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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奖
《宫“心”计》
报送单位：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脑海中的橡皮擦》
报送单位：永城市中心医院

二、银奖
《徐大爷的那些事》
报送单位：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妇幼超声伴你行》
报送单位：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捉“妖”记》
报送单位：浚县人民医院

三、铜奖
《洗手舞》
报送单位：新乡医学院一附院滑县

医院

《血小栓的“爱”》
报送单位：洛阳东方医院

《抚正你的面子》
报送单位：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乘风破浪消灭小石头》
报送单位：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我的前半生——条脑血管的自述》
报送单位：遂平仁安医院

（一）特别奖
陈 卓 郑州市中心医院
安宇雷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二）金奖
牛雅雅 河南省儿童医院
王志远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张 敏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三）银奖
张秋君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徐国良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芸燕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罗 宁 信阳市中心医院

（四）铜奖
杨 婧 商丘市中心医院
李 琳 许昌市中心医院
梁廷营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付婷婷 偃师市人民医院
魏迎东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五）最具潜力奖
王孟杰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侯晓丽 郑州人民医院
郭振坤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杨相依 周口市中心医院
赵 清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马 鸣 河南省中医院
王 威 焦煤中央医院
周创新 延津县潭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 瑜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 媛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马巧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曾冰青 滑县中心医院
黄金鸽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苗沛霖 开封市中心医院
李 慧 漯河医专二附院
杨 爽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郭云鹏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温珊珊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六）科普业绩奖
袁惠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黎 民 周口市中医院
司 维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高毅娜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李红梅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范 围 河南省中医院
郭凯丽 三门峡市中医院
张向阳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杨婷婷 信阳市中心医院
张 瑞 黄河三门峡医院

（七）现场表现奖
叶 森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高梦娜 河南省肿瘤医院
胡娟娟 夏邑县中医院
张乐平 南阳南石医院
单念念 平舆县妇幼保健院
贾璐彩 河南省儿童医院
谢梦琪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张青华 许昌医院
吴 涵 许昌市立医院
尚园园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杜金航 安阳市人民医院
张琳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八）入围奖
刘迎强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陈笑寒 漯河医专二附院
郭燕燕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裴建阳 汝州市人民医院
张在朝 马村区文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刘慧琳 长垣市人民医院
卜珊珊 河南省肿瘤医院
湛 晴 信阳市中心医院
刘 冰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新义 邓州市妇幼保健院
杜慧丽 新乡市中心医院
李亚如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霍善知 河南信合医院
段文风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 娜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童雪梅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张艳柳 南阳南石医院
赵秋平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代丽娜 兰考县妇幼保健院
张 铮 济源市肿瘤医院
张贝贝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杨 帆 周口市中心医院
李夏梦 鹤壁市妇幼保健院
杨柳青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王新义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丽菡 开封市中医院
武智晓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常麦会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夏 磊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王慧慧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龚毓宾 河南省人民医院
朱慧娟 开封市儿童医院
蒋振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
邓 萌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刘 丽 永城市中心医院
姬林雪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刘学静 焦作市人民医院
张佳佳 河南省省立医院
许亚欣 开封市中心医院
李 妞 鹤壁市人民医院
夏娜娜 河南省生殖妇产医院（河南省人口计生

科研院）
王雪霞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千娜娜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 欣 安阳市眼科医院
鲁方丽 河南省省立医院
郑文惠 河南省生殖妇产医院（河南省人口计生

科研院）
常丽丽 济源市人民医院
王璐璐 巩义市人民医院
张兆东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王永淑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许 凯 鹤壁市人民医院
张可宁 原阳县中医院
狄永康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陶晓坤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 阳 济源市妇幼保健院
邢晓倩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张楠楠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俞翔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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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河南省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获奖名单

第三届河南省健康科普能力大赛颁奖典礼

一、河南省健康科普大赛个人奖 二、河南省健康科普大赛
最佳组织奖

河南省健康科普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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