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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宁居老年公寓院长 杨红
青岛乐宁居老年公寓是一家医

养结合的连锁机构，在岛城共有三家
分院，我们在为老服务的道路上已经
有了十年的历程。在新的一年里，我
们将继续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幸福快乐的
老年时光，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康福养老产业集团总经理 刘大鹏
盼岁月静好，流年无恙，寒冷虽

然刺透骨髓，但阳光依然明媚。在这
辞旧迎新的时刻，谨代表今康福养老
产业集团向辛苦耕耘在养老护理一
线的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
挚的慰问，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今康
福养老产业集团发展的各级领导、各
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广大长
者和家属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和问候！

新年胜旧年，欢愉且胜意，万事
皆可期，兔年吉祥如意，诸事顺遂！

中海锦年长者公寓院长 张娅楠
寅虎辞旧，玉兔迎新，青岛中

海锦年长者公寓全体工作人员给
大家送上衷心的问候与祝福。

2023 年依旧是充满挑战的一
年，我们将用热心、细心、耐心和责
任心，为每一位入住长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创造多彩幸福的生活。

九洲福医养院长 王岩
快乐洗去一年烦恼，团聚消散

所有思念。
九洲福医养为您送上最甜蜜的

祝福，愿2023年您及家人永远快乐
安康，愿所有长者都平安健康，拥有
一个幸福的晚年。祝大家兔年诸事
顺遂！

青岛市城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常务副总经理 穆富强

在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青岛市
城阳区社会福利中心给全市人民拜
年了，恭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新的一年，我们将为更多有需求
的老人提供温馨、优质的养老及医疗
服务！

新香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纪鸿浩
2023 年春节如约而至，作为医

养行业的一员，我们将用热情和实际
的行动，为长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替
子女尽孝，为政府分忧！

最后，我谨代表新香医养集团的
全体员工向长者、关爱和支持为老事
业的朋友送上真挚的祝福。

华夏养老院院长 苗云娜
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

疫情考验，我们始终将老人的生命放在
首位，细心和爱心赢得了长者和家属的
赞誉和肯定。我们坚信，在上级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承
载起社会的责任，肩负起万家的期望，
为养老事业的发展多作贡献。

山东建邦悠然健康集团总裁 郭玉婷
三五知己，观海饮茶，醇熟时刻，

尽享悠然。悠然里康养社区是建邦
健康为长者着力打造的集康养、保
健、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
高端康养社区，提供八大服务专业照
护。过品质养老生活，享悠然朝霞晚
年。玉兔送福年年顺，运转乾坤步步
高。祝愿广大长者在新的一年里：福
兔临门、前兔无量、大展宏兔。

颐佳医养集团董事长 王平
风雨兼程中，颐佳医养集团携手

400名医护工作者陪伴您走过了极不
平凡的2022年。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
杆。在新的一年里，颐佳医养将坚守
初心，始终践行“医养结合，亲如一
家”的发展理念，坚持服务品质至上
原则，为广大老年群体提供无微不至
的一站式品质服务。

衷心祝愿广大老年朋友们欢愉
且胜意，万事皆可期！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晴

瑞兔上门鸿运来，财神送福吉祥
至。

二十年创业、二十年求索、二十
年风雨、二十年收获。新华锦集团养
老产业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凯歌辞旧岁，洪钟唱新春。伴随
着新年的钟声，我们向所有关心和支
持养老事业发展的朋友们致以新春
的祝福，祝大家万事顺意。

城润家颐养社区院长 李东玉
城润家颐养社区遵循“品质养

老、积极养老”的服务理念，以亲暖人
心、细致入微的服务为根本，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的养老配套服务，实现
生活家庭化、环境舒适化、关怀人性
化、服务专业化的全方位精典颐养模
式。祝全市的老年朋友健康长寿。

泰康之家·琴园总经理 何鹏
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泰康之

家琴园养老社区建设稳步推进，全新
升级！新的一年，琴园面对挑战初心
始终不变。预计于 2023 年底，琴园
将正式开业，与岛城长辈们见面。在
此，我代表泰康之家·琴园祝岛城人
民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兔年吉祥！

李沧区社会福利院院长 王津峰
壬寅年即将过去，这一年，在所

有养老人的努力下，顺利完成守护使
命。春光作序，万物和鸣，新岁开启，
满载希冀。新的一年，李沧区社会福
利院全体员工将继续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做最温暖的生命守护者，继续
为养老事业的美好明天倾尽全力！

盛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柱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所有的

老年朋友们致以诚挚的祝福与崇高的
敬意，并道一声：过年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盛欣老年
公寓一直遵守的信条，新的一年，我们
将继续发扬优良的服务理念，让盛欣
老年公寓成为老人理想的生活乐园。

福寿星爱心护理院院长 马岩洁
过去的一年，是养老人非常不

容易的一年，面对疫情、面对困难，
养老人不断地努力、付出、坚守，迎
难而上。新的一年，愿所有人都心
想所愿，为了社会、为了老人，我们
齐心协力，走出困境，愿养老事业越
来越好，祝愿所有老人都健康长寿。

乐万家老年公寓总院长 宋庆辉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

乐万家老年公寓全体员工向岛城的
老年人拜年了！祝愿大家新春快
乐！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2023年，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更
好地为老人服务，与同仁携手共进，
为养老服务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锦云村老年公寓院长 闫荣杰
春节来临之际，锦云村养老衷心

祝福广大老年朋友：兔年新春走隆
运，吉祥如意万事顺。幸福美满乐畅
怀，身体健康诸事外。

同时也期待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锦云村养老事
业，让我们的养老服务越做越好。

宏远健康颐养中心院长 王德刚
新的一年，宏远健康颐养中心定将

以广大就医、养老、康养长者舒心满意
作为我们的服务目标，为全市老年人有
一个幸福晚年奉献我们的百倍努力。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所
有养老同仁事业腾飞，祝愿全市市民特
别是老年朋友们身体康健，平安喜乐。

城运颐养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磊

2022 年，是城运颐养的开局之
年。展望2023年，城运颐养将戮力同
心、携手前行，按照“居家、社区、机构+
医院”统筹发展的战略定位，为全市老
人提供更加多元化和品质化的为老服
务。祝全市人民新春嘉平！长乐未央！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福利中心
院长 安玉红

过去的一年，面对着疫情防控常态
化工作，养老服务人员不断地努力、坚
守。踏上新征程，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社会福利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将一如既
往地保持最佳状态，我们坚信，所有养
老服务人同心合力，必将会创造辉煌！

光大汇晨青岛老年公寓院长 李宁
兔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光大汇晨

青岛老年公寓祝全体市民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2023年，公寓全体工作人员将用
勤劳、智慧、勇气继续前行，我们将继
续以智慧与汗水为驱动，以团队建设
为载体，恪守初心，携爱前行。

莱西市康馨护理中心院长 李瑛琦
鞭炮声声辞旧岁，烟花灿烂迎兔

年。辞旧迎新的时刻即将来到，回首
过去，内心不禁感慨万千。喜迎新的
一年，我们要振奋精神，从头再来，无
论遇到多少困难，坚持到底就是胜
利！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幸福之家老年公寓院长 宋媛
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留

下的是让我们感动的点点滴滴。新
的一年，幸福人将以更加专业的服
务，回报大家的信任和托付。

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恭祝大
家新春快乐，幸福安康，向各位敬爱
的长者致以美好的祝福！

台西老年公寓院长 姜薇
在新年来临之际，最美好祝愿送

给长者，祝愿所有的老人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2023年，我们将继续奋斗在自己
的岗位上，为老人保驾护航，我坚信
战疫必胜，胜利的曙光很快来临！

文安老年公寓院长 艾青
踏上2023年新征程，我们满载希

望，面对内外环境带来的种种机遇
和挑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最佳
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为养老事业增光
添彩。

祝愿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祝大家
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依乐轩老年公寓院长 姜海艳
回首 2022 年，养老人用无私的

爱和奉献为老人们筑起了坚固堡
垒。在新的一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关注养老行业，能有更多有活力的年
轻人加入养老行业，让我们戳力同
心，让老人都拥有一个幸福有尊严的
晚年。祝全市老年朋友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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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
青岛万林康养集团向岛城长者们、
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帮助万林
集团发展的社会各界友人致以新
年的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
幸福。

过去的一年，是万林集团发展
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在疫情不
断、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很多困难
的形势下，万林集团逆势而上，不
畏艰难，团结拼搏，埋头苦干，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已经开始的2023年，将是困难
与希望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
年，我们将锚定目标，坚定信心，继
续落实国家级医养结合服务标准
化建设成果，为长者提供“五个更
好”的优质服务，不辜负长者及其
家人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

青岛万林康养产业集团创始人 李言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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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岁岁年年，，共欢同乐共欢同乐；；岁岁平岁岁平
安安，，拥抱新年拥抱新年。。兔年新春兔年新春，，各大养老各大养老
掌门人通过本报向长者掌门人通过本报向长者、、家属家属、、养老养老
服务人员服务人员、、读者们拜年读者们拜年———祝福大—祝福大
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顺遂万事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