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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天江书记一行还详细了解了康
养中心内的长者年龄分布及设施配套
等情况。西夏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海霞表示，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作
为西夏区的养老标杆企业之一，在防疫
工作方面一直保持着“高度重视、严格
要求、认真落实”的防疫态度，结合康养
中心舒适的人文环境和高端的设备设
施以及突出的医疗资源优势，从提升服
务能力、提高保障水平、加强队伍建设、
强化综合监管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了
医养康养事业发展水平。院内长者呈
现出了良好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状态，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详细调研后，赫天江书记强
调，老年人身体抵抗力弱，是党和政府
重点关注、特殊照料的群体，康养中心
要提高思想认识，担起责任，贯彻落实
好民政部养老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严防新冠肺炎向养老服务领域输
入，确保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赫天
江书记对西萃芳庭康养中心的闭环管
理，严格落实全员核酸检测、严格控制
聚集活动、严格落实信息报送等防疫
措施予以肯定。

虽然疫情形式已在逐
渐好转，但是为了进一步夯
实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筑牢养老服务领域
疫情防控“零感染”底线。
近日，西夏区委书记赫天江
带队，西夏区副区长徐瑾、
西夏区民政局局长陈海霞
及隆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王子靖陪同，对隆
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在隆光康养中心，赫天
江书记一行人与执行董事
王子靖进行了深入交流，对
康养中心封闭管理、食品采
购、疫苗接种、核酸检测、防
疫物资储备等具体防控措
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详细
了解。同时，赫天江书记还
通过视频方式与封控在康
养中心内部的工作人员进
行了沟通指导。

11月 1日，同安二期业主荆先
生将一面写有“抗新冠不畏艰险、保
平安一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物业
项目经理手中，感谢疫情期间隆光
物业工作人员对家中八旬老母亲的
贴心照顾。

因工作原因荆先生及家人陆续
被封控，不能照顾家中年过八旬的老
母亲，老人因年龄大眼睛看不清耳朵
听不清，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家人
心急如焚，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
隆光同安二期的物业管家发微信求
助，接到求助信息，物业管家第一时
间向项目负责人汇报，立即带领工作
人员上门，指定专人照料老人的日常
生活起居，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在
此期间，物业工作人员每天除了完成
繁重的小区防疫工作外，按时为老人

准备一日三餐、打扫卫生，像儿女一
样悉心照顾。待疫情好转，老人的家
人们立马回家看望，发现老母亲的生
活一切安好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拉着工作人员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像这样的故事，在隆光物业所服
务的各小区屡见不鲜。隆光物业所
管辖的各项目针对不同阶段的防疫
态势，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防疫要
求，相互紧密配合，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加强小区内环境卫生保洁、消
杀、公共秩序、设施设备维护，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日常管理措施。

隆光物业全体员工放弃休假，夜
以继日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坚定、
果敢，不分昼夜的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为小区拉起一道战“疫”防线。

（物业公司 李旭）

忆往昔，战“疫”连心，峥
嵘岁月稠。看今朝，心连八
方，同心合力话未来。

10月21日中午，五里水
乡文化广场上，由隆光党总支
和隆光物业党支部全体党员
自发组织的一场慰问活动在
这里举办。

10月5日12:40分，五里
水乡被紧急封控，小区内
1953 户居民 3500 余人只进
不出，所有人被封控在单元
门内，往日静怡和谐的场景
戛然而止，突然间变得寂静
和空旷。

五里水乡小区被紧急封
控，项目部即刻对在岗人员做
出安排，同时向封控前离开小
区的员工发出了“召回令”。
不到2个小时，项目部人员全
部到岗，一支包括经营管理
部、五里水乡诊所在内的47
人“应急抗疫团队”迅速组建，
同时由5名党员自发组成了
一支“党员先锋队”。在长城
中路街道办事处、五里水乡居
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组成了共
计1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做
好封控区疫情防控和居民生
活保障服务工作。

封控期间，逆行进入封控
区的47名员工坚守在抗疫一
线，对接涉疫人员、配合核酸

检测、为业主配餐送物、送水
送药、清洁卫生、清运垃圾、环
境消杀，小区内到处都是他们
忙碌而坚强的身影。他们每
天工作至深夜，有人生病了依
然坚持在岗位上，面对繁重的
抗疫任务和生活困难，他们没
有一个人掉队，用自己辛勤的
付出保护了业主的健康安全，
保障了物业服务的正常开展，
赢得了业主的点赞。

五里水乡项目部和全体
志愿者一起，用12天的坚守
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可和点
赞，部分业主甚至主动参与到
疫情防控中。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中，大家的努力让邻
里关系更加融洽，提高了物业
服务满意度，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隆光物业“以人为本”的服
务理念。

“战友”归队之时，正值党
的二十大隆重召开之际。疾
风知劲草，奉献见忠诚！今天
的成绩来之不易，未来的路道
阻且长远，面对当下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确定性，我们忆昨日
峥嵘的同时，更应该珍惜当
下，感恩过往，在隆光未来的
发展路上努力工作，为党的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添
光添彩！

（物业公司 罗秀春）

西夏区党委书记赫天江调研
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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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天江书记叮嘱要特别
加强对老年人的照顾，帮助老
年人通过电话联系、网络语
音、视频连线等方式，加强与
子女的沟通联系，做好心理疏
导，纾解老年人及家属的紧张
焦虑情绪，静待疫情消散，直
至解封。

执行董事王子靖表示，针
对此次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式，
康养中心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区市民政部门及西夏区委
政府的部署要求，积极组织中
心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
（第九版）》《新冠肺炎疫情地区
及发生感染养老机构防控指南
（第五版）》及《银川市养老机构

封闭管理十项工作措施》等文
件要求，进一步增强工作人员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切
实做到思想上“绷紧弦”、责任
上“扛在肩”、行动上“拉满弓”，
压紧压实部门、个人“两方责
任”，齐心协力筑牢疫情防控坚
固防线。康养中心做到了“四
严格一关爱”，严格控制人员进
出，严格把控物品入口关、严格
落实信息报送和消毒制度；同
时做到了对长者和员工的关爱
关心。

截至11月初，康养中心已
完成全员核酸33次，结果全部
为阴性，实际在院的长者疫苗
应接尽接，员工疫苗接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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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赫天江书记表示，希望通过
本次调研，传递党和政府给予康养中心
的信心和支持，让康养中心在养老公益
事业上能够做大走远，努力使西萃芳庭
康养中心成为西夏区乃至全区养老行
业的亮丽名片，为持续推动西夏区民政
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医养居公司 任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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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起的疫情“警报”是再次拉响的“集结号”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赵书记一行实地参观了隆光金
萃芳庭康养中心及其医养结合服务
的配套医疗资源，通过总经理王子靖
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康养中心的医养
结合服务需求、机构发展现状、政策
支持等方面的情况。赵书记强调，民
生项目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关注，也是
政府为民办实事最直接、最有效的举
措。养老项目作为其中的一项，更要
把以长者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
具体行动中，全心全意把温暖送到长
者的心坎上。

赵书记提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
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
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康养中心全方

位推出“医、养、康、护”四位一体深度
结合的现代养老服务新模式值得肯
定。

重点发展“医养结合”

姜继琴局长也提到，医养结合，核
心是医，基础在养，关键在合。今年以
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1个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国老龄人口特
点、家庭发展趋势等情况，瞄准医养结
合的难点堵点，提出多项政策措施。
姜局长对隆光康养中心作为“国家首
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
点机构”“银川市首批三星级养老机
构”在医养结合方面丰富的经验和管
理运营模式表示了肯定。

赵书记指出，医养结合是中央关

心强调的“国之大者”，是应对人口深
度老龄化的“必答题”，其正处于政策
和产业的“窗口期”“风口期”和“发力
期”。康养中心要进一步明确医养结
合的性质定位，聚焦失能、半失能及临
终关怀等特殊服务人群，把专业的医
疗技术、先进设备与康复训练、饮食文
娱等进行融合，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的医养服务需求。其次还要注意
提升品质抓好运营。要对标高品质、
高标准，用心地统筹考虑运营方面的
各种需求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前
考虑，列出清单，积极着手解决，确保

康养中心的运营工作得到有力保障并

顺利开展。康养中心还要重点突出医

养结合服务，充分利用现有隆光医院

的医疗资源，更好地满足中老年人的
医疗需求，进一步打造一个高品质的

市级养老服务机构，树立优质的养老
服务品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调研中，赵书记要求：
一是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任务，准确把握二十大精神的核心
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真正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要积极探索医疗、养老相结
合的切入点，认真研究政策，切实打通
医疗与养老资源融合互促的关键环
节，努力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三是立足十四五规划，多措并举
推动机构创新发展。在区域之内要凸
显优势，重点突破，以党建和管理为抓
手全面提升康养中心医疗服务质量，
更好地服务区内老年人健康养老需
求。要持续用好“互联网+医疗健康”
服务模式，努力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均衡布局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上下功
夫，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最后，赵书记提到，希望康养中心
能够不断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将区域
内养老保障网越织越密，使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可以在这里安度健康晚年、
乐享幸福生活。（医养居公司 任惠敏）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银川市委书记、、市长赵旭辉调研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市长赵旭辉调研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

“最美还是夕阳红。”金秋时节，巍
峨贺兰山上的落日，浸染天边云霞。
此时此刻，正是宁夏养老机构里的老
人们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我还能再活20年！”坐在轮椅上
的86岁老人郑玉兰一边给半月谈记者

“炫耀”着手指操，一边骄傲地说。而
在两个月前，手术后躺在家里的她，最
常絮叨的一句话却是“今天活着，明天
还能活不能？”

家人既没精力也没知识照顾郑玉
兰康复，只能求助专业人士。谈及入住
银川隆光康养中心这两个月的时光，郑
玉兰不停地称赞：“吃药吃饭、洗漱如
厕、按摩锻炼……啥都不用操心。我不
愿意戴助听器，人家小姑娘就拿着写字
板和我交流，一点都不嫌麻烦。”

采访中令半月谈记者耳目一新的
是，曾经的“40”“50”人员在养老机构

“挑大梁”现象已不多见，养老机构中
随处可见年轻人的身影。听到记者的
感叹，一名养老机构负责人笑着说：

“你随便转、随便聊，年轻人多着呢。”
毕业于宁夏医科大学的康晓兰来

到银川隆光康养中心从事康复护理工
作已有3年。谈及这3年的工作感受，
她颇为自豪。“很多爷爷奶奶就认我，

那种被认同感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比如有位爷爷喜欢喝酒，有时情绪还
不好，好几次和其他长者发生了激烈
冲突。我去劝架，老人就说‘闺女，你
说我就听呢’。”

这是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2022
年第10期的内容，重点强调“医+养”
怎么帮长者联手守护幸福的晚年。医
养结合是近年兴起于各地的新型养老
模式。它将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相结
合，集医疗、养老及养生于一体，整合
产品与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

推进医养结合，是改善养老服务
供给的重要举措，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
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
续健全医养结合政策、服务标准、人才
体系，不断绘制完善路线图，多措并
举，为增强晚年幸福感织密保障网。

隆光养老作为银川市“首批三星
级星级养老机构”和“国家首批老龄健
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
一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展

“医养结合”优势，打造长者幸福的晚
年生活。“十四五”期间，宁夏将支持新
建或改扩建12所养老机构，改造提升
33所敬老院，对3000户高龄、失能、残

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宁夏
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蒋文龄表示，力
争到2025年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集
中供养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
分别达到60%，每千名老年人、每百张
养老床位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

余华曾说“时间好不经用，抬眼已
是半生”。谁也无法抵抗衰老，人的衰
老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花开花谢一
般。记得以前的长者总是喜欢对年轻
人讲：花无百日红啊。人们的衰老就像
是一个机器用久了，各个零件都开始出
毛病，小毛病可以修一修，很快就能
好。要是主要零件出现问题，维修员都
没有办法确保能够修好机器。虽然人
创造了机器，但是人没有机器坚硬。
（文章来源：新华社 记者撰稿节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
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养老事业和养
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贺兰山下夕阳红，长者的幸福晚年“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
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

——习近平

11月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市长赵
旭辉调研银川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银川市委常委、秘
书长雍建华、市政府副市长陈艳菊、市政府副市长刘甲
锋、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党成、银川市委副秘书长
王忠军、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席静宜、金凤区委书记郝
春明陪同调研，银川市民政局局长姜继琴、隆光公司董事
长王继光、常务副总兼医养居公司总经理王子靖汇报项
目具体进展情况。

西夏区党委书记赫天江调研隆光西萃芳庭康养中心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