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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巨野

身边·人物

济医附院技术协作，兖矿医疗专家加盟

巨巨野野煤煤田田中中心心医医院院越越来来越越好好
在巨野，提起煤田医院，人

们如今都会竖起大拇指！技术全
面、环境优美、设备尖端、服务到
位，这才是百姓喜欢的好医院。

谈起百姓的赞许，该院院长
冯计富博士说得好：煤田医院赶
上了党的好政策，赶上了改革开
放的大好机遇！党的好政策：随
着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让人们越
来越多的分享到改革开放的红
利。党的政策越来越关注优民惠
民的地方——— 向医疗战线倾斜，
国家计生、卫生委，更是越来越
支持非公立医院的筹建和建设。
因而，可以说煤田医院建在党的
好政策的阳光里。菏泽市支持，
巨野县支持，当地人民群众支

持，只要医院发展需要的，巨野
县委、县府领导都亲自过问，然
后是一路绿灯。这是优美医院建
院的根本，而人才技术力量，更
是乘不尽的东风，先是省里着意
安排向落后地区倾斜医疗资源，
济医附院这家知名全国，领衔中
国医疗改革开放的三级甲等医
院，伸出援手，经省卫生厅批准，
济医附院、煤田医院协作打造区
域服务百姓医疗中心。出身基层
的附院院长陈东风博士更深入
了解基层缺医少药的疾苦，他一
拍胸脯：要派就派技术力量强，
最能独挡一面的专家！一时，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骨科专家
周玉江教授，全天候来到煤田医

院。一到医院，即以医术好、医德
好，不仅能治骨科各类疾病，且
能为脑瘫后遗症矫形而闻名全
巨野；附院终身教授，享誉心内
科鲁西南第一把交椅的董殿阶
教授；专治各类眼科疑难杂症的
安国兰教授；享誉省内外“国医
堂 ”在 线 中 医 专 家 黄 成 才 教
授……娴熟的医技，高尚的医
德，一时煤田医院被人门亲切的
称为“家门口的附院”。

特别是进入马年，用冯计富
的话说：煤田医院可谓好事连连，
兖矿集团，国内知名国企 ，其矿
山救护方面更是国内知名的创伤
救治中心。今年由于整顿，加上新
老更替，一下子退下来三百多位

中高级大夫，最年轻者仅53岁！50
多岁，在医疗战线，可谓都是绝佳
人才，心内科专家唐宪伟，著名心
内科专家，自96年即开展急性心
肌梗死的静脉溶栓治疗和临时心
脏起搏器抢救治疗，并开展永久
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技术，02年即
开展冠心病的冠状动脉造影和冠
状动脉腔内支架置入手术，风湿
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病人经皮球
囊成形术。救治了大量各种心脏
病、高血压病、心律失常、严重心
衰等严重、危急病人；普外科专家
李家兴，副主任医师，从事普外科
临床30多年，对胃肠、肝胆、甲状
腺、乳腺、血管外科及疝外科和肛
肠疾病的诊治有较深的造诣，对

胸外科及泌尿男科疾病的诊治也
有一定的造诣。早来医院的矿山
救护专家王教华教授治疗突发性
急症，更是闻名个巨野。一时煤田
医院形成了强大的创伤外科阵
容，矿山急救，车祸、天灾、中毒急
救，特别是该院急救中心，更是郓
城、菏泽都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出
车速度，抢救速度，抢救成效！真
正做到了面对重大天灾人祸，他
们能接得进、治得好、速度快！相
信通过济医附院的协作、兖矿集
团公司医院的加盟，煤田医院的
技术力量会越来越好，更好的服
务巨野百姓，为巨野医疗事业发
展贡献更强大的力量！

（韩龙 王竞蔓）

“七一”建党节前夕，走近巨野老党员贾静、侯兰英，感悟信念的力量

人人老老心心不不老老 离离岗岗不不离离党党
“七一”建党节前夕，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之情走进巨野贾静、侯兰英两位老党员家。两位老人都年已过八旬，她们

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多年，但是党性不减，用行动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一辈子坚守党的的誓言，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作为幸福的源泉。担当的是责任。凝聚的是正能量。

孔祥铭 刘谓磊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
一辈子精益求精无私奉献

她家挂着“一门三烈”光荣牌
从没因私事向政府伸过手

在巨野县大谢集镇谢集
村，有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全
家5口人有5个共产党员，女儿
嫁人也找了个党员。她的父亲
和两个哥哥为建立新中国英
勇牺牲，政府为她家挂上了

“一门三烈”的光荣牌，她的母
亲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
接见和宴请。半个多世纪以
来，她牢牢记住亲人的叮嘱和
入党誓词，默默无闻地生活在
一个普通清贫的农家，从来没
有向政府伸过手。

她就是82岁高龄的老党
员侯兰英老人。老人家和蔼可
亲，精神饱满，也许年龄大了
都有怀旧的热情。说起自己家
庭的往事，她滔滔不绝。

侯兰英老人，1932年9月9
日，出生在山东省金乡县司马镇
侯高庄村的一个革命家庭，父母
早年参加地下党组织，两个哥哥

参加了八路军。在亲人的影响
下，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
仰，当过姊妹团团长，妇女主任，
1951年2月入了党，任过初级社
副社长，团支部书记等。

解放前，巨野县谢集村的
谢云林同志，跟随当时的金乡
县委领导朱慕兰当警卫，入了
党。在领导的介绍下，侯兰英
和谢云林结婚。解放后，谢云
林同志被安排在单县工商部
门工作，直到退休回到谢集
村，前年不幸病故。凭着革命
同志的关系，或者自己家庭对
革命事业的贡献，侯兰英老人
为子女按排个工作应该不难。
可他没有这样做，七八个孩子
至今全都生活在农村。

现在侯兰英老人的生活
费，只靠每月二三百元的遗属
补贴。生活再困难，也从没有
向组织张过口，从没有向政府

伸过手。她教育子女自己入党
干革命，并不是想升官发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
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才是目的。

我们做个普通的老百姓，能衣
食无忧，生活在和平的环境
里，本身就很幸福。

本报巨野6月29日讯(刘谓磊)

为增强计生家庭应对意外伤害的能
力，减少计生家庭遭受意外伤害的后
顾之忧。巨野县计生协会一次性埋单
14 . 21万元，为全县7108个独生子女、
双女户和自愿放弃生育二胎计划的
计生家庭，办理了2014年度《计划生
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实现了一张
保单保全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计生
家庭的利益，调动了群众自觉实行计
划生育的积极性。

据了解，《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
害保险》承担的主要责任为，因意外
事故造成被保险人受伤在医院治疗
的医疗费。最高给付夫妇医疗保险金
每人2000元。最高给付子女医疗保险
金4000元。因意外事故导致身故的，
最高给付夫妇意外身故保险金每人
6000元，最高给付子女意外身故保险
金16000元。因意外事故造成残疾的，
经保险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或者鉴
定机构鉴定伤残程度，按鉴定的残疾
等级与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额比
例，给付相应的残疾保险金，最高不
超过意外身故保险金额。意外伤害是
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
疾病的、使身体受到意外伤害的客观
事件。如砸伤、摔伤、电击伤、溺水、碰
伤、挤伤、烧烫伤、中毒等意外事故。
被保险人自杀、或者故意自伤、斗殴、
醉酒、吸毒、醉驾、无合法有效驾驶证
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武术
比赛、特技表演、潜水、探险等，均不
在保险理赔范围。出险后，出险家庭
应快速与本镇、区、办的计生协会或
者计生办联系报案，以便及时理赔。

意外伤害保险

惠及7000余计生家庭

旺夫泉牌矿泉水
招 商

诚邀有志之士加盟合作！
联系人：马传勇
联系电话：15552385608
地址：山东省巨野县永丰街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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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大事早知道

今年八旬高龄的贾静是
巨野县的一名退休医生，她
1952年12月从平原省立医科
学校医疗专业毕业(后更名为
河北职工医学院)，同年底分
配到巨野县人民医院工作，作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
学生，60多年来，她始终以白
求恩为榜样，精益求精，无私
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
务。

当时只有18岁的她从单
县老家来到巨野，她任劳任
怨，无限忠诚党的事业，在巨
野有口皆碑。曾在巨野县人民
医院担任过8年团委书记，担
任第一任儿科主任，在巨野县
章缝卫生院工作7年，营里卫
生院工作13年，巨野县城关医
院工作8年，并通过民主选举
先后担任院长、党支部书记，
当年被评为菏泽地区模范党
支部。

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贾
静只知道埋头苦干，从来没有

讲究过荣誉，可是人民群众和
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一顶顶
桂冠不知不觉落在了自己头
上，1987年贾静被评为全国卫
生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
山东省模范共产党员。

1959年至1961年国家三
年困难时期，巨野全县传染病
流行，贾静率领医疗队拉着地
排车走遍全县数百个村队。常
常跪在地铺边诊疗、喷药、喂
药，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时。1967年春，章缝公社“流
脑”住院患者80余人，病情较
重。她雷打不动，经常昼夜连
轴转，100多例患者无一例死
亡。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
员，贾静时刻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她始终如一
地奉行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
一切。在巨野60多年，几乎没
有逛过超市、商场，全部精力
身心都全部身心都用在了巨
野县的广大患者身上。

1991年3月，贾静办理了
退休，她曾工作过的章缝、营
里等地医院竞相抢聘，1992年
返聘到巨野县中医院，她认为
在中医院虽然收入不高，还很
劳累，但这里是自己为人民服
务的新战场。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原来曾为他们治过病现
在已成为爷爷奶奶的老患者，
现在行程6、70里路，慕名来到
她家里为孙辈治病，令贾静十
分感动。

她高超的医术得益于她
的勤奋好学，几十年来，她订
阅多种报刊，学习心得和日记
记了几十本并保存完好。她撰
写的十几篇医学论文在国家
级报刊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学
术会上交流。退休后贾静又工
作了20多年，治愈的病人数以
万计。

贾静现在是四世同堂，家
庭成员20多人，其中全家有共
产党员十多人。贾静如数家珍
般的向记者述说，她和病逝的

爱人都是党员，两个儿子都是
党员，两个儿媳都是党员，两
个闺女、女婿也都是党员，外
甥、外甥女又有两个党员，刚
刚毕业不久在菏泽交通集团
上班的外甥刘辉，最近也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贾静
和她的党支部成员都是他一
家人，虽然没有经组织部门挂
牌批准，但却称得上是名符其
实的“家庭党支部”，她也自然
成了支部书记。

建党节、建军节她都组织
全家人集体庆祝。

大女儿说，母亲既是长辈
又是班长，经常给我们讲家
史、忆传统。

在贾静家的客厅里，一张
24寸的像片上的题字赫然醒
目：建党九十周年全家福，照
片上的贾静身着红装坐在中
央，记者数了数共有23人，据
他的女儿介绍，在那次的庆祝
大会上，母亲还以家庭党支部
书记的身份发表了讲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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