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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NGGUANG V I S I O N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阳”
了的人越来越多，身边一直坚守在临
床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不例外。急诊和
发热门诊量陡增，挑战不言而喻，他们
中有的“阳过”后还坚持在“线上”指导
患者用药；有的“阳康”后立即返岗；也
有的忙到只回过两次家……

●详见2版 ●详见3版

选择了护士职业，就选择了爱与奉献
——西萃芳庭康养中心护士长曹新华

12月16日，银川市民政局副局长
陈伟龙带领各相关部门的多位领导调
研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隆光医养
居公司执行董事王子靖陪同调研。

陈伟龙副局长一行先后参观了金
萃芳庭康养中心及其深度医养结合配
套设施，包括医院门诊部、体检科、康
复医学科、中医科、医学影像科等重点
科室。期间，陈副局长与执行董事王
子靖进行了现场交流指导。

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采用医
养结合的养老特点，为入住长者提
供优美的居住环境，配套科学丰富
的营养膳食中心、综合医院、康复理
疗室等功能区，为长者提供温馨的

“家园”。
陈副局长对我院的医疗条件及

环境给予了充分认可的同时，希望隆
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在未来持续深
化发展“医养结合”的服务特色，发挥
行业指导、协调作用，不断提升康养
中心的服务管理水平，与银川隆光医
院互促互进，共同推动康养中心建设

和人才成长，在养老事业发展方面更
上一层楼。

陈副局长提出：在当前疫情防控
新形势下，康养中心的管控，与政府
机构加强互联互动、共同努力，把康

养中心各项工作推向更高水平。康
养中心领导班子要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苦练内功，狠抓人才队伍建设、突
出特色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共
同克服后时代疫情的难题。同时，既

要做好自身管理建设，也要向辖区居
民区辐射，进一步带动周边区域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陈副局长表示，当前我国老龄化
严重，医疗资源紧缺，医疗机构已成为
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发挥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康养中心要与隆光医
院相辅相成，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优化
服务品质，把康养中心打造成老百姓
身边贴心、放心的养老机构。让长者
能享受到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安享
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医养居行政部 任惠敏）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迈向新征程之际，为
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经银川市
住建非公行业党委批准，12月15日上
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中共银川隆光
置业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和中共银
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机关支部委员会
换届选举大会在公司8#二楼会议室如
期召开。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为避免人员
聚集，此次换届选举大会设一个主会
场，两个分会场进行（主会场：总公司
会场，分会场：物业公司会场、中萃芳
庭项目部会场），大会由党总支专干
贺凌霄同志主持，共计 53名党员参
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上届党总支书记王
淼同志宣读了住建非公行业党委《关
于中共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总支
部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
举的批复》《关于中共银川隆光置业

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候选人预备
人选的批复》。随后由上届党总支委
员宣读了换届选举办法、监票人、计
票人、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对提
名情况进行了说明，与会党员认真审
议并表决通过。

大会采取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
的方式。在总监票人、计票人的监督
下，经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党总支在
6名总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中，选举
出：王淼、王彦丽、王继光、王晓丽、何
彦孝（按姓氏笔画为序）5位同志当选

为新一届中共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总支部委员会委员。

机关党支部在4名支部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中，选举出：王晓丽、田艳芳、钟勇
3位同志当选为新一届中共银川隆光置
业有限公司机关支部委员会委员。

同日，新一届总支部委员、机关支
部委员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党总
支选举出王淼同志为书记，负责主持
党总支全面工作，王继光同志为纪检
委员，负责党总支纪律检查工作；何彦
孝同志为组织委员，负责党总支组织
建设工作；王晓丽同志为宣传委员，负
责党总支宣传工作；王彦丽同志为青
年委员，负责指导群团工作。

机关党支部选举出王晓丽同志为
书记，负责主持支部全面工作；钟勇同
志为组织委员，负责支部组织建设工
作；田艳芳同志为宣传委员，负责支部
宣传工作。

相信新一届支委们在未来的任期
内，将带领全体党员踔厉奋发，始终保
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努力工作，
坚持创新，奋力前行，谱写隆光党建工
作新篇章！ （党总支 贺凌霄）

你想不想有个房子，自带院子，可
种花种菜、遛狗养鸟、随意停车。可拥
有室外活动空间、街坊四邻、绿色自
然、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各种乐趣……
这样的房子是不是非常期待呢？

如果有一种技术和方法，能将中国
传统四合院、北京胡同街巷、空中园林、
空中别墅、电梯房等全部优势，都集于
一身，创新变成一种“每家每户都有前
庭后院”的高层住房。那便是“第四代
住房”，第四代住房共有三种建筑形式：

第一种建筑形式：“空中停车住宅”

“空中停车住宅”，它不再建造黑
暗的地下停车场，将其都建到空中，变
成了一座座明亮的空中四合院，可将
车通过智能载车电梯开到空中四合院
里家门口，这座空中四合院既可用来
停车，又可用于休闲娱乐。 这些空中
四合院，都是用地下停车场+电梯厅+
过道置换来的。这相当于得到这些空
中四合院，不但没有增加成本，反而还
节省了大开挖地下室土方的钱和缩短
了半年工期。因为，地下工程才是最
费时费钱的。

第二种建筑形式：“空中立体园林住宅”

“空中立体园林住宅”，它每两层
住房就共有一座空中公共四合院，但
这座空中公共四合院，却是用这两层
住房的电梯厅+过道集中在一起演变
而来的，门前有了一座公共院落，就有
一个相互交流的共享空间，就可使这两

层的住户共同在院子里健身、喝茶、下
棋、打球，特别是老人和儿童，都有了互
帮互助的街坊四邻，使他们在家即可实
现居家养老和互助养老，使每两层的十
几户住户，都有了一个几百平米的共享
空间，俨然如同一个小社区。

第三种建筑形式：“空中庭院住宅”

它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电梯厅及过
道。普通的电梯房小区，每个月都要
承担水电及房屋公摊面积使用费，但
这笔钱到底怎么用了，我们都很疑
惑。第四代建筑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把每栋楼的大厅和每一层的过道取
消，住户从底层直接乘坐专门的电梯，
直达自家门口，不仅增加了15%的住
宅面积，也能大幅度降低公摊费用。

第四代住房外墙全部实现垂直绿
化，长满花草树木，它有很多房型可供
选择，适合老人、年轻人、夫妻等，独居
群居皆宜，居住环境更有生活气息，同
时也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冷漠病”。最主要
的一点就是它非常适合人类居住，颠
覆了以前的所有住房模式，把其他住
房模式的优点糅合在一起，满足了城
市人的田园梦，满足了人与人之间沟
通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生活
便利的需要。

它把坚硬的钢筋水泥，变成了柔
软的绿色风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建筑界的一次大改革。

（预算部 杨亭亭）

包围圈不断缩小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

自从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十条”发布后，与新冠病毒的三年拉
锯战来到了总攻时刻。骤增的急诊量
碰上无可奈何的减员，一边是焦虑、痛
苦的患者，一边是坚守、疲惫的医护。
在“黎明之前”，一身白衣的他们再次成
为阻挡疫情的第一道“防波堤”。

“说实话，现在医院里很多人都是
连轴转，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不断有医
务人员倒下，而患者却不断地涌入，那
种眼看着包围圈不断缩小，身边的战
友越来越少的无力感，其实是很让人
焦心的。”还在坚守的医护人员说道。

原本人手充足的科室，现在也都减员
严重，有些在岗的也几乎都是“轻症阳
性患者”。为了保证患者可以及时就
医，很多医护不得不带病上岗，尽力保
证患者应收尽收，同时还要加强防护，
尽力保证阴性患者不被感染。

“阳”多“阴”少
撑到极限也要咬牙坚持

实际上，更早之前，发热门诊就在
为这一场“硬仗”做准备，如科室统筹、
优化医护力量安排等。面对突如其来
的“阳”性浪潮，始终奋战在一线的医
护人员还是阳性七八成，症状实在重
的才请假，还有一半在坚持上班。“我
们要是都不上班，患者就更没办法了，
我们还能挺住。”哑着嗓子的医护人
员，笑着说道。

很多医护人员的家人也都“阳”
了，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医院的患者，
他们没办法回去照顾家人，而是选择
住在医院。在职业之外，医护也是会
被感染的普通人。他们也是别人的父
母、爱人、孩子，许多人在一线战斗完，
才能给生病的家人打个电话。从医生
到护士，到护工、保洁、保安，从一线到
后勤，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都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用热诚和敬业为战“疫”
尽一份力。

前赴后继
我们不在，患者怎么办？

疫情以来，作为为生命托底的最
后一道防线，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从来
没有放松过。“这阵子，爸妈最常给我
发的信息就是提醒我怎么防护病毒、
怎么增加营养，这些知识点我都知
道。”值班的医生说道。怕家人们担
心，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给家人说自己
没事。

因为现在人手紧张，还有护士一
边输液打着吊瓶，一边坚守在自己岗
位上。“每走一步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
气，但为了患者，再疼也要坚持下去。”
输液的护士说道。

妇科金主任，尽管感染了新冠，
已经发起了高烧，但是心里还在惦记
患者。“最近您先不要来医院，我阳
了，这边好了再通知您过来。”金主任
给患者嘱咐道。面对人手短缺的困
境，从医生到护士全靠着一股劲硬
扛了下来。

银川隆光医院全体职工在疫情
面前以“轻伤不下火线”的坚持，从门
诊、急诊到住院病区，从临床、医技到
行政后勤，没有科室、部门因新冠感
染而影响运行，他们在尽力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全力以赴转入以医疗救
治为主，所有科室全都开放，没有一
个停诊，最大努力满足非常时期的患
者就医需求。大家始终坚持也一直
坚信，也许这是一场持久战，但是我
们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会坚守到最
后一刻。

（医养居行政部任惠敏）

“轻伤”不下火线
致敬银川隆光医院的天使们

据了解，该业主家中有两位老人，
老大爷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身边需要
人照顾，儿女因工作原因又不能陪伴
在父母身边，9月份疫情反弹后，小区
临时封控，业主要落实全员核酸检测
防疫要求，老人每日参加核酸检测就
遇到了实际的困难。怎么办？当老人
一筹莫展时，楼栋管理员周永美得知
了这个消息，她主动承担起了每天推
老人到核酸检测点做核酸的工作。

每次核酸前，周永美观察到核酸
检测点的人不多了，赶快和阿姨联系，

到老人家里帮助年迈的大爷做好保暖
措施，和阿姨一起将腿脚不便的大爷
抱坐到轮椅上，推着轮椅下楼通过绿
色通道到达检测点，做完核酸再送回
家中，有时候因为周永美有事不能来，
项目管理员丛秀梅和秩序维护员刘国
就会接过“接力棒”，继续负责老人的
照顾和核酸检测保障。通过这次的照
护，周永美了解了老人的家庭情况，就
主动承担起了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照
料，经常为他们跑腿送东西，有时间就
和老人聊聊天，关怀他们还有没有什
么生活方面的需要，在老人身体不舒
服的时候帮助老人联系社区提供就医
保障。就是这样用心用情的服务，两
位老人的儿女即便不在身边，也没有
一次错过核酸检测，更没有因身处特
殊时期让生活变得困难和不易。

12月份，老大爷走完了人生的最
后路程。在老人家最后的时光里，隆
光物业的员工用自己的善举让老人家
感受到了一份人间至善的美好，就是
这样平凡的日常举动，体现的是隆光
物业服务品质提升的服务精髓。处理
完老人的后事，家人怀着一份感动和
感恩走进项目部，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无私奉献情系业主 热心服务细
致贴心”，业主送来的是一面锦旗、一
封感谢信，但我们收到的是一份感动、
一份肯定。作为一名物业人，客户至
上，用情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品质追求，
在物业人的眼里，“我们”这个词中有
业主、有伙伴、有家人，我们是一个整
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之间多
一分理解，就会少一分疏离，多一分宽
容就会少一分抱怨，多一分善举就会
多一分感动。

北方的天是寒冷的、风是刺骨的，
但我们的心永远是温暖的，因为“我
们”一路同行。 （物业公司 赵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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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民政局副局长陈伟龙调研隆光金萃芳庭康养中心

踔厉奋发担使命 勇毅前行谱新篇
2022年12月

6日，隆光物业西
萃芳庭项目部收
到一面“无私奉献
情系业主 热心服
务细致贴心”的锦
旗 和 一 封 感 谢
信。这是西萃芳
庭某业主为感谢
项目管理员周永
美、丛秀梅、秩序维
护员刘国对家中老
人的悉心照顾，表
达的感谢之情。

未来的建筑是什么样未来的建筑是什么样？？
——第四代住房第四代住房

2022年
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