面进行系统地讲解辅导，积极引导坚守
岗位的工作人员了解压力、直面压力、战
胜压力，保持心理健康，切实打好防护疫
情“心理战”。

“真是一场及时雨。”康养区护理护
工主管刘龙说，“不仅疏解了我的压力，
而且我将学到的方法与长者分享，让长
者也有更好的心情。”面点厨师赵振甲
说：“确实不错！”护理员武莉红说：“收获
满满”

通过此次活动，参与活动的伙伴们
收获了心理健康知识，也学到如何从忙
碌的工作中短暂放松心身，将所学、所
思、所感、所悟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
中，凝心聚力、共谱新篇，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和阳光心态对待生活，投入工作，为
养老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养老党支部）

防疫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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