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医科大学拟聘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学科专业

1 肖    琳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

2 田彦明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

3 康云霄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4 高    媛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5 宋    利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6 周娜静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

7 李    莉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组织胚胎学）

8 陈    炜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组织胚胎学）

9 常世阳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组织胚胎学）

10 郑晓青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

11 王常乐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

12 杨晓红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

13 韦金英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病理学）

14 范淑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

15 羡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

16 史为博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法医学

17 张晓静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法医学

18 马芳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19 汪雁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0 肖    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1 姚丽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2 张    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3 汪    妍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4 陈    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5 王永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胸科医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26 聂子元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血液病）

27 李    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血液病）

28 齐天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29 高海祥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30 王    亮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胸科医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

31 徐晓云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32 李    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33 付    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34 张风宾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35 白    云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36 林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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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王书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38 陈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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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高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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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李宝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41 闫    喆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学（肾病）

42 王    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学（肾病）

43 田晓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科学



44 吴晓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科学

45 马    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46 杨    帆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47 岳   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儿科学

48 段伟松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49 温   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50 张立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51 尹    化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52 生晓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53 王   珊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病学

54 胡    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神经病学

55 徐国栋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神经病学

56 赵景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神经病学

57 田书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58 张   楠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59 马芹颖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神经病学

60 乔    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61 王    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

62 张    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

63 孟令惠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

64 薄常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

65 李淑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

66 郑立春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67 贺新建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68 张丽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

69 刘春杰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市工人医院 外科学（骨外）

70 王    立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1 马利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2 霍    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3 吴    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4 张    迪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5 李    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6 郭家良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骨外）

77 刘国彬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骨外）

78 董    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骨外）

79 张彦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骨外）

80 贾晨光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胸科医院 外科学（骨外）

81 李鹏飞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衡水市人民医院 外科学（骨外）

82 韩振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83 齐进春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84 谷军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85 贾晓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86 杨    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外科学（泌尿外）

87 宋    剑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88 杨建凯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89 杨    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90 王冀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外科学（神经外）

91 冀    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外科学（普外）

92 曾    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外科学（普外）

93 宁殿宾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外科学（普外）

94 王    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妇产科学

95 沈雪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妇产科学

96 段佳良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眼科学

97 郭从容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眼科学

98 樊    芳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眼科学

99 李    丽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眼科学

100 张海中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101 王建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102 徐    鸥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学

103 邓新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

104 杨    展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肿瘤学

105 王  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肿瘤学

106 常晓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肿瘤学

107 徐志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学

108 王玉栋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学

109 周欣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学

110 高   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学

111 李振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肿瘤学

112 范晓燕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

113 董江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14 郄晓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麻醉学

115 张立民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麻醉学

116 张曼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急诊医学

117 郭建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急诊医学

118 方明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急诊医学

119 杜全胜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

120 游道锋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急诊医学

121 刘秀娟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急诊医学

122 梅    双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口腔临床医学（口外）

123 李文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口腔临床医学（口内）

124 路新利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125 吕红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126 刘学慧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27 杨兴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28 张    莹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卫生毒理学）

129 刘    洁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卫生检验学）

130 焦    洋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卫生检验学）

131 王建昌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卫生检验学）

132 艾连峰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卫生检验学）

133 高    娉 河北医科大学公卫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34 柳    云 河北医科大学社科部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35 张若楠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基础



136 黄东阳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基础

137 刘二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

138 崔丽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

139 王力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

140 刘异凡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物化学

141 张会然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生药学

142 李   丽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生药学

143 孔德志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药物分析学

144 朱艳艳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145 李金波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

146 冯   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临床药学

147 陈欣然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临床药学

148 东    蕾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 临床药学

149 吴    茵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

150 刘洪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

151 李    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医学技术（检验技术）

152 乜照燕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医学技术（检验技术）

153 杜玉涛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技术（检验技术）

154 赵立见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技术（检验技术）

155 王光大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医学技术（影像技术）

156 解    朋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医学技术（影像技术）

157 隋    鑫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医学技术（影像技术）

158 赵    建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医学技术（影像技术）

159 张若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医学技术（影像技术）

160 郝   冉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学

161 付从蕊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学

162 贾汝福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沧州市中心医院 护理学

163 陈春宁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学

164 张丽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165 高俊香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学

166 王新玲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人民医院 护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