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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人民医院妇
科总院区护士，主管护

师，曾在该院妇科病区
多次参加院里的各项比
赛并获得优异成绩，后
又受科室的委派，参加
了 PICC资质的培训班
并顺利结业，在取得资
质后，在科室成功开展
了此项业务，为肿瘤患者
减少反复穿刺和液体外
渗带来的痛苦。此外，面
对疫情不畏风险，逆风而
行，在支援周围地区时积
极报名并参与多次全市
核酸采样工作。

叶亚红

鹤壁市人民医院普
外科总院二病区护士，

护师，鹤壁市造口伤口
失禁专业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名造口护士，无
论多脏多累，她总是面
带微笑，以温暖的双手
书写平凡的事业、以热
情善良的心感动每一位
患者，为了让患者及家
属更好地掌握造口知
识，她在科里每月为造
口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建立微信群，普及造口
知识。

邢雪琳

鹤壁市人民医院骨
科总院一病区，主管护

师。作为一名党员，先
后获得“先进工作者”、
技能操作比赛二等奖，
发表学术论文 4篇，实
用新型专利 2 项。在
工作中她始终认为护
理无小事，除了紧急救
治、专业康复，自己也
要“慢下来，去体会、去
共情，满足患者疾病治
疗、安全的需要，更要
满足她对自我的认可
和尊重”。

王媛媛

鹤壁市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管护师，中

共党员，多次外出进修
考核学习，荣幸地成为
鹤壁市第一位通过世界
造口治疗师协会认证，
并获得专业资格认定的

“国际造口治疗师”。在
医院和护理部大力支持
下率先开设护理门诊，
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她全年无休，认真负责，
不断提高专业技术能
力，促使专科护士发挥
最大价值。

刘佳佳

鹤壁市人民医院老
年医学科护士,主管护

师，老年专科护士。自
参加工作以来，凭借对
护士事业的热爱，在自
己所从事的岗位上，任
劳任怨，默默奉献，刻苦
钻研，熟悉业务，以“钉
钉子”的精神认真做好
各项患者护理工作，先
后荣获了“鹤壁市护理
技能岗位能手”“优秀护
士”“优秀创新创业个
人”等荣誉。

张艳清

鹤壁市人民医院手
术室护士，主管护师。先

后获得鹤壁市护理技术
岗位能手、鹤壁市优秀护
士；鹤壁市人民医院十
佳护士；河南省《手术室
护理实践指南》授课比赛
中获得优秀奖。2016年
到中国科学院阜外医院
手术室进修心脏手术配
合，并将学到的理论和实
践应用在临床工作。参
与完成了多例心脏瓣膜
置换术、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等手术配合。

任李靖

鹤壁市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护士，主管护师，

从事护理工作 11 年。
2016年荣获《中国护理
管理》杂志社内分泌“教
育 之 星 ”优 秀 个 人 、
2017～2020 年在院科
普能力大赛等项目中多
次荣获奖项，2020年河
南省医学教育优质课三
等奖。作为科室内的培
训老师，每年集体科普
教育至少40场，惠及人
群500余人次。全院护
士“血糖管理能力”培训
达300人次。

韩利利

鹤壁市人民医院
CCU护士，主管护师，中

共党员，曾先后获得
2015年“河南省青年心
电杯”三等奖；2019 年

“青年教师理论授课比
赛”三等奖；2021年“河
南省心电学会首届护理
心电知识竞赛”三等
奖。心电图知识的累积
使她在工作中做到“哨
兵”一职。曾从监护屏
上发现一位年轻患者突
发心室颤动，及时挽救
了患者生命。

胡彦红

鹤壁市人民医院血
液净化室护士长，主管

护师，从事护理工作近
20年，曾获得医院“先进
工作者”“十佳护士”“优
秀青年护士”等荣誉称
号。 2018年河南省“净
护天使”血透技能比赛
中获得全省二等奖的好
成绩。作为一名血透护
士长，每天坚持提前半
个小时到岗；每逢节假
日替班；24小时待机，随
时应对突发情况，这已
经成为她的工作日常。

张胶云

鹤壁市人民医院总
院区急诊科护士长，主管

护师，参加护理工作19
年。多次被授予“文明职
工”“优秀护士”“先进个
人”“全国好警嫂”等荣誉
称号。新冠疫情暴发后，
彭庆霞制定了鹤壁市人
民医院急诊科的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并带领急诊
科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始
终勇敢战斗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做到接诊、出诊、
转运等无缝对接工作流
程，保证了急诊科无感
染、无伤亡。

彭庆霞

鹤壁市人民医院总
院产房护士长，主管护

师。从事助产工作20多
年。任职以来她一直努
力将国际国内先进的分
娩理念与医院的实际情
况相结合，积极在产房
开展新业务、新技术，完
善产房各项制度流程，
同时创新了各种状况下
的急救演练、操作，使每
组医护组合达到了完美
的契合，打造了一支真
正能保障母婴安康的产
房团队。

黄青敏

鹤壁市人民医院山
城骨科护士长、主管护

师，有着丰富的骨科护
理临床实践和理论知
识，为患者提供专业的
康复指导。曾先后获得
鹤壁市“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护士长”等荣誉称
号，带领的科室多次获
得鹤壁市“优质护理服
务先进集体”称号。疫
情暴发以来，多次作为
领队入驻医学隔离点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工作顺利开展。

董艳芳

鹤壁市人民医院儿
科总院二病区护士，主

管护师，中共党员，在儿
科护理岗位工作已有14
年。她以饱满的热情、
温暖人心的言语、悉心
的护理，扎实的业务能
力为患者排忧解难，在
护理工作中，她始终肩
负着一名护理人应该具
备的高度责任心，先后
获得“青年岗位标兵”

“优秀护士”“十佳护士”
等荣誉称号。

赵志粉

鹤壁市人民医院妇
产科、儿科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擅长产科重症
护理及助产技术，带领
助产士们在产房开展了
非药物性无痛分娩、自
由体位待产、适时无保
护接生、瘢痕子宫及巨
大儿顺产等一系列新技
术、新业务。曾获“坚守
产房三十年资深助产
士”荣誉称号,2019年获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卫健委授予第五
届最美护士提名奖。

原继红

鹤壁市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总院三病区护

士长，主任护师。注重
护理教育，自创情景式
教学、操作培训。指导
多名护士参加全国、省、
市技能操作比赛，获得
诸多荣誉。2020年带领
科室护士开展“品管圈”
活动，先后在省品质管
理活动大赛中荣获“一
等奖”。积极开展新业
务、新技术并应用于临
床工作，发明专利一项，
参编专著两部。

刘尚洁

鹤壁市人民医院山
城院区总护士长，主任

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
作32年，擅长急救技术
宣讲，积极筹建成立鹤
壁市护理学会急诊分
会，开展应急救护工作
坊模式及鹤壁市急诊青
年论坛，举办鹤壁市基
层医院护士能力提高
班，先后获得鹤壁市优
秀“红十字”志愿者、“优
秀护士”、省“优秀红十
字医疗专家志愿者”等
诸多荣誉。

邵凤珍

鹤壁市人民医院护
理部主任，主任护师，护

感控党支部书记。从事
儿科护理工作 25 年，
2000年走上护理管理岗
位。任创建办副主任期
间，成功创建三甲医
院。作为护理团队的带
头人，她立足岗位、创新
驱动，高质量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在疫情防控
和专业发展中淬炼品
质，建立了一支具有超
强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护
理队伍。

周国丽

鹤壁市人民医院南
院区急诊科护士长，主

管护师，参加工作14年
来，先后在河南省急诊
急救微课比赛、市外周
静脉输液治疗护理演讲
比赛等各项比赛中获
奖。她和同事创新发明
的“二维码识别技术在
急救药品管理中的应
用”在医院新技术、新业
务汇报中荣获第一名，
连续三年被评为医德医
风优秀个人、先进工作
者称号，荣获“抗疫最美
护士”。

刘敏

鹤壁市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一病区护士

长，主管护师。工作13
年，具有娴熟的护理操
作技能。先后荣获鹤壁
市优秀护士长、创新护
士、技术能手称号和河
南省品管圈大赛三等奖
等。此外，她在专业核
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数篇;发明型专
利 3 项;实用型专利 3
项，建立“静休一小时
束”管理机制，形成科室
特色,打造高效学习型
护理团队。

张翠翠

鹤壁市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

护师，中共党员，从事临
床护理工作21年以来，
带领的护理团队以及个
人曾荣获诸多奖项。日
常工作加班加点，抗击
新冠肺炎，她总是带领
团队承担最艰巨的任
务，当郑州疫情吃紧，她
毅然决然投身抗疫一
线，当滑县急需援助，她
再一次选择直面病毒，
继续“奋战”。

杨丽华

鹤壁市人民医院心
胸外科护士长，主管护

师，从事护理工作 22
年。自参加工作以来先
后获得“市最美护士”

“优秀管理者”“优秀护
士长”“医德医风优秀个
人”等荣誉称号。所带
领的科室多次获得“优
质护理服务先进集体”

“护理临床教学优秀科
室”等荣誉。疫情暴发
以来，多次参加援助安
阳、滑县、郑州核酸采集
工作及参加全市大规模
核酸采集工作。

张娜

鹤壁市人民医院肿
瘤内二科护士长，主管

护师，她从事护理工作
27年，坚持“以病人为中
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
务理念，先后获得鹤壁
市优秀护士、鹤壁市人
民医院优秀护理管理
者、优秀护士长、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带领
护理团队率先通过该市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
房的验收，成为鹤壁市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
房及鹤壁市癌痛培训基
地。

南华

鹤壁人民医院甲状
腺乳腺外科护士，护师，

静脉输液治疗专科护
士,荣获临床护理理论
授课“优秀奖”“医德医
风优秀个人”“十佳护
士”等光荣称号。2020
年她学习静脉治疗相关
专业技术，回到科室，她
很快成功进行了第一例
PICC置管术,相继在安
宁疗护置入中等长度导
管以及经外周置入中心
静 脉 导 管 (PICC)50 余
例。

丁冰鑫

鹤壁市人民医院消
化呼吸内科山城院区护

理负责人，主管护师。
鹤壁市优秀护士、优秀
共产党员，带领的护理
团队曾荣获鹤壁市优质
护理服务先进集体、护
理临床优秀教学科室、
星级优质护理品牌等荣
誉。2021年参加隔离点
的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隔离点组长,确保防护
到位、登记规范、细微观
察病情变化，荣获“山城
区2021新冠疫情防控纪
念章”。

周倩

鹤壁市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总院三病区护

士，主管护师。善于学
习，熟练掌握心内科急
危重症患者的护理，并
能协助护士长进行带教
工作。她规范掌握各种
技能操作流程，曾连续
三年获得鹤壁市人民医
院“技术操作能手”称
号，获“优秀带教老师”

“鹤壁市优秀文明护
士”。品管圈项目荣获
河南省比赛一等奖，并
积极撰写发表论文。

徐军晓

鹤壁市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护士，主管护师，

10年来曾获得“优秀创
新创业个人”“健康科普
技能竞赛优秀奖”，在鹤
壁市“弘扬文明健康奉
献新风尚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十大标兵
选树活动中被评为“最
美护士”。她先后外出
学习获得“脑卒中”专科
护士证书，此外她还为
患者上门服务，让患者
在家也能享受到专业的
护理和指导。

王月娇

鹤壁市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主管护

师，呼吸治疗师，中共党
员。主要负责危重患者
呼吸治疗及教学工作。
在科室开展床旁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俯卧位通
气等多项呼吸治疗技
术，大大提高了危重患
者呼吸系统疾病的救治
水平。成功牵头举办两
届鹤壁市呼吸治疗研讨
会，与兄弟医院交流呼
吸治疗技术，促进共同
发展为患者健康保驾护
航。

郭小凤

鹤壁市人民医院中
医科护士长,副主任护

师。曾取得鹤壁市护理
知识竞赛第一名。工作
37年来，多次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
者、优秀护士长、优秀护
士、优秀护理专家等荣
誉称号。2018年被评为

“三甲创建先进个人”。
带领的护理团队多次获
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
集体”“护理临床教学先
进科室”“感染管理先进
科室”荣誉。

宋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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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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人民医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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