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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了第三届“辽宁名医”、第二届“辽宁青年名医”、第五届“辽宁省名中医”、第
一届“辽宁省青年名中医”评选结果，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2名医生登上辽宁名医榜。他们不仅医术精
湛，而且学术上追求卓越。他们医德高尚，长期服务于临床一线，深受业内同行和广大患者赞誉，体现了“大医精
诚”的职业精神。

大医精诚 仁心仁术
——锦州医大附属一院新晋辽宁名医群像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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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名医李玉宏：

医院超声学科的带头人

人物简介：李玉宏 博士、主任医师、
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超声诊断学教研室主任、超
声科主任。擅长心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
具有丰富的临床、教学、科研经验，带领超
声科开展的心脏三维超声及经食管三维超
声心动图临床应用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李玉宏是一名出色的超声医生和超声学
科带头人。在她的带领下，锦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超声科在心血管超声、肌骨超声
及腹部、浅表、妇产超声等方面成绩斐然，超
声诊断的多项技术处于辽西地区领先水平，
在一些特色项目的诊断上达到了全省先进水
平。李玉宏本人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荣获省特聘教授、辽宁名医等
称号。

近年来，李玉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传
帮带”上。帮助青年医生，学习掌握先心病、
肾动脉、眼动脉的超声诊断；指导青年医生掌
握食道超声心动图检查技术及心脏介入手术
术中监测知识；遇有疑难少见病例时立即同
科室在岗人员分享学习……在李玉宏的带领
下，目前超声科多名青年医生加入省、国家级
学会，成为超声科的业务骨干，超声科的临床
诊断水平逐年提高，2018 年被授予辽宁省临
床重点专科。

辽宁名医宋丽萍：

优秀的核医学工作者

人物简介：宋丽萍 博士、主任医师、
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教研室主任、核
医学科主任、影像系副主任。擅长核医
学影像诊断及核素治疗，在 PET/CT、
SPECT/CT 影像诊断方面及 131I治疗分
化型甲状腺癌、核素治疗恶性肿瘤骨转
移等方面，临床经验丰富。

宋丽萍于2002年开始担任核医学科副主
任主持工作，核医学科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
持下，在宋丽萍的带领下，在全科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实现了科室的快速发展。科室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成为设备一流、
科室环境优美的专业科室。成为辽西地区最
大的核医学科，成为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核医学专业科室。

宋丽萍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核医学医疗工
作者，同时也是一名教师。在30余年的教学生
涯中，宋丽萍热爱教学工作，她长期承担着临
床医学、影像医学本科生等核医学教学任务，
曾担任过留学生的教学任务。在教学工作中，
她认真备课，精心组织教学，尽自己所能，为学
生上好每一堂课，受到学生好评。课堂上，她
根据教学内容适时调整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辽宁名医柴文戍：

应用新技术开发新项目

人物简介：柴文戍 博士、主任医师、
三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呼吸教研室主任、内科教研
室副主任、呼吸科主任。擅长肺部感染性
疾病、间质性肺部疾病、肺结节、慢性气道
疾病、肺栓塞及疑难重症等诊治。

医贵乎精，业贵乎专，对于专业，柴文戍从
不懈怠，近几年来，柴文戍到知名医院学习，与
兄弟单位交流；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立足现代
技术前沿，致力于新技术新项目的应用，她带
领她的团队，精进技术，深耕专业。先后开展
了经支气管肺活检术、气道介入治疗和内科胸
腔镜等介入新技术，同时带领科室开展“经鼻
高流量吸氧、呼出气 NO测定”等新项目。如
今，柴文戍已申报并拟开展“经支气管冷冻肺
活检”新技术。

柴文戍说，一名医生，既要有仁术，更要
有仁心，医者仁心是多么高超、多么发达的医
疗技术都代替不了的，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
生命负责。当病房患者垂危抢救，她总是第
一时间赶到，指挥抢救，亲自为患者进行人工
呼吸、心肺复苏，虽然每次都让她筋疲力尽，
但是她看到患者的心脏复跳后，以微笑替代
一身疲劳。

辽宁名医闵连秋：

精耕神经病学34年不辍

人物简介：闵连秋 主任医师、三级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神经
内科主任、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擅长
脑血管病和神经免疫性疾病的诊治以及
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筛查与预防，近年
来积极致力于卒中中心建设和卒中急诊
急救绿色通道建设工作。

闵连秋一直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一干就是 34 个春
秋。他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地为当地神经系
统疾病患者解除痛苦。近年来，在闵连秋的
带领下，神经内科取得了快速发展和可喜成
绩。2015 年被授予辽宁省临床重点专科；
2018年，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国家高
级卒中中心建设；2020年 11月成为国家卫生
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脑卒中静脉溶

栓技术培训基地，全国仅有 30 家医院获此殊
荣，同时也是辽西地区唯一的脑卒中静脉溶
栓技术培训基地，为辽西地区脑血管病的急
诊急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适应医学教育教学模式及课程体系
改革的需要，2010年，闵连秋在东北三省的医
学院校率先开设了《临床医学沟通学》，旨在
培养医学生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强
化医学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相结合，
2016年荣获锦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教学
改革创新奖，2019 年被锦州医科大学评为一
流本科课程，2020 年被锦州医科大学评为春
季学期线上“金课”，受到了学生、授课教师及
专家的一致好评。

辽宁名医靳蕊霞：

辽西地区肾内科的领军人物

人物简介：靳蕊霞 主任医师、三级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肾内科主任、血液透析室主任。擅
长诊治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小球肾炎、IgA
肾病、膜性肾病、紫癜性肾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狼疮性肾炎、ANCA相关性小血管
炎、痛风性肾病、隐匿性肾炎、血尿原因待
查、糖尿病肾病、高血压性肾损害、肥胖相
关性肾病、急慢性间质性肾炎等疾病。

靳蕊霞是辽西地区肾内科医疗、教学、科
研的领军人物。自担任辽宁省医学会肾内科
副主任委员十几年来，每年参与国家级、省
级、市级学术论坛并作学术报告20余次，充分
发挥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组织与引领作用，每
年主持辽西地区国家级及省级继续教育学术
研讨会，响应省学会号召，组织每年的世界肾
脏病日义诊、送医下乡、帮扶基层，与多家辽
西区域医院形成医联体，定期去查房，参加疑
难杂症的会诊。

十几年来靳蕊霞带领自己的团队，将建于
1983年的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病内
科打造成为辽西地区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肾脏病诊治及慢性肾脏病防治中
心，辽宁省重点建设专科，锦州市特色专科。
成为辽宁省肾内科医疗、教学、科研的最大医
疗中心之一。

辽宁青年名医陈冬：

“小世界”里的“大作为”

人物简介：陈冬 博士、主任医师、博
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
擅长鼻内镜下鼻微创外科手术技术治疗
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疾病、鼻腔鼻窦良
恶性肿瘤等鼻部疾病，尤其在过敏性鼻炎
和头颈部肿瘤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的规范化诊治等方面有较高造诣。

近年来，陈冬主持辽宁省科研项目 3 项，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 篇、国家级学术论文 17

篇，主编参编专业著作 5部，先后荣获辽宁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辽宁省科研成果 2
项。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工作者”和“全国
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国家重点专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博士生学习期
间，以及多年临床工作的经历，他秉承耳鼻咽
喉科疾病诊治的先进理念，赢得了同行和社会
各界的高度认可。他经常参与院内外疑难病
例会诊工作，是一名在业内具有影响力，患者
信得过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及学科带头
人。从医20余年来，他带领团队积极开展耳鼻
咽喉内镜微创技术，已经成为科室的重要特
色。在他的带领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每年完
成手术近4000例，完成的手术例数和诊疗水平
达到国内一流、省内领先水平，是第一批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国家级住院医师规培基地。与
锦州医科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韶衡教授
联合，依托医院过敏与临床免疫中心，进行过
敏性鼻炎及相关疾病诊治新方法的研究与转
化，为广大鼻炎患者带来了福音，进一步扩大
了科室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在他所带领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辽宁
省教育厅批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学科为锦州市临床科室中唯一的
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在辽宁省
卫计委的辽宁省重点专科评选中，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获批辽宁省临床医学重点
专科。

辽宁青年名医曹阳：

骨科的前沿奋斗者

人物简介：曹阳 博士、主任医师、三
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熟练掌握骨创
伤领域的最新诊疗方法及手术操作，擅长
急诊创伤的外科处理、四肢骨折及骨盆骨
折等疾病的诊治，擅长微创骨折内固定治
疗，微创内固定系统（LISS）治疗四肢骨折
和复杂骨盆髋臼骨折的救治，较早开展闭
合复位PFNA技术治疗粗隆间骨折，率先
提出Pilon骨折髓内针治疗技术理念。

“医疗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曹阳
总是这样对身边的医生说。曹阳说：“复杂
的手术别的医院不做，我做！危重患者别的
医生不敢收，我收！”这句话不仅得益于他精
湛的专业技术，更因为他对患者有一颗仁爱
之心。

在日常工作中，他积极推进骨科3D打印
技术的临床应用，多次主办中国医学组织工
程高峰论坛及组织中华医学会锦州骨科分会
学术会议，在临床方面进一步规范骨科各病
区病种的收治，扩大儿童骨折固定技术、骨搬
移、骨折髓内固定等新技术的临床应用范围，
对本学科研究生进行管理及培养，配合医院
做好住院医师规培工作；在科研方面进行骨
研究所的管理和对外交流合作，实验所及各
实验室的仪器购买、检修和维护，实验室人员

的常规管理、监督、指导。
曹阳说：“把人身体的 206 块骨骼看作是

一本丰富的阅读笔记，那么骨科医生的职责
就是纠正其中的错别字，而且每个错误之处
都不尽相同，纠正之后还病人一个精彩的人
生。”

辽宁青年名医隋汝波：

敢向疑难病发起挑战的学术头雁

人物简介：隋汝波 博士、主任医师、
三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
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以
第一承担人身份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1项，获辽宁省学术头雁（第一批）称
号。擅长脑卒中（脑梗死、脑出血）、免疫
病（吉兰-巴雷、多发性硬化等）、神经系
统变性病（帕金森病等）、神经心理疾病，
以及各种疑难头晕/眩晕的诊治。对神
经系统少见病、疑难病的诊治也具有较
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大家一
提起神经内科学识渊博、幽默风趣的男医生，
人们一下子就会想到隋汝波。他对待患者如
自己的亲人，消除病痛又温暖心灵；对待同事
如朋友，同事工作、生活中有难处他都竭尽全
力帮助；十余载，对待学生如自己的孩子，风雨
无阻每周上课、倾囊相授。他是一位深受患
者、同事、学生好评的医生。

从医20余年，他深知要服务好患者首先必
须有精湛的技术，因此在医疗技术、技能上针
对本专业的难题，他积极钻研业务，坚持和完
善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强化内部质量控制，把
医疗质量保证体现在每一个病例中。近3年，
门急诊诊疗平均2800人次/年。3年来，每年收
治神经系统疾病病人千余人，抢救急危重症患
者数百人。

如今在隋汝波的带领下，锦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积极开
展专病门诊，开展了头晕/眩晕门诊和运
动 障 碍 及 肉 毒 素 治 疗 门 诊 ，治 愈 患 者 数
千例。

辽宁青年名医郭莲怡：

孜孜不倦追求技术创新

人物简介：郭莲怡 博士 、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一病区主任。擅
长消化系统疑难重症及消化内镜的诊
疗，对于消化道良性肿物、早癌的 ESD、
ESE、EFR、STER，贲 门 失 迟 缓 症
POME；消化道良恶性狭窄球囊扩张术
及支架置放术；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精
准治疗、硬化术、套扎术及组织胶注射
治疗；急诊内镜下止血术；食管与胃内
异物取出术；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
术，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治疗
胆总管结石及超声内镜等方面具有丰
富的诊治经验。

医生追求精益求精，要有工匠精神，郭莲
怡通过勤学苦练，让自己的诊疗技术不断趋
于完美，尽可能解除病人痛苦。对她来说，医
学没有止境，追求永不停步。2019年，郭莲怡
赴日本 NTT 关东病院消化内科研修学习。
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是郭莲怡不断追求的
目标，练就一双鹰眼识别早癌，施以妙手去除
癌魔。

郭莲怡认为，对于医生来说创新最重要
的动力，是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急病人之所
需。传统治疗消化道肿瘤方法是外科手术，
创伤大，恢复慢，住院时间长，治疗费用高，术
后生活质量也大为降低。现在随着内镜技术
的提高，很多消化道早癌在早期就被发现，因
此EMR（内镜黏膜切除术）、ESD（内镜黏膜下

层剥离术）等微创技术得以在临床应用并迅
速开展起来。该院这些技术的应用使患者免
受开胸开腹等创伤，术后恢复快。郭莲怡说：

“只要出现了某一类患者人群普遍存在的问
题，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辽宁青年名医黄波：

胸外科领域的“技术能手”

人物简介：黄波 博士、主任医师、三
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胸外
科教研室主任。在肺癌、食管癌、纵隔肿
瘤及复杂胸外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
丰富临床经验，擅长肺癌的综合治疗，胸
腔镜微创治疗肺部疾病。

“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在于能为患者
解除痛苦。生命之托重于泰山，别人都把命
交给了你，你还有什么理由去搪塞和推辞
呢？我只有坚持、再坚持，用精湛医术挽救患
者的生命。”对于医生职业的理解，黄波说。
黄波在胸腔镜治疗肺部疾病、食管疾病、纵隔
疾病等方面积攒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目前
积极开展了三维重建下单孔胸腔镜精准肺
段切除术，胸腔镜下胸导管结扎术，经腹开
膈肌食管下段癌根治术等多项新技术。黄波
积极地参与到肺癌、肺结节的 MDT 中，筹划
肺结节中心建设，用优良的技术为广大患者
排忧解难。

2020 年 10 月，一位来自葫芦岛的小伙子
找到黄波医治，他父亲近两年因肺大疱合并
肺气肿导致呼吸困难。这次肺大疱破裂，呼
吸极度困难，如不进行手术，患者将很快死于
呼吸衰竭。患者求助多家医院，均拒绝收
治。这类患者手术风险极大，对手术及麻醉
团队均是考验。黄波经过反复与呼吸科及麻
醉科沟通，患者肺大疱局限在右肺上叶，可行
肺部减容及肺大疱切除，挽救患者生命。经
过周密的术前准备，黄波为患者进行了胸腔
镜下右肺上叶肺大疱切除及肺减容术，术后
患者呼吸困难症状明显缓解，顺利出院。

辽宁省名中医石月萍：

执着传承与创新的中医专家

人物简介：石月萍 博士、主任中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大附属一院
中医学教研室主任、中医科一病区主
任。使用经方治疗心血管疾病、肾病、脾
胃病等常见病及疑难杂症，结合中医五
运六气理论及膏方调理亚健康，擅长采
用针药结合方法治疗脑血栓后遗症等神
经系统疾病。

中医需要传承，中医需要发展，中医需
要弘扬。石月萍在调研活动中了解到基层
中医医生的艰难，为促进锦州中医发展，多
次邀请基层医生免费参加学术会议，多次
到义县、凌海等地义诊，传播中医知识。并
作为中医专家赴甘肃省调研，学习甘肃省
促进中医发展的政策，在“中医药传承与创
新调研项目”中作为中医专家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石月萍率先在辽西地区开设膏方门诊，结
合中医五运六气理论指导膏方调理亚健康，开
展中医治未病项目。

石月萍不仅为本科生教授中医学理论课，
同时也为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开设了中医经
典理论课程。从2009年开始，石月萍带领的中
西医结合团队培养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生
30多人。他们在锦州医科大学学习期间，灵活
掌握了中医临床知识，埋下了中医思维的种
子，所做的学术论文均为中药复方的科学研
究，也大多选用以经典为基础的方子。除了中
医理论课，学生们还与老师临证，撰写中医医
案，中医临床思维有了较大的提高。

辽宁省青年名中医付晓：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家

人物简介：付晓 博士 、主任中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锦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主任、中医科二
病区主任、中医肿瘤病区主任。擅长针
药并举治疗面瘫、中风后遗症、心脑血
管病、咳喘病、胃病、糖尿病、肿瘤、风湿
病、肾病等，对顽固性颈肩腰腿痛、头
痛、失眠、便秘、月经不调、过敏性疾病
等各种疑难杂症及亚健康状态的调整
有独到之处。

付晓在临床工作中注重将传承与创新相
结合，在临床上大力开展多种新技术应用，近
5年来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有：醒脑开窍疗法
治疗中风后遗症、特色穴位贴敷疗法治疗耳
鼻咽喉病、特色眼针疗法、特色雷火灸治疗虚
寒性疾病、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刺络拔
罐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刺络拔罐治疗
乳腺癌术后上肢静脉回流障碍、整颜美容针
面部美容、腹针疗法治疗睡眠障碍为主的亚
健康状态、“三穴五针一罐法”治疗顽固性哮
喘等。

付晓带领全科人员努力建设临床特色专
科。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
大，失眠和便秘的病人越来越多，为了进一
步发挥中医特色，极力缓解病人病痛，2018
年在医院成立了中医失眠门诊和中医便秘
门诊，采用针药并举的办法使饱受失眠、便
秘痛苦的病人重获健康，取得了巨大的社会
效益。

本报记者 崔 治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锦州医大附属一院新晋辽宁名医：前排左起为付晓、郭莲怡、石月萍、靳蕊霞、柴文戍、宋丽萍、李玉宏；后排左起为陈冬、隋汝波、曹阳、黄波、闵连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