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延昌15

张记龙7

楚社录18

黎海亮20

高延征12

王平凡2

兰春艳6

黄迁祥16

田学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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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万国兰

王平凡

王爱国

韦德华

田学敏

兰春艳

张记龙

李 玮

李发枝

李 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 位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

郑州市骨科医院

濮阳市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

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黄庄村卫生所

新乡市辉县市南寨镇三郊口卫生院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驻马店市平舆县东和店镇中心卫生院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姓 名

赵 灿

高延征

秦贵军

钱惠茵

高延昌

黄迁祥

韩文丽

楚社录

雷大钊

黎海亮

单 位

周口经济开发区太昊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洛阳市栾川县狮子庙镇王府沟村卫生室

许昌市人民医院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邓州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首届“河南最美医生”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首届“河南最美医生”候选人出炉
本报讯（记者 曹萍）7 月 26 日，

记者从“河南最美医生”宣传推介活
动组委会获悉，首届“河南最美医
生”20 名候选人已经产生。7 月 27
日起，公众可通过大河网进行投票。

首届“河南最美医生”宣传推介
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同
主办，河南省医学会、医药卫生报社
承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活动旨在

深入宣传、推介全省卫生计生系统
“最美医生”，树立一批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诚大医榜样，激励广大
医务工作者学习先进典型，崇尚医
德仁心，为实现健康中国、让健康中
原建设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全省
各地、各医疗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向
活动组委会报送推荐人选事迹材
料。活动组委会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要求，本着面向医疗卫生基
层和一线倾斜的原则，经过评审委
员会的评审，最终确定了 20 名候选
人。

自 7月 27日 8时起，公众可登录
大河网进行投票，投票时间截至 8月
1日 8时。投票结束后，活动组委会
将适时组织召开终评会，结合公众投
票情况，最终推选出 10名首届“河南
最美医生”，并将于今年首届“中国医
师节”前夕举行颁奖典礼。③5

扫一扫投票

万国兰1

投票说明：
1.登录大河网（www.dahe.cn）的首届“河南最美医生”专区，进行投票。
2.每个手机号码每天只能投1次，每次最多可选10名候选人。
3.投票过程中严禁使用商业手段、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一经查实视为废票。
4.投票时间：2018年 7月 27日 8:00-2018年 8月 1日 8:00。

赵灿11
王爱国3

李发枝9

韩文丽17

李峰10

李玮8
韦德华4

钱惠茵14

雷大钊19

秦贵军13

万国兰，女，69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荣誉主
任，全国医德标兵、河南省首
届“华兰杯”优秀医师。

她曾将多年的积蓄 15 万
元捐赠给家乡小学，却只收下
了一条红领巾。她经常省吃
俭用，但资助的患儿不计其
数。早已退休的她，仍坚持每
周三天坐诊，风雨无阻。她以
只有80斤的自己为试验品，创
立“位点加穴位药物注射疗
法 ”，救 治 了 数 以 万 计 的 患
儿。她助力年轻医生成长，培
养的医生遍及全国。③5

王平凡，男，57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河南省胸科医
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中国优秀医师奖获得
者。

他精研医术，有33项新业
务、新技术填补了我省心血管
外科空白，其中 5项填补全国
空白。大约 1.5万名患者经过
他的手术治疗转危为安。他
曾将医院奖励的“特殊贡献
奖”2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救
助了 20 名贫困先心病患儿。
他带领的团队多次奔赴西部
省份开展慈善救助活动，成为
爱佑、神华等全国性慈善基金
救助贫困先心病患儿项目中
的标杆团队。③5

王爱国，男，56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郑州市骨科医
院常务副院长，郑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他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战，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
荣立三等战功。2008 年汶川
地震，他率领 8名救援队员赶
赴灾区，救治伤员120余例，出
色完成任务。他勤于治学，率
先在河南省开展治疗儿童骨
骺早闭的骺开放术，完成的

“跟骨丘部重建治疗陈旧性跟
骨骨折临床研究”项目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他主持参与的
科研项目获省、市级奖励8项，
获国家专利1项。③5

韦德华，女，45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濮阳市人民医
院产科主任，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她所在的产科是濮阳市
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开通了“危重孕产妇绿色通
道 ”和“ 新 生 儿 诊 治 绿 色 通
道”。她签署承诺书，自愿捐
献 一 切 可 以 捐 献 的 健 康 器
官；多次参与“送医送药”到
革 命 老 区 活 动 ，诊 治 患 者
3000 多人。她完成医学专著
3部，主持完成的《乳房模具》
获国家专利。③5

田学敏，男，47岁，中共党
员，副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眼科
主任，2009 年被联合国授予

“和平勋章”，荣立三等功三
次。

2009年，他参加苏丹维和
医疗队，共为苏丹当地30余名
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手术，
包括 1名百岁老人和 2名艾滋
病患者。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
带领医疗小分队赴地震灾区
巡诊 1000 多公里、救助 6782
名患者。他从军 24年来接诊
数万名病患，年手术量3000余
例，高居医院榜首，无一例差
错。③5

兰春艳，女，41 岁，中共
党员，助理医师，漯河市舞阳
县北舞渡镇黄庄村卫生所所
长，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劳动
模范。

她扎根基层，克服重重困
难，尽己所能地做到卫生所
一 天 24 小 时 不 停 业 ，一 年
365 天不关门，随时为乡亲看
病救治。村里 200 多名老年
人，147 例高血压病人、47 例
糖尿病人的病历档案她熟记
于心；她每年都为 65 岁以上
老 年 人 做 一 次 上 门 健 康 体
检，成为老年人的贴身健康
顾问。③5

张记龙，男，48岁，中共党员，
医师，新乡市辉县市南寨镇三郊
口卫生院院长，温暖中原十大爱
心人物，河南省首届基层好医生。

由于卫生院位置偏僻，医护
人员少，他被迫锻炼成了“全能医
生”，还兼职锅炉工、厨师、司机、
保洁员。正是他的坚守，才得以
保留了三郊口卫生院，让方圆 50
平方公里的村民看病少跑路。他
的电话 6792120 被称为“大山深
处120”。

他是乡亲们的“贴心人”。他
自 21岁背上药箱起，20多年来基
本上常年无休，走遍了大大小小
200多个村庄，对于急诊，他随叫
随到，守护乡亲们的健康。③5

李玮，女，55岁，中国农工民
主党党员，主任医师，河南省中医
院儿科医生。

她是医院门诊量最大的医生
之一，年接诊患儿近 2万人次，她
的日程表上几乎没有假期，每天
因为患者加号而加班是常态。她
是医院锦旗数最多的医生之一，
她的手机里最多的通话记录、信
息都是患者家属的，微信里最长
的聊天记录是和患者家属交流病
情的。她是医院接待患者最杂的
医生之一，她在“非典”、流感和手
足口病等流行时始终坚守在临床
一线。她善于运用中医中药诊治
儿科疑难重症，是患儿家长心中
的“健康守护神”。③5

李发枝，男，75岁，中共党员，
主任医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国医堂教授，全国中医
药治疗艾滋病试点工作先进个
人、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先进个
人。

他从医 50 年，谙熟四大经
典，临证注重实效，擅长治疗艾
滋病、慢阻肺、冠心病、消化性溃
疡等疑难杂病，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2项，出版专著 5部，发表
论文 35 篇。他是最早进入中医
药治疗艾滋病领域的专家之一，
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有着多项
重大研究成果，治疗经验被全国
其他省市试点地区所借鉴。他
在无报酬、无补贴的情况下，坚
持每周二下午到尉氏县中医院
义务会诊。③5

李峰，男，52岁，中共党员，副
主任医师，驻马店市平舆县东和
店镇中心卫生院外科主任。

1991 年从新乡医学院毕业，
他主动要求到全县最偏远的东
和店镇中心卫生院工作，在他的
主持下，该卫生院在全县卫生院
中率先成立涵盖“胸外、普科、
脑外、骨外、泌尿外科”的“大外
科”。

2016 年，刚做完食管癌根治
手术的李峰坚持参加健康扶贫巡
诊，分包两个行政村，他带领下级
医师对这两个村的 565名签约贫
困患者每月上门巡诊一遍。③5

赵灿，男，48岁，中共党员，主
治医生，周口太昊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全省优秀基层医生
获得者。他所在家庭医生团队被
评为“全国优秀家庭医生团队”。

他创办太昊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创造性地推出一款家庭签
约医生手机 APP平台，居民可免
费得到家庭签约医生服务，能随
时浏览、查阅自己的健康信息。
他在省内首家引进的价值近百万
元的污物处理系统及移动式洗澡
床，破解了失能老人洗澡难题。
每周四，他会雷打不动地给老人
们体检、指导用药，进行心理疏导
等，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为“健康
管家”。③4

高延征，男，55岁，中共党员，
主任医师，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
脊髓外科主任，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发明和改良的多件
器械荣获国家专利 19项，填补了
省内和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他热心公益，带领他的团队
四处奔波，足迹遍布全省 50多个
偏远山区，义诊筛查出138位脊柱
侧弯和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为他
们成功手术。他四处募集善款，
开展“‘八方援·中国梦’脊梁工
程”专项救助，解决了贫困患者的
部分医疗费。③4

秦贵军，男，53岁，中共党员，
主任医师、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是发现多个内分泌罕见病
的河南第一人，首次建立了河南
省2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基因数
据库，主持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4 项，国家级项目子课题 8
项，省厅级课题20余项。

他德艺双馨，诊治了无数疑
难病例，挽救了许多危重患者的
生命，解救了一个个受罕见病拖
累的家庭；他用医者仁心，关怀着
他的每一位患者。

他立学立德，作为一名博士
生导师，他对于学生高标准、严要
求。③4

钱惠茵，女，81岁，中共党员，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
秀教授”“河南省人民健康好卫
士”。

她从医 53年，救治患儿数十
万人次。为了节约时间，她上班
不喝水、不上厕所；她的患者多数
来自基层，她努力为患者提供最
经济有效的治疗，一些患儿成了
她的“亲戚”，甚至有患儿被家长
取名“惠雨”以示纪念；她以身传
道，哪个学生出现了纰漏，她会毫
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告诫学生马
虎不得。

她告别杏坛后，继续发挥余
热。她的事迹被《人民日报》、新
华网、《健康报》、《河南日报》等多
家主流媒体报道，感动无数网
友，并入选中国好人榜。③4

高延昌，男，50岁，中共党
员，洛阳市栾川县狮子庙镇王
府沟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全国
最美接种医生，“最美洛阳人”。

他徒步走过的崎岖山路近
10万公里，为全村适龄儿童预
防接种。一户村民（距村卫生
室十几里，来回得8个多小时）
不愿让孩子接种疫苗，他上门
做工作，接连跑了三四趟最终
劝说成功。28年来，全村未发
现小儿麻痹、麻疹、流脑等病
例。他对经济困难的村民减免
医药费，对于特困群众免费治
疗，每年平均减免费用达3000
多元。③4

黄迁祥，男，38岁，副主任
医师，许昌市人民医院介入科
主任，“许昌市最美医生”。

黄迁祥每年只有两次的休
假，2016年 9月 15日，他回老
家探望老母亲，刚踏进家门就
接到了医院电话，他告别母亲，
匆匆返程。2017年 9月 22日，
他因鼻部疾病接受手术治疗，
术后第二天接到紧急会诊电
话，挂电话后他拔掉输液针，返
回进行会诊，并为患者实施手
术。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黄迁
祥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医院同
事们的一致好评，被大家称为任
劳任怨的“老黄牛”。③4

韩文丽，女，52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安阳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妇幼健康服务先进个人”。

她启动安阳妇幼保健院的
临床重点专科培育计划和品牌
发展战略，将医院的妇科、产
科、儿科打造成市重点专科承
建科室；在全省首创女性盆底
病和妊娠期糖尿病病区，并筹
备组建了“安阳市危重孕产妇
救治中心”“安阳市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使急危重孕产妇及
新生儿抢救成功率达99%。

2012 年，她组织成立“两
癌筛查医疗队”，带队走遍安
阳，7 年间累计筛查 36290 人
次。③4

楚社录，男，54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三门峡市中心医
院心胸外科主任，全国万名医
师下乡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市级
先进工作者。

他累计接诊患者 6万多人
次、手术 3600台，日手术最多
4台，救治的患者最大年龄 93
岁，最小的出生不足 24小时，
连续工作时间最长达 28个小
时，足迹几乎遍布三门峡的每
个县、乡，将小病不出村、大病
不出县的新医改政策落到实
处。

“只要全心付出，患者自然
明白。”这是楚社录对自己的承
诺，更是对生命的承诺。③4

雷大钊，男，48岁，中共党
员，副主任医师，邓州市中心医
院普外科二病区副主任，邓州
市“好医生”获得者。

他医者仁心、关爱患者。
2017年 3月，他接诊一名肠道
肿瘤晚期的年轻女孩，给予女
孩父亲般的关爱，女孩临终前
深情地喊了他一声“爸爸”。患
者去世后，他满怀深情写下了
198行长诗进行悼念，用“医者
父母心”展示了新型的医患关
系。

2016年，他个人出资在医
院成立“爱心义诊队”，进行义
诊100余次，服务群众5000余
人次。现在，爱心义诊队从 20
余人发展到200余人。③4

黎海亮，男，54岁，中共党
员，主任医师，河南省肿瘤医院
放射介入科主任，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他用23年时间，把医院放
射介入学科从“小”“弱”“散”，发
展成为国内综合实力领先、开展
项目最全的肿瘤综合介入诊疗
中心；他是河南肿瘤微创介入技
术的领路人，带领团队足迹遍布
全省，提升基层医院的肿瘤微创
介入水平；“让病人少花钱的情
况下完成治疗”是他认真践行的
使命担当，也使他赢得了患者的
信任和爱护。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