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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转阴，夜间有中到大雨，东南风3～4级，气温16～26℃。（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把光明还给眼睛，用爱
点亮星星，为你打开心灵的窗
户……”这首《世界因我们更
明亮》中国眼科医生之歌，今
年 83 岁高龄的冯殿君老人在
五十余年的从医经历中，完美
地诠释了它的内涵。

9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
冯殿君家，坐在沙发上的老人
就张罗着家人搬椅子。听说记
者来采访，他笑着说：“和新
闻界的朋友不熟悉，叫不上名
字不要介意啊。”

冯殿君老人患有轻度阿尔
茨海默病，采访中，他的回忆
和叙述断断续续，但只要提到
有关医学上的专业术语时，他
就精神焕发，思路立刻清晰起
来，时而还用手解释什么是

“水平肌”、“垂直肌”，让人不
禁联想到当年他站在手术台上
的风采。

他身兼数职，中华眼科学
会枣庄分会理事、枣庄市法医

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枣庄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审核组
成员……每一个沉甸甸的身份
背后镌刻着他一生奋斗的光辉
历史，记录了那个时代属于他
的辉煌篇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成功总是眷顾着勤奋之

人，为了更好地勾起冯殿君老
人的回忆，他的大儿子冯金坤
拿出了一本眼科专业书籍，打
开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老人当
年已经是眼科“大拿”时所作
的学习笔记。“学问要自己钻
研，学习不能停止，别人的成
功案例，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才
能准确利用到手术中。”他十
分认真地说。

1956 年 9 月，作为一名
农民儿子的冯殿君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山东省兖州医士学校，
怀揣着做一名好医生的抱负，
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每次学
业成绩都在全年级独占鳌头。

毕业前夕，校领导决定让
其留校任教，后又担任滕县卫
校副校长、副书记，在校工作的
十余年里，他认真带教、辛勤付
出，成为一名学生爱戴的好老
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护士、医
士、药剂师，现在很多人已是众
多医院的业务骨干和领导。

教学之余，他到山东省立
医院眼科进修学习，在滕县人
民医院眼科实践，虚心向有经
验的老医生学习请教，不断丰
富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术。经
过十余年的历练，他的眼科医
疗技术水平逐渐提升，利用各
种机会去做更多的手术，成长
为一位能独立诊断常见病、治
疗多发病、完成一般手术和白
内障手术的中青年眼科主治医
生，擅长眼底病和眼部肿瘤的
诊断，积累了一定的疑难眼病
的诊治经验。

大爱无边挑重担
1970 至 1975 年间，冯殿

君不顾亲人们的担心，不顾传
言中的“条件恶劣”，两次赴
坦桑尼亚参与医疗援助工作，
让众多非洲患者重见光明，非
洲同行多次对黑头发、黄皮肤
的中国医生竖起大拇指，其高
超医术和为病人服务的国际主
义精神，得到坦桑尼亚当地人
民的高度赞扬，受到总统及其
家人的数次接见。

当时的坦桑尼亚，环境条
件极度恶劣，经常停电停水，
房间里到处都是蟑螂、非洲蚂
蚁和带有疟疾病毒的蚊子。吃
的食物只有西红柿、洋葱、土
豆，很多队员因食物单一得了
不同程度的口腔溃疡，就连他
们的手术都是在室外搭建的帐

篷里进行的。
再大的困难也没有吓倒冯

殿君，他坚定“我是代表中国来
援助的，一定要为祖国争光”的
信念，努力克服炎热天气、语言
障碍、医疗条件差等各种困难，
接诊了数千名眼疾患者，每年
要进行500余台的手术。

时隔 40 多年再次提及这
两次“援坦”使命，冯殿君老人
坚定地说：“在坦桑尼亚期间，
时刻都记着一件事，我不只是
一名眼科医生，更是一名中国
人，一名中国医生，我的医
德、医术、言行都代表了中国
人的品行，必须克服各种困
难，做好援助工作，为祖国争
光。” （下转第二版）

用爱照亮心灵的窗户
——市立医院老专家冯殿君从医50年的故事

本报记者 梁鸿雁 刘然 通讯员 孙传传

因国庆节、中秋节放假，本报 10 月 1 日至 8 日休
报，10月9日起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敬 告

本报讯 10 月 3 日上午
10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将播出大型系列节目 《还看
今朝——山东》，该片将以
震撼的画面、极致的故事、
生动的形式，全面展示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发生
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显著成
就。

迎 接 十 九 大 特 别 节 目

《还看今朝》，由中央电视台
携手全国31家省级电视台共
同制作，以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为主线，生动展现各地
五年变化成就和百姓的精气
神。每期一个半小时，31期
带您走遍祖国，倾听五年里
砥砺奋进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还看今朝——山东》10月3日央视播出
本报讯 9 月 29 日，政

协第十届枣庄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市政协
机关召开。市政协主席孙欣
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王玉波，市
政府副市长周宗安，市检察
院检察长张敬艳，市政协副
主 席 付 廷 安 、 黄 涛 、 杨 家
国，秘书长曹士清，党组成
员郑道明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周宗安关于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通
报；听取了王玉波关于全市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情况的通报；听取了张敬艳
关于全市检察机关开展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情况的通报；
审议通过了 《关于我市重点
项目建设的建议案》。

孙欣亮就抓好项目建设
工作指出，项目建设要坚持
高点站位，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提升开放水平。要紧
扣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 抓 住 机
遇，以建设资源型城市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为载体积极
对接，主动融入，突出用好
数码枣庄信息化手段，坚决
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传统产
业“存量变革”，加快新兴产
业“扩容倍增”，通过腾笼换
鸟实现“老树发新枝”“新树
拔地起”。 （下转第二版）

市政协十届三次常委会议召开
孙欣亮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 29日电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党的

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
完成。全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
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
举产生了2287名出席党的十九
大代表。

党的十九大代表是严格按
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
举工作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
发扬民主有机统一，采取自下而
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
选的办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央
规定的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

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
的议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
了显著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
秀分子；代表结构与分布比较合
理，各项构成比例均符合中央要
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中，
既有党员领导干部，又有生产和
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定数量
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
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
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
等各方面的代表。

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资
格，届时还需经党的十九大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详见第四版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下午，
市统一战线“喜迎十九大 同心
永向党”书画展开幕式在市会展
中心举行。市政协主席孙欣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兵，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爱杰，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于
良，民盟市委主委、副市长刘吉
忠，九三学社市委主委、市政协
副主席付廷安出席。

张兵在致辞中指出，在党
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举办本
次书画展，对于营造热烈喜庆、
欢乐祥和、团结向上的氛围，丰
富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书画展热情
讴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转
型发展、跨越发展取得的辉煌成
就，生动展示了全市人民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奋斗，开拓
进取，积极投身自然生态宜居宜
业新枣庄建设的良好精神风貌，
大力宣传了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与党同心同向同行的政治理念，
将进一步激发全市统一战线广
大成员的爱国热情，增强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和关注民生、奉献
社会的责任担当。

刘吉忠在致辞中指出，中
共十九大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
市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联会员
群情激昂，用自己的笔饱蘸着无
限的激情，创作出了一批非常具
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向中共十
九大献礼，表达着热爱中国共产
党、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跟着
中国共产党走的真挚情感。枣
庄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努力
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建设自然生态宜
居宜业新枣庄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记者 宋旭）

我市统一战线“喜迎十九大 同心永向党”书画展开幕
孙欣亮出席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