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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榜样·记者带您找名医（护）
暨百姓满意医院”候选人推荐

大型主题活动

常卫华 消化血液
内科一病区负责人，擅
长对慢性乙肝、肝硬化、

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的患者进行
系统、正规及个体化治
疗。作为主要参与者及
项目完成后的第一执笔
人，2015年《胃镜下微
创切除在治疗上消化道
癌前病变及早癌的应用
研究》、2018年《氢呼气
试验在胃肠疾病诊断中
的临床研究》两个项目
均获得鹤壁市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冯晓凯 鹤壁市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擅长多器官功能

障碍综合征（MODS）、严
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急
性 呼 吸 窘 迫 综 合 征
（ARDS）、重症病人的营
养支持及重症病人镇静
镇痛、脓毒血症、严重创
伤等多种危重病的治
疗。2019年8月考入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重症医学科进行为
期两年重症医学专科医
师培训，多项新技术填补
了该院该项技术的空白。

高学良 鹤壁市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
生，曾以优异的成绩取

得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
入手术治疗资质，独立
完成了上千例心脏介入
手术，荣获河南省医学
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
奖，参与多项科技攻关、
科技惠民项目，鹤壁市

“抗疫防汛好青年”，年
度医院“先进个人”“希
望之星”等，目前是鹤壁
市心血管疾病重点实验
室核心成员。

李北方 鹤壁市人民
医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
副主任医师，擅长于冠脉

介入及疑难复杂心律失
常的诊断及治疗，起搏器
的植入、程控及随访，获
得国家卫健委和医师协
会同时颁发冠脉介入及
电生理起搏器植入资
质。河南省心电生理与
起搏分会委员，河南省微
循环学会委员，2021年
完成介入手术1500多
例，鹤壁市人民医院唯一
独立完成单腔起搏器和
双腔起搏器的术者。

李东晓 主任医师，鹤壁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从事神经内科30余年。
鹤壁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鹤壁市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发
表论文30余篇,获河南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市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一项，市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2018年鹤壁市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2019年获得鹤壁市“兴鹤聚才 鹤壁名医”荣誉称号。

李风莲 鹤壁市人
民医院核磁共振室主
任，主任医师。中华医

学会河南省医学会放射
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南
省医师协会委员，河南
省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
护学分会委员，河南省
卒中学会医学影像学分
会第二届委员。鹤壁市
医学影像放射学会副主
任委员兼秘书，发表医
学论文数十篇,获鹤壁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项。

李海东 男，鹤壁市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医师，鹤壁市心血

管专业委员会委员、河
南省医学会心血管专业
分会预防学组委员、河
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
起搏分会基层工作学组
委员。从事临床医疗工
作20余年，在急诊急救
专业及心血管内科专业
有着较深的造诣，先后
获得了“鹤壁市文明医
生”“鹤壁市保健工作先
进个人”“鹤壁市优秀医
生”等荣誉称号。

李海鹏 擅长腹腔
镜胃肿瘤、结直肠肿瘤
根治术、经腹及腔下镜

肝胆良性疾病及肿瘤的
手术治疗，腹壁疝、腹股
沟疝的全腔镜下治疗。
先后完成论文10余篇，
在国家级杂志上予以发
表，获鹤壁市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一项。科室
团队在鹤壁市首先开展
腔镜下全腹膜外腹股沟
疝修补术、腹腔镜下全
腹膜外腰疝修补术、腹
腔镜下胰体尾切除术。

李继峰 副主任医
师，麻醉科副主任，河南
省麻醉学学会分会委

员，河南省麻醉学分会
青年分会委员，河南省
麻醉学分会神经外科学
组委员，河南省医师协
会麻醉分会委员，鹤壁
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
成员和院内专家组成
员，鹤壁市危重孕产妇
专家救治组成员。

参加工作 20年以
来，主要从事临床麻醉
一线工作，发表中文核
心期刊文章10篇。

李宁 严格执行科
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做
到首诊负责制、三级查

房制、疑难危重病例讨
论制、术前讨论制等16
项核心制度;做好病房、
门诊、急诊的工作安排
及院内会诊，从2016年
至今，在华玮主任的领
导和支持下，开展支持
喉镜下喉显微外科手
术，鼻内窥镜下扁桃体
及腺样体低温等离子切
除术，耳石症的复位治
疗等，科室临床能力向
前发展。

刘玉瑰 鹤壁市人
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
师，病区主任，从事妇产

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
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
疾病，子宫肌瘤、子宫内
膜异位症等疾病的微创
手术及规范化治疗，擅
长运用宫腹腔镜联合诊
治生殖器官畸形及不孕
症；对子宫脱垂、阴道前
后壁脱垂、压力性尿失
禁疾病进行微创治疗。
对宫颈HPV感染、宫颈
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诊
治有独到之处。

卢文士 鹤壁市人民
医院普外二科副主任医
师，从事普外科工作15

年，专长于胃肠，肝胆胰
脾，乳腺，甲状腺的治疗，
尤其是对胃肠肿瘤外科
领域的各种疑难，复杂疾
病诊治有深厚造诣。中
国医师协会肛肠委员会
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师协
会结直肠肛门外科医师
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
会肝胆外科医师分会委
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血管
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
员。

吕杰 鹤壁市人民
医院山城分院心内科主
任，在心血管疾病的诊

断、预防和治疗等方面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承
担心内科院内外疑难、复
杂病的会诊；能独立完成
冠脉造影检查及支架植
入术，尤其是急性心肌梗
死的急诊PCI治疗，每年
诊治心内科病人 2000
余例，其中疑难危重病例
500例以上，医疗技术均
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先后
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
10余篇。

马秀君 泌尿外科
副主任，从事临床工作
十余年，在泌尿外科及

小儿外科的医疗、教学、
科研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擅长泌尿系统肿瘤
及结石的微创治疗，精
索静脉曲张显微镜的治
疗，前列腺增生的微创
治疗，包皮过长及隐匿
型阴茎等整形治疗。
2021年荣获“鹤壁市技
术标兵”、2022年荣获

“河南省卫生技术标
兵”。

饶红云 妇产科副
主任医师，鹤壁市人民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从事

妇产科及生殖医学与遗
传方面工作近20年，擅
长生殖内分泌疾病，不
孕不育，人工授精，优生
优育咨询、孕期保健、高
危妊娠管理，产前筛查、
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
胎停育、复发性流产等
方面规范性诊疗。河南
省康复医学会妇产康复
分会学组委员，河南省
生殖外科与宫腔输卵管
疾病学组委员。

张治中 鹤壁市人
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
师，鹤壁市优秀医师。

从事临床一线工作 10
余年，擅长治疗脑梗塞、
脑出血、偏瘫失语、眩
晕、头痛、失眠、抑郁症、
焦虑症、冠心病、心律失
常、高血压病、胃痛、反
流性食管炎、消化道肿
瘤、糖尿病等内科疑难
病，获得河南省中医药
岗位技能竞赛二等奖，
2017 年鹤壁市基本药
物合理应用知识竞赛团
体一等奖。

申绍夫 主任医师，
鹤壁市人民医院儿一科
副主任,鹤壁市医学会

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专注儿科临床一
线工作28年。擅长儿
科感染性疾病、呼吸系
统及神经系统疾病、新
生儿疾病，尤其是新生
儿肺透明膜病的诊断和
治疗。对小儿慢性咳
嗽、迁延性腹泻及疑难
杂症有独到见解，对小
儿急性肠套叠的非手术
治疗独树一帜。

孙超 骨外科副主
任医师，鹤壁市人民医
院住培骨科基地教学主

任，河南省医学会运动
医疗分会委员，河南省
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青委
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运动医学分会委
员。开设了关节镜膝肩
疼痛门诊，并独立完成
了前后交叉韧带解剖重
建术、全膝滑膜清理术、
半月板缝合修补成形
术、肩峰成形术、肩袖损
伤修复等关节镜微创手
术。

孙耀辉 主任医师，鹤
壁市人民医院医学影像中
心主任兼南院区医学影像

科主任。省医学会医学影
像技术分会委员、省抗癌
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
业学会委员、省医院协会
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学会委
员、市抗癌协会副理事
长。擅长结合CT、MRI、
PET-CT等影像方面的
表现建立各种影像检查手
段之间的联系对中枢神经
系统、骨骼肌肉系统、胸腹
部疾患的影像诊断与研
究。

汪涛 鹤壁市人民
医院CT室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工作26年, 擅

长颅脑、胸腹部肿瘤及
体部各系统疑难疾病的
检查和诊断,担负市人
民医院疑难影像病例诊
断、临床复杂影像会诊
等任务；负责本市法医、
工伤及交通事故的影像
鉴定。获“鹤壁市文明
医生”“鹤壁市优秀红十
字医疗专家志愿者”“鹤
壁市优秀人大代表”等
荣誉称号。

王静敏 鹤壁市人
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曾荣获
鹤壁市人民医院先进工
作者，市人民医院医德
医风先进个人，鹤壁市
健康科普专家、市院两
级优秀医师、市优秀红
十字志愿者先进个人、
河南省红十字会优秀红
十字医疗专家志愿者等
多项荣誉称号。

王素青 鹤壁市人
民医院儿科二病区主
任, 副主任医师,河南

省医师协会小儿血液肿
瘤学组委员, 鹤壁市医
学会儿科分会委员。从
事儿科专业30余年，擅
长支气管哮喘、肝功能
损害、川崎病、巨细胞病
毒感染、儿童晕厥及中
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疑难
疾病的诊治，多种急危
重症疾病抢救。在国家
级医学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20余篇。

王自豪 参加工作
近20年,具有国家级冠
心病介入治疗资格证，

从事介入工作10余年，
独立完成冠心病介入治
疗及急性心肌梗死的急
诊介入治疗,在鹤壁市
处于领先地位，科室年
门诊量超10000例，作
为术者每年三、四级手
术量近200例，先后获
得“鹤壁市青年岗位能
手”“鹤壁市人民医院建
院60周年未来之星”等
荣誉称号。

邢震 鹤壁市人民
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
师，从事骨科临床 23

年。擅长脊柱外科、关
节外科、创伤骨科、小儿
骨科、手足外科及骨肿
瘤的诊断及治疗。颈椎
腰椎间盘突出融合内固
定；脊柱内窥镜微创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髋膝
关节置换；小儿肱骨髁
上骨折，手法复位微创
内固定；老年髋部骨折
及腰椎压缩性骨折椎体
成形术均处于全市领先
地位。

许俊华 副主任医
师，鹤壁市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副主任，鹤壁市

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
神经外科临床工作，擅
长颅脑损伤、颅内出血
等神经外科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断及治疗，率
先开展颅内出血钻孔引
流的微创手术治疗。独
立开展了颅底肿瘤切
除、脑动脉瘤夹闭等代
表了神经外科先进技术
水平的一系列高难度手
术。

许用福 主治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委员，

从医近四十年，全身心
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去，坚持站在“假如我是
病人”的角度去指导自
己的言行，在医疗战线
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把一腔热血献给人民，
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口腔
事业。他以高尚的医
德，精湛的医术，受到患
者的广泛赞誉和各级领
导的充分肯定。

鄢楠 副主任医师，
鹤壁市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山城病区

副主任。从事呼吸内科
疾病诊治、研究 20 余
年，擅长慢性咳嗽、慢阻
肺、支气管哮喘、发热疾
病、重症肺炎、呼吸衰
竭、支气管扩张、间质性
肺疾病、肺癌等疾病的
诊治，擅长呼吸机的应
用，以及呼吸急、危重症
的救治。发表国家级、
省级核心论文6篇，参
与省级科研1项。

尹二成 副主任医
师，鹤壁市人民医院骨
科二病区，河南省医师

协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
青年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医师协会手外科医师
分会委员，河南省中西
医结合骨伤分会足踝专
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
鹤壁市医学会骨科分会
委员，擅长四肢创伤骨
折手术治疗，人工髋膝
关节的置换术，运动创
伤的关节镜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的微创治疗等
多项手术技术。

岳国荣 鹤壁市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
医师,鹤壁市中医药学会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糖尿
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鹤壁市医学会糖尿病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鹤壁市
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
学分会常委，河南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糖尿病分会
委员。从事内分泌科临
床工作10余年，对于内
分泌科常见的糖尿病酮
症酸中毒、高渗昏迷等急
危重症，有独到见解和治
疗方法。

张国政 主任医师，
鹤壁市人民医院肿瘤内
科主任兼肿瘤内二病区

主任，河南大学教授，加
拿大访问学者，从事肿
瘤内科临床近30年，擅
长化疗副作用的处理，
对恶性淋巴瘤、恶性胸
腹水的治疗造诣颇深。
对恶性肿瘤的靶向治
疗，颇有研究。曾荣获

“鹤壁市新长征突击手”
“鹤壁市最美医生”等荣
誉称号，2022年4月入
选鹤壁市“兴鹤聚才计
划”之“鹤壁名医。”

张丽君 主任医师，
鹤壁市人民医院CT室
主任。河南省医学会放

射分会委员、河南医师
协会放射分会委员、河
南省医学会卒中分会影
像专业委员、河南省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
断专家库成员。从事影
像诊断工作三十余年，
学科带头人之一，对影
像专业的疑难病例能做
出较高水平的诊断。熟
练掌握各种常见病、多
发病及疑难病症的影像
诊断及鉴别诊断。

张丽莉 25年来，一
直在核医学工作，积累
了丰富的核医学诊断治

疗和管理的工作经验。
在碘131治疗甲状腺功
能亢进症、甲状腺恶性
肿瘤、89锶治疗恶性肿
瘤骨转移等核素治疗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积极引进新业务，新
技术。率先在鹤壁市开
展放射性核素治疗，填
补了鹤壁市相关专业的
空白，让鹤城百姓不出
鹤壁，享受到高水平的
医疗服务。

张茂增 副主任医
师，鹤壁市人民医院心胸
肿瘤外科。擅长食管恶

性肿瘤、肺恶性肿瘤、食管
胃交界性肿瘤、纵隔肿瘤
等肿瘤疾病的综合治疗
和外科治疗。河南省抗
癌协会委员，河南省抗癌
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
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肿
瘤临床精准诊断与治疗
委员会委员，河南省肿瘤
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
会委员，先后被医院评为
医德医风优秀个人，先进
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

张明丽 鹤壁市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
擅长于消化系统疑难杂

症诊治及消化内镜下微
创治疗，熟悉消化系统常
见病、多发病和急危重症
疾病的诊治和抢救，消化
心身疾病诊治方面有丰
富的经验，特别擅长消化
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胃食管反流病、急慢性胃
炎、消化性溃疡、炎症性
肠病、功能性肠病、急慢
性腹泻、消化不良、胆囊
炎、胰腺炎等疾病的诊断
治疗。

张则才 鹤壁市人
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

师学会肝胆外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鹤壁市抗癌
协会肿瘤委员会副理事
长,鹤壁市抗癌协会放
疗委员会副组委,河南
省医药信息协会内镜微
创保胆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从事外科临床工
作20余年，擅长肝癌、
胆管癌、肝血管瘤、肝硬
化门静脉高压症、腹腔
大血管及周围血管等外
科疾病的诊断治疗。

——鹤壁市人民医院（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