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附属医院──── 

                                    （专硕） 

  院系代码：045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八路 2 号  邮政编码：450014  

  联系部门：第二附属医院研究生办公室  电  话：0371-63921651 联 系 人：余钫  刘彬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  导 

教  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045 第二附属医院  85                           

105101★▲内科学                    

01(全日制)消化道肿瘤               周英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2(全日制)肠道肿瘤及炎性肠

病的发病与治疗 

崔广林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内科学      

03(全日制)炎症性肠病 冯百岁
☆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04(全日制)慢性乙肝及消化道

疾病 

卢高峰
☆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05(全日制)消化道肿瘤与肠道

微生态相关性研究 

崔  静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拟接收推免生 3名 

06(全日制)支气管哮喘等气道

慢性炎症性疾病     

刘剑波                 ▲郑州市中心医院导师 

                                 ●洛阳市中心医院导师 

07(全日制) 支气管哮喘及肺纤

维化的发病机理和治疗研究 

张铁栓    

     

08(全日制)间质性肺疾病及肺

部肿瘤的研究             

邵润霞     

     

09(全日制)冠心病、高血压及相

关疾病诊断和治疗 

张丽华                               

                                 

10(全日制)心血管内科介入治

疗             

万大国     

11(全日制)冠心病相关疾病研

究       

汤建民     

 邵  磊    

 张卫国    

12(全日制)高血压及相关疾病

研究     

张  强    

13(全日制) 心律失常与心脏电

生理 

吕聪敏    

14(全日制)老年心血管疾病研 汪  涛    



 

究 

15(全日制)冠心病介入治疗与

体外反搏治疗 

张  辉    

16(全日制)冠心病诊治新进展 简立国    

17(全日制)临床药理 李志业    

18(全日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研究  

田晨光     

 张东铭    

                        辛雅萍    

19(全日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甲状腺相关疾病研究 

李青菊    

                               

20(全日制)肾小球疾病研究               赵瑛瑛                               

21(全日制)高血压病的诊断与

治疗 

刘  敏
▲
    

22(全日制)心血管介入和心血

管急危重症 

张守彦
●
    

     

     

105102儿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新生儿重症监护        宋   红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儿科学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105104★神经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脑血管疾病研究               白宏英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王金兰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神经病学      

                           陈淅泠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杨霄鹏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刘春岭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高  峰   拟接收推免生 1名 

 王运良      

 李  昕    

     

     

105107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 CT、MR诊断               郭君武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影像医学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105109★▲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心血管外科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  

法宪恩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赵根尚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外科学      

02(全日制)重症肌无力的病因

及治疗   

张清勇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03(全日制)胸部疾病的基础及

临床研究                 

黄壮士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任景丽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崔新征   拟接收推免生 2名 

 苏彦河   ☆刘超导师限招“211”  

04(全日制)肺癌的综合治疗研

究       

杨鲲鹏    全日制临床医学五年制 

05(全日制)泌尿外科疾病基础

与临床研究                         

郝  斌         本科毕业生并获医学学 

  许长宝   士学位。 

06(全日制)泌尿外科疾病基础

与临床研究、血液净化 

赵兴华          ▲郑州市中心医院导师 

    ●洛阳市中心医院导师 

07(全日制)原发性肝癌               庞志刚     

08(全日制)胃肠道肿瘤综合治

疗研究               

牛跃平       

 韩  斌    

09(全日制)肝脏、胆囊、胰腺疾

病研究           

刘  超
☆
      

10(全日制)周围血管疾病 周志强    

11(全日制)骨科疾病的基础和

临床研究 

陈清汉     

 连鸿凯
▲
    

 朱  宇    

12(全日制)关节外科，运动医学 张明生    

13(全日制)神经外科疾病基础

与临床研究 

牛光明     

 陶胜忠    

 刘  展    

14(全日制)可降解镁合金在消

化外科的应用 

王战会
●
    

     



 

     

105110▲妇产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105110妇产科学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01(全日制)妇科肿瘤，妇科微创

及内镜 

王武亮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妇产科学      

 张  庆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02(全日制)妇科肿瘤、普通妇科                崔金全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马  楠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黄冬梅                               拟接收推免生 2名 

03(全日制)生殖内分泌       谭  丽     

04(全日制)妇科肿瘤，盆底康复               廖予妹     

 刘玉玲    

05(全日制)围生医学                 朱宝菊    

06(全日制)生殖医学、胚胎干细

胞 

毛跟红           

     

105111眼科学                                                    

01(全日制) 青光眼、眼外伤                           秦  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眼科学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105112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数字耳鼻咽喉研究 耿曼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耳鼻喉科学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105113 肿瘤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化疗药物对肿瘤细

胞信号转导的影响  

张中冕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杨家梅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肿瘤学      

02(全日制)消化道肿瘤的发生

机理与放疗的关系 

刘宗文
★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03(全日制)消化道肿瘤 马  军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王  健   ★导师提供年均一万元 



 

    的科研补助 

     

     

105114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01(全日制)脑血管病 薛孟周      ②201英语一              ①病理生理学 

02(全日制)脑血管病康复 吴  睿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②康复医学      

03(全日制)认知障碍、脑血管疾

病、神 

李惠勉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经康复、神经变性疾病       朱  宁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105116麻醉学                           

01(全日制)麻醉与镇痛               董铁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复试科目   

 杨现会   ①病理生理学 

02(全日制)麻醉基础与临床                           李保林
▲
         ②201英语一              ②麻醉学      

03(全日制)临床麻醉                          程静林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限招收全日制统招临 

04(全日制)麻醉与重症                        刘小军          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 

    业生，获医学学士学位 

    ▲郑州市中心医院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