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暨安阳市儿童医院是豫北地区最大的一

家妇幼卫生机构，该院为提高学科整体水平，稳定和吸纳优秀人

才，建立一支符合医院学科建设及医院业务发展的专业人才梯

队，按照医院学术管理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结合该院“十二五”

规划，去年开始启动了学术带头人选拔工作，以推动医院学术建

设快速发展和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学术带头人选拔坚持“公平、公开、公正”，

“竞争、择优”，“动态培养、动态管理”的原则，选拔出了一批具有

爱祖国、爱医院、学术诚信、勇于开拓，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具有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精神的中青年学

术骨干。

以下是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学术带头人简介。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选拔出一批学术带头人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联系电话：
0372-3285209
网址：
http://www.aysfybjy.com

丁黎，女，副主任医

师，内分泌学科带头人，

1994年毕业于河南省新

乡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

学士学位，2003年在北京

市儿童医院进修儿科内分

泌和肾脏一年。从事儿科

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近20年，具有丰富的儿科

疾病的临床诊治经验，擅

长儿科矮小症、性早熟、遗尿等内分泌及肾脏系统疾

病治疗，每年多次参加国家及省级儿童内分泌专业会

议，现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会员，中华医学会河南

省儿科预防医学会儿科内分泌学组委员。

她在小儿内分泌疾病（包括儿童身材矮小、性发

育异常、儿童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肾脏疾病（如血

尿、蛋白尿等）及感染性疾病（如呼吸道、消化道等系

统）等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曾先后在国家级、省级

医学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她工作严谨，作风踏

实，待人诚恳，对患者和蔼可亲，多次荣获“优质服务

明星”、“文明职工”等称号。

张艳芳，女，副主任医师。1996年毕业

于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在安阳市妇幼

保健院儿内科工作至今，现任安阳市妇幼保

健院儿科免疫学科学术带头人。先后在国

家级、省级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从事临床工作近 20年，历任儿内科

住院医师、主治医师，2009年被聘为副主

任医师。她理论基础扎实，具有丰富的临

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了儿科各种常见病

及多发病的诊治和疑难重症的救治，并经

常参加各类儿科学习班学习，提高自己的

诊治水平。2006年 8月至2007年 7月在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和免疫科进修学

习一年。

她对儿科各种贫血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各种白血病、出凝血疾病及郎格韩细胞组织

细胞增生症、噬血细胞综合征等各种血液病

以及过敏性紫癜、川崎病、风湿热及类风湿

性关节炎、免疫缺陷类疾病等儿科免疫性疾

病有着较深的造诣。她还积极协助科主任

为血液科血检室的筹备培养人才，创建了血

检室，填补了安阳市妇幼保健院的空白，为

血液科、免疫科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

础。 2010年、2012年，她连续两年参加了

手足口病重症病区的工作，获得患者家属的

好评。

韩丽，女，42岁，副主任

医师，儿童消化科学术带头

人。1995年毕业于河南医

科大学儿科专业，1995年

11月在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儿科参加工作，先后从事儿

科急诊、急救及儿内呼吸科

及重症监护病房的临床诊疗

工作，工作近20年，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儿科常

见病如：肺炎、腹泻、贫血、胃肠疾病有丰富的治疗经验。

为了更好地开展专科建设，她于2004~2005年在

湖南省儿童医院专业进修小儿消化科及消化内镜专业，

对儿科消化系统疾病如：急慢性腹痛、腹泻，呕吐、呕血、

便血原因待查，婴儿肝炎综合征及食物蛋白过敏等有深

入的学习及研究，并在医院带头开展了小儿胃镜及结肠

镜的检查技术，提高了医院儿科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

治疗水平，使医院儿科消化专业疾病的诊治工作处于全

市领先水平，并发表儿科消化专业论文4篇。

李海燕，女，儿童腔镜

专业学术带头人。2008年

遵义医学院小儿呼吸专业

研究生毕业，在安阳市妇幼

保健院小儿呼吸科工作，

2010年在北京儿童医院进

修小儿重症医学科及小儿

纤维支气管镜技术，2011

年至今在安阳市妇幼保健

院小儿急救中心工作。

她从医10多年，特别擅长呼吸危重病诊断和抢

救，如各种原因引起的小儿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重症肺炎、危重症哮喘以

及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炎、癫痫持续状态等神经

系统危重疾病。近年来，她参加了手足口病危重症的

抢救和治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3年，她首先在

安阳市儿科引入小儿纤维支气管镜技术，使全市小儿

呼吸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了一个新台阶，很多小儿

难治性哮喘明确了诊断，小儿重症肺炎治疗更加有效，

并在国家级及省级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李丽英，女，儿童心内

科学术带头人。1996年至

2001年就读于郑州大学医

学院，获学士学位。她从事

儿科临床工作10余年，常

年工作在临床一线，先后在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科、感染、重症监护室、急

诊、心脏内科等科室工作，

业务全面、熟练，理论扎实。

她对小儿常见病、多发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特

别在小儿心脏内科方面有深入的研究。2012年曾赴

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学习小儿心脏内科半年，多次参加

国内儿科心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对小儿心脏内科常见

病及危重症，特别对川崎病、心肌炎、各种类型心肌

病、心包炎及各种类型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等小

儿心血管系统疾病有独到的见解。

近年来，她在国家级、省级医学期刊发表了《川崎

病合并冠状动脉损害的高危因素》、《35例先天性心

脏病合并肺炎临床分析》等学术论文9篇。

刘威，男，副主任医

师，医学硕士，肾病专业

学术带头人，2001年郑

州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

临床专业；2010年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

生毕业，肾病专业。

2001年从事临床工

作至今，他发表SCI收录

论文1篇，国家级及核心

期刊论文10余篇，2012年获得安阳卫生科技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他擅长各种肾脏疾病（肾病综合征、

急慢性肾炎、紫癜性肾炎、IgA肾病、泌尿系感染等）

以及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诊断治疗，对各种急危重

症的抢救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他多次参加肾病专业学习班，并取得了美国儿

科高级生命支持学习班毕业证书，2006年在河南省

胸科医院重症监护科进修。近年来，他多次参加安

阳市儿科手足口疾病患儿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疗

效，并获得安阳市卫生局表彰。

王亮亮，男，主治医

师，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感

染性疾病科学科带头人，

毕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即从

事儿科临床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尤

其擅长发热待查、EB病

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的诊治，并曾在北京儿

童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学习。

2010年安阳地区出现多例传染性手足口病重

症病例，他不顾自己年幼的女儿正处于手足口病重

症病例高发年龄，坚守手足口病重症病例救治前线，

积累了丰富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抢救经验。2010

年、2011年，他连续两年代表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参

加安阳市急救大比武，并连续两年获得呼吸机操作

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并代表安阳市医疗系统参加

河南省急救大比武，成绩优异。

王淑珍，女，36岁，安

阳市妇幼保健院急救学

术带头人。2002年毕业

于新乡医学院，大学本科

学历，2002年8月参加工

作，2011年在北京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进修儿科急

救及新生儿危重症，在职

研究生结业。

她在新生儿肺透明

膜病，肺动脉高压，新生儿败血症，气胸，新生儿弥漫

性血管内凝血，新生儿休克等治疗上有着独到的见

解，尤其擅长早产儿的救治，对早产儿常见并发症的

防治有丰富的经验。她率先引进了脐静脉插管技

术，有效减轻了早产儿长期输液带来的痛苦。她在

儿科危重症的治疗也有大量的临床实践。目前负责

儿科院前急救的工作，为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和安阳

市儿科危重症的抢救与治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伟，男，主治医师，

新生儿外科学术带头人。

200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

医学院临床专业，学士学

位，毕业后即到安阳市儿

童医院工作至今。2008~

2009年，他在南京市儿童

医院进修学习一年，对治

疗新生儿先天性肠闭锁、

狭窄性幽门肥厚；腹股沟

斜疝、鞘膜积液、阑尾炎；隐睾、包皮过长包茎；腱鞘

炎、肌性斜颈以及其他新生儿外科、普外科、泌尿外科

和小儿骨科等疾病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他任职期间主刀完成多例新生儿外科危重手术

病例，其中一例为早产一月、体重1.7kg的新生儿十

二指肠闭锁合并败血症及电解质严重紊乱患儿，经

手术抢救治疗后转危为安。在日常的工作中，他坚

守“一切为了病人”原则，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工

作之余，努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知识学习及修养，并在

丁香园网站及好大夫在线上踊跃发言，积极回答医

务工作者及患儿家属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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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握你的手

不再有青春的激情

60多年相濡以沫

早已分不清彼此你我

“尽全力让他活下去”

因为你已是我生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我想说——

这不仅仅是责任

这更是爱！

让人羡慕感动仰望的爱！

老伴儿□诗评

王东亮

西平县柏城街道邵庄社区一直流传着一

个伉俪情深的故事，83岁高龄的李秀珍老人

始终如一地伺候因脑血栓、高血压后遗症偏

瘫在床的老伴邵留柱长达21年。5月4日，

记者来到李秀珍的家里看望这位平凡而伟大

的老人。

雨后初霁，当我们走到李秀珍老人居

住的社区，她的大女儿早在路边等待，片刻

寒暄后，我们往老人家里走。一路上，说起

母亲照顾父亲的事，老人的女儿滔滔不绝：

“我妈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年轻时候养活

我们姊妹6个就不容易，父亲从农行退休后

本来该享清福的，谁想到又得了这个病，从

此我妈再也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了。”不知不

觉走到老人的家门口，听到我们的说话声，

李秀珍老人从院子里迎了出来和我们打招

呼。面前的李秀珍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大

家都惊呼：“这哪儿像83岁的老人，分明是

73岁。”

走进这个普通的小院，一眼看去，院子

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面扫得干干净净，一

小块菜地里的生菜、大葱、莴苣经过雨水的

洗礼透着油油的绿意；果树上挂满了青涩的

果子，象征着成长的希望；晾衣绳上洗得雪

白的围嘴儿在微风里轻轻飘着。空气里弥

漫着安静祥和的气氛，一点都不像有病号卧

床的家庭。问起老人，才知道家里里里外外

都是她一个人收拾的，儿子、女儿都有自己

的事业和家庭，没有住在一起，老人也不想

拖累孩子。

进屋落座，我们问老人二十年如一日地

照顾老伴，心里是咋想的，李秀珍平静地说：

“我没上过学，不识字。我只想着他是我的丈

夫我的亲人，我要尽全力让他活下去。”这时，

老人的儿子在旁边插话：“和我爸一样得这种

病的病人都在得病两三年后去世，我爸能活

到现在全是我妈的功劳。”

1993年，邵留柱还是中国农业银行西

平支行的会计股股长，工作中他兢兢业业，

扶持新人，62岁了还没有退休。一天下班

后，他回到家跟孩子说起自己上班时总想

往一边倒，儿子提醒他有可能是高血压的

症状。第二天就带他到医院检查，结果还

真查出了高血压，吃药控制无济于事后，邵

留柱老人因脑出血住院，以后就落下了偏

瘫后遗症。刚开始的几年，邵留柱对卧病

在床这种生活状态还不适应，整日发脾气，

李秀珍白天强装笑脸，鼓励丈夫同病魔斗

争，夜晚总是暗自垂泪。由于长时间偏瘫

在床，1999年，邵留柱丧失了语言能力，同

时大小便失禁，肌肉僵硬，饥饱不知，甚至

连饭都不会嚼。李秀珍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无论数九寒冬还是三伏酷暑，她早上6

点准时起床，先帮丈夫翻身擦洗后再去做

早饭。为了保证丈夫的营养需要，她每天

早上都蒸3个鸡蛋羹，中午是亲手擀得薄薄

的面条，晚饭用肉菜汤泡馒头。由于邵留

柱没有咀嚼能力，一顿饭得吃一个多小

时。吃完饭，李秀珍就用医用纱布简单地

帮丈夫擦洗牙齿，83岁的老人，如今依然牙

齿完好。收拾完这一切后，李秀珍就开始

洗洗涮涮、料理菜地。

讲到这里，李秀珍老人说，我该去帮老伴

翻身了。我们跟进了里屋，只见李秀珍跪在

床上，掀开被子，吃力地把老伴翻过去，随后

又帮他捶打肌肉，边捶边说：“长时间卧床，肌

肉都僵硬了。”

“我和老伴结婚62年了，外孙媳妇说我

们这是钻石婚，我们相守62年不容易，只要

我还做得动家务，我就会一直照顾老伴。”李

秀珍对我们说。

临近中午，老人热情地挽留我们吃饭，我

们婉言谢绝了老人的好意。走出小院，大家

不禁感叹：“人间自有真情在，伉俪情深比金

坚。”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黄华

通讯员焦艳艳文/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事

兴。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家给了

我们一个身心休憩的港湾。慈爱

的父母、孝顺的子女、互敬互爱的

夫妻、勤快孝顺的儿媳妇……家让

我们懂得什么是温暖，什么是依

靠，什么是希望，什么是携手，什么

是亲情，什么是爱！不用刻意寻

找，好媳妇、好公婆、好儿子、好女

儿、好女婿就在我们身边。爱就

在身边，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

就在日复一日的看似单调的日子

里。从今天起，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推出“爱在身边·好媳

妇 好公婆 好儿子好女婿……”评

选公益活动，向大家介绍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那些平凡人、平凡事。

此次活动的关键词是：大家推荐大

家评！读者可以通过我们在下面

提供的电话、微信等方式推荐您身

边的好媳妇、好公婆、好儿子、好女

儿、好女婿等，我们将及时派记者

前去采访报道。将来，我们还将由

读者投票选出“读者心目中的好媳

妇、好公婆、好儿子、好女儿、好女

婿”。关注我们，关注“爱在身边·好

媳妇 好公婆 好儿子 好女婿、好妯

娌……”评选公益活动。

李秀珍在给老伴喂饭

八旬老人李秀珍 照顾瘫痪老伴21年
“爱在身边·好媳妇 好公婆 好儿子 好女
婿好妯娌……”评选公益活动开始了！李秀珍 家住西平县柏城街道邵庄社区，今年83岁，20多年如一日照

顾偏瘫在床的老伴。她说：“我只想着他是我的丈夫我的亲人，我要尽全
力让他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