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医科大学拟聘任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序号 姓 名 二级学院 专业领域

1 王晓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科学

2 谢  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儿科学

3 王艳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4 路素坤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5 崔洁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6 王  欣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7 李  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8 张艳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儿科学

9 李  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儿科学

10 秦  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儿科学

11 田书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12 刘  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13 韩  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14 谢  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15 朱晓娟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神经病学

16 齐伟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神经病学

17 韩丽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病学

18 刘希奇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病学

19 鲁  慧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病学

20 祁晓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病学



21 何伟亮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神经病学

22 胡  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神经病学

23 王玉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24 陈丽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神经病学

25 李  欣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神经病学

26 高明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7 阮  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肾病）

28 李晓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内科学（肾病）

29 王晓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肾病）

30 杨新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内科学（肾病）

31 鲁  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肾病）

32 王大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皮肤病与性病学

33 杜  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皮肤病与性病学

34 程  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皮肤病与性病学

35 王正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皮肤病与性病学

36 马  敬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皮肤病与性病学

37 张广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皮肤病与性病学

38 王  来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急诊医学

39 胡军利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急诊医学

40 张立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

41 赵  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

42 臧会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



43 安  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

44 董  云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45 张雅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全科医学

46 谷倩倩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全科医学

47 李建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全科医学

48 孙振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全科医学

49 倪广晓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50 马亚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外科学

51 崔硬铁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外科学

52 史正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骨科学

53 李  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54 徐佳欣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55 霍  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56 于晓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57 孙亚澎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58 刘建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59 李智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60 吴昊天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骨科学

61 李艳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骨科学

62 王  路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骨科学

63 孙喜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骨科学

64 邢  栋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骨科学



65 赵立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骨科学

66 张庆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骨科学

67 孔凡磊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骨科学

68 杜洁贤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妇产科学

69 郑丽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妇产科学

70 李  楠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妇产科学

71 孟  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妇产科学

72 郭燕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妇产科学

73 张艺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妇产科学

74 贾新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妇产科学

75 刘丹彤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学

76 曾赛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学

77 田  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

78 王  蓓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

79 孙海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

80 赵  宁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

81 李清雪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妇产科学

82 陈  晓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妇产科学

83 赵  健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

84 滑  天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学

85 姚一民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眼科学

86 刘丽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眼科学



87 苑亚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眼科学

88 张  习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眼科学

89 樊  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眼科学

90 任明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眼科医院 眼科学

91 韩少磊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眼科医院 眼科学

92 陈  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眼科医院 眼科学

93 杨国兴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眼科医院 眼科学

94 贾占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95 王建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96 王静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97 蔡  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98 刘胜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99 宋  琦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100 张  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101 魏砚砚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麻醉学

102 李旭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麻醉学

103 薄立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麻醉学

104 申军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麻醉学

105 岳立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麻醉学

106 朱喜春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麻醉学

107 刘志永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麻醉学

108 康  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临床病理



109 鄢丽敏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临床病理

110 闫静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临床病理

111 荆  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学

112 李  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

113 段亚男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肿瘤学

114 万玲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肿瘤学

115 刘登湘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肿瘤学

116 李振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放射肿瘤学

117 程云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放射肿瘤学

118 段昕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放射肿瘤学

119 段哲萍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放射肿瘤学

120 毛  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放射肿瘤学

121 朱丽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放射影像学

122 荣小翠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放射影像学

123 刘  超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放射影像学

124 贾秀川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放射影像学

125 高红梅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放射影像学

126 武莉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超声医学

127 王园园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超声医学

128 陈晓雪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超声医学

129 张建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核医学

130 苗穗兵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医学遗传学



131 申  川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内科学（传染病）

132 李海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3 牛巍巍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4 李宏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5 李  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6 李彩格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7 李  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8 杜俊凤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39 王  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40 刘伟存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141 陈彦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2 邵  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3 刘  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4 谷  巍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5 侯丽萍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6 胡丽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7 杨少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8 刘俊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49 刘晓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50 孙雅楠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51 纪晨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2 朱新影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3 范海燕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4 苏  淼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5 靳海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6 赵玉斌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7 田晓鹏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158 刘  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59 马芳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0 张亚楠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1 肖  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2 裴玮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3 李  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4 吴雅琼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5 高  楠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6 郭  楠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7 王佳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8 杨  倩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69 王立立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0 肖建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1 袁兰所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2 刘文秀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3 宋婷婷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4 张世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5 韩全乐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6 崔  川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7 孙建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8 谭  峥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79 张慧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血液病）

180 刘新颖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血液病）

181 潘志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内科学（血液病）

182 齐  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风湿病）

183 郑桂敏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风湿病）

184 路保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85 汪  鑫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86 谷军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87 樊  博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88 李  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89 赵万里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90 李  林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91 陈树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192 边  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3 李云松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4 杨  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5 刘亚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6 牛文博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7 王园园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8 赵冀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普外）

199 谢文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0 姬汉书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1 王振勇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2 张吉水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3 袁俊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4 边青召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5 周晓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邯郸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6 王亚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邯郸市中心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7 暴  雷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8 李宗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外科学（普外）

209 刘远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外科学（普外）

210 王红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外科学（普外）

211 薛  欣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烧伤整形）

212 杨  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烧伤整形）

213 魏  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烧伤整形）

214 蔺  洁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外科学（烧伤整形）

215 佟建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216 赵  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217 王宏宇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218 葛信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219 张  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220 安景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心外）

221 和宇峥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胸外）

222 黄  刚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胸外）

223 李  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外科学（胸外）

224 刘广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外科学（胸外）

225 王保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外科学（胸外）

226 国建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 外科学（胸外）

227 杜  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口腔医学（口内）

228 胡永青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口腔医学（口内）

229 张艳宁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病理学）

230 乔  柱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全科）

231 杨玉鹏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全科）

232 关  晶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全科）

233 谢丽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全科）

234 王宏伟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眼科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全科）

235 杨儒壮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口腔医学（口腔全科）

236 程立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口腔医学（口外）

237 李天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口腔医学（口外）

238 赵春艳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239 高  翔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240 马新颜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241 李  哲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242 赵金萍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社医）

243 薛  涛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社医）

244 刘世友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卫生检验学）

245 崔宗岩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卫生检验学）

246 信振江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247 刘长青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248 乔秋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49 唐丽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0 高俊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1 刘会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2 葛艳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3 康  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4 张丽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5 郭淑芸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6 魏忠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7 田金满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258 周春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护理学

259 国春花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护理学

260 张春花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护理学

261 李胜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护理学

262 冯  立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护理学



263 陈  璐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护理学

264 孙克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护理学

265 李  铮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护理学

266 贾汝福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护理学

267 王新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护理学

268 牛洪琳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学

269 郝  冉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学

270 王玲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药学（临床药学）

271 洪  洋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药学（临床药学）

272 张伟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药学（临床药学）

273 王  娜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生药学）

274 赖长江生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生药学）

275 贺  克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药学（药剂学）

276 郭  伟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药剂学）

277 郭  冉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278 刘玉衡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279 冯小龙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280 刘  洋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281 王茉莉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