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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附属三级公立医院
电话：010-56112345
传真：010-56118500
网址：www.btch.edu.cn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 168 号

◆  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得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A 类定点医疗机构资质，凡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不用选定我院为定点医院，可直接持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至我院就医、报销。
◆  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本月门诊出诊时间表；第四版：预约挂号、退号方式。
◆  门诊看诊时间：8:30-17:00 。 挂号自助机开放时间 7:00，人工柜台开放时间 7:30。
◆  全院号源统一放号时间为每月 24 日，逢双休日、节假日顺延。
◆  我院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除急诊、发热门诊外，一律取消现场挂号（60 岁以上老人可挂当日、当前诊次剩余号源）。
◆  预约新冠核酸筛查（愿检尽检）的民众可通过我院任意预约挂号渠道选择 [ 核酸检测 ]-[ 新冠核酸筛查门诊 ]。

2022 年 11 月
总第 155 期

地  点
星期一

11 月 7、14、21、29 日
星期二

11 月 1、8、15、22、29 日
星期三

11 月 2、9、16、23、30 日
星期四

11 月 3、10、17、24 日
星期五

11 月 4、11、18、25 日
星期六

11 月 5、12、19、26 日
星期日

11 月 6、13、20、27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内
科
部

普通
内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王逸群 丁磊      段瑶 陈旭岩    丁磊 王逸群    丰雯诗（22 日停）            
沈宇鑫（22 日出）                     王逸群     段瑶 李妮  李悦（2、16、30 日出）

丰雯诗（23 日出）  沈宇鑫（9 日出）

王逸群              
段瑶

段瑶     李妮              
吴圣

王逸群                
段瑶

丰雯诗  
李妮

王逸群（5 日出）  沈宇鑫（12 日出）   
  丰雯诗（19 日出）

王逸群（5 日出）       
丰雯诗（19 日出）

李悦（6 日出）   李妮（13 日出）  
段瑶（27 日出）

李妮（13 日出）        
段瑶（27 日出）

陈旭岩，知名专家，内科综合疾病诊治；擅长疑难复杂和感染性疾病的诊治。
王逸群，副主任医师，感染性疾病的抗感染治疗，及内科急重症的诊断与治疗。                 
丁磊，副主任医师，专长跨系统疾病、症状原因未明、老年性疾病诊治；慢性病管理。

吴圣，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急重症领域的工作，擅长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慢性病管理。
冯莉莉，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慢性感染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诊治。
段瑶，主治医师，擅长感染性疾病治疗及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诊治。
丰雯诗，主治医师，擅长感染性疾病及内科常见疾病

消化
内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蒋绚   唐红卫 
于旭彤    王佳                                                      

李恕军  
魏正杰 
于旭彤                                                                                    

任渝棠  王瑞峰                
谢珊      刘佳文   

宋泽军

蒋绚（便秘专病门诊） 
黄勍  宋泽军 
王佳（1 日停）

唐红卫   赵秀英 
刘佳文   周智勇                                         

王瑞刚  周智勇         
王佳      宋泽军

姜泊 / 李元新（炎症性肠病）

李恕军      任渝棠
刘佳文      

赵秀英 
周智勇

李恕军   周智勇                                             
王佳      唐红卫

刘佳文  于旭彤 
周智勇 

宋泽军（11 日停）

王佳（5 日出）周智勇（12 日出） 
宋泽军（19 日出）

魏正杰（26 日出）

王佳（5 日出） 
魏正杰（12、26 日出） 
宋泽军（19 日出）

王瑞峰、于旭彤（6 日出） 
宋泽军（13 日出）、魏正杰 

王瑞刚、魏正杰（20、27 日出）

王瑞峰、董海滨（6 日出） 
宋泽军（13 日出）、任渝棠 
谢珊、魏正杰（20、27 日出）

姜泊，知名专家，对消化系统疑难疾病诊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擅长炎性肠病和功能性胃肠疾病及内镜下诊治胃肠道早癌及癌前病变。
蒋绚，知名专家，擅长胃肠动力障碍：便秘，反流；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胃炎，溃疡病；早癌的内镜诊断；炎症性肠病的规范化诊
治；临床营养通路的建立。
李恕军，知名专家，擅长诊治：胃食管反流、消化不良、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生、腹泻、便秘、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病；擅长消化道出血诊治，擅长急慢胰腺炎诊治；擅长胃镜肠镜检查及胃肠息肉切除。
关劼，知名专家，擅长幽门螺杆菌相关疾病 ; 消化道肿瘤早期诊治 ; 功能性胃肠疾病，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综合征等。
唐红卫，知名专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对胃食管反流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消化性溃疡，便秘腹泻，炎
症性肠病，消化系肿瘤、肝胆胰疾病等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擅长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如：食管胃肠道早癌切除、胆道取石、
支架置入等。
赵秀英，知名专家，擅长消化系统感染，急、慢性肝脏疾病的内科诊疗。
任渝棠，副主任医师，擅长诊治胃食管反流病，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便秘等功能性和动力障碍性胃肠病。

王佳，主治医师，擅长胆总管结石、胆道肿瘤、慢性胰腺炎等胆胰疾病 ERCP 微创治疗；肛肠疾病、内痔内镜下微创套扎治疗；结肠息肉 ESD/EMR 治
疗；早癌的筛查、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的诊治，擅长 ERCP、十二指肠镜、胃镜、肠镜、胶囊内镜等内镜操作。
刘佳文，主治医师，擅长消化内科常见疾病及疑难病例的诊疗，尤其是消化道早癌的诊断及治疗。
周智勇，主治医师，擅长消化道肿瘤诊治、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综合诊治，老年疾病综合诊治等，常见胃肠镜操作熟练。
郭晓娟，主治医师，擅长消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胃肠镜检查及内镜下早癌筛查、息肉切除等治疗。
黄勍，主治医师，擅长消化道息肉的内镜下治疗，消化道早癌及幽门螺杆菌的诊治，结肠溃疡的鉴别诊断及治疗。
张明君，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
谢珊，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诊治、胶囊内镜操作及镜下病变识别，长期从事胃肠道微生态系统与肠粘膜屏障的研究。
魏正杰，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
于旭彤，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诊治，长期从事功能性胃肠病及肠道微生态系统与肠粘膜屏障的研究。
王瑞刚，主治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诊治、胃肠镜检查、消化道早癌的诊断和内镜下治疗。

呼吸
与危
重症
医学

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郭军 
王立万
宛莹华
郭文佳

 李理                
张明强

王立万（慢阻肺及戒烟）           
郭军

 郭文佳 
张明强 ( 哮喘专诊）         

赵景全 
蔡存良 ( 肺癌和肺小结节）        

张明强

牟向东（肺间质病及肺疑难病）        
蔡存良                     
张会娟 
 宛莹华

郭军 
张会娟                          
宛莹华

赵景全（胸腔积液及胸膜病）    
王立万 
牟向东

李理

张会娟                 
赵景全
宛莹华
郭文佳

牟向东 
王立万
郭军

赵景全

张会娟
蔡存良
张明强
郭文佳

赵景全    张明强
郭文佳 (5、26 日出 )   

牟向东 (12 日出 ) 
高博（19 日停 ) 

蔡存良、 郭军 (5 日出 )  
宛莹华 (12 日出 ) 高博 (12 日停 ) 
  牟向东、郭文佳 (19 日出 ) 
蔡存良、牟向东 (26 日出 ) 

李理  张会娟
王立万 (6 日出 )   郭军 (13 日出 )    

蔡存良 (20 日出 )  
宛莹华 (27 日出 )

王立万（6、20 日出 ) 

高博（6、27 日停 )   
 郭军（13、27 日出 )

 郭文佳 (20 日出 )  宛莹华 (27 日出 )

牟向东，知名专家，擅长肺炎、肺真菌感染、支气管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O）、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
肺血管炎、肺结节病、肺泡蛋白沉着症等各种疑难杂症。
王立万，副主任医师，擅长感染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肺癌及呼吸危重症诊治，精通呼吸支持及气管镜介入诊疗。
郭军 ，主任医师， 擅长呼吸危重症，肺部感染性疾病，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管炎的诊治等。
蔡存良，副主任医师，擅长肺部肿瘤及慢阻肺、肺炎等疾病诊治。      
赵景全，主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可熟练操作气管镜及内科胸腔镜。
宛莹华，主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

张会娟，主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
李理，主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
张明强，主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支气管哮喘疾病的诊治。
郭文佳：主治医师， 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
王莉洁 ：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致力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治。
徐文帅：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致力于肺间质病，支气管扩张，淋巴管肌瘤病，肺癌早期筛查等呼
吸系统疑难罕见病的诊疗。

血液
肿瘤
内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于凡（白血病专病门

诊及其他血液病）

于凡 
汪变红

王燕婴（淋巴瘤专病门

诊及其他血液病） 于卓
李利红（多发性骨髓瘤等

浆细胞疾病及其他血液病）
于卓（胸部恶性肿瘤化疗门诊） 王燕婴 黄月华（多发性骨髓瘤

专病门诊及其他血液病） 
李利红（多发性骨髓瘤等

浆细胞疾病及其他血液病）
黄月华 （MPN 专

病门诊及其他血液病） 
 汪变红 于凡（5 日出） 

汪变红（12 日出）
 于卓（5 日出）

黄月华（6 日出）

王燕婴（27 日出）

李利红，知名专家，擅长多发性骨髓瘤、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系统性淀粉样变性及噬血细胞综合征。
于卓，副主任医师，擅长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化疗，肺癌及乳腺癌综合治疗。
于凡，副主任医师，擅长常见血液系统疾病，如各类贫血、血小板减少、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

黄月华，主治医师，擅长常见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如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急性白血病、骨髓增殖性疾病等。  
王燕婴，主治医师，从事各类血液系统疾病诊治，擅长贫血、淋巴造血系统疾病（淋巴瘤等）诊治。 
汪变红，主治医师，从事常见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如贫血、白血病、淋巴瘤等。

肾脏
内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庄震                   
温雯
王冲     

王炜（痛风、高尿酸血症）

李敏侠
吕佳璇（代谢相关性肾病） 

李月红
 王炜          
王冲         

庄震
李敏侠
 吕佳璇                 

李敏侠 王冲                   
吕佳璇

王炜（腹透专诊）

庄震  蔡士铭  
温雯 

王炜（腹透专诊）

李月红     王炜                    
吕佳璇（代谢相关性肾病）   

王冲

庄震 
李敏侠         
许慧莹                

李敏侠   王冲  
吕佳璇（慢性肾脏病）

王炜（腹透专诊） 李月红（特需）  

庄震  
蔡士铭
温雯      

蔡士铭、李敏侠（5 日出）   庄震、温雯（12 日出）  
张淑宇、李敏侠（19 日出）

王炜、温雯（26 日出）

吕佳璇、庄震（6 日出） 王冲、王炜（13 日出） 
李月红、王冲（20 日出）

许慧莹、  李月红（27 日出）

李月红，知名专家，擅长肾脏病急危重症及血液净化、糖尿病肾炎、狼疮肾炎、移植肾及妊娠肾损害。
庄震，副主任医师，各种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肾炎及尿毒症并发症的诊治和肾脏替代治疗。
李敏侠，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肾小球疾病的诊治，血液净化及并发症的处理，血透通路的建立。
王炜，副主任医师，擅长急慢性肾脏病的诊治及血液净化，复杂泌尿系统感染。
温雯，主治医师，擅长各种急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吕佳璇，主治医师，擅长急慢性肾脏病和血液净化的诊治及透析通路处置。
许慧莹，主治医师，擅长急慢性肾脏病和血液净化的诊治。                           
王冲，主治医师，擅长各种急慢性肾病诊治。
蔡士铭，主治医师，擅长各种急慢性肾病的诊治。
许博洋，医师，擅长各种急慢性肾脏病诊治。

内分
泌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赵文惠 曹沉香 
刘兆祥 
曾自强
王晓晶

曹沉香（14/28 出甲穿约诊、7/21 出普通诊） 
王燕磊（28 日出普通诊、21 日出甲穿约诊） 

王少程   刘兆祥 
曾自强

肖建中  赵文惠 
曾自强  刘兆祥 

王晓晶（1、8 日出） 
王燕（15、22、29 日出）

肖建中 
曾自强 
刘兆祥

肖建中   赵文惠 
曹沉香（内分泌与月经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专病） 
曾自强（2 日出）王燕磊（16、23、30 日出） 

王晓晶

曹沉香 
曾自强（2 日出） 

王燕磊（16、23、30 日出） 

王晓晶（特殊类型糖尿病专病诊）

肖建中 
曹沉香（甲状腺结节专病） 

刘兆祥（3、10 日出） 
王燕磊（17、24 日出） 王晓晶

曾自强 
刘兆祥

赵文惠（妊娠高血糖和甲状腺疾病）

王燕磊（18、25 日出） 
曾自强

刘兆祥（生长发育专病诊）

王少程 曾自强 刘兆祥 
赵文惠（骨质疏松专病诊） 
移植后代谢性疾病
（MDT 门诊 11、25 日出）

王晓晶 
王少程（5、19 日出） 
刘兆祥（12、26 日出）

王晓晶 
王少程（5、19 日出） 
刘兆祥（12、26 日出）

曹沉香 
王燕磊（20 日出） 

曾自强（13、27 日出）

曹沉香 
王燕磊（20 日出） 

曾自强（13、27 日出）

肖建中，知名专家，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和高脂血症的诊治，对内分泌疑难疾病的诊治也富有经验。
赵文惠，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及并发症的预防治疗、骨质疏松及妊娠相关高血糖及代谢紊乱诊治。
曹沉香，副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科常见疾病，甲状腺结节，多囊卵巢综合症。
金丽霞，主治医师，擅长糖尿病、骨质疏松、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科疾病的诊治。

曾自强，主治医师，擅长肥胖症、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科疾病的诊治。  
王燕磊，主治医师，擅长糖尿病等内分泌系统常见病的诊治。  
刘兆祥，主治医师 擅长内分泌系统常见疾病、生长发育专病诊治。
金晨曦，医师，擅长骨质疏松症，糖尿病等内分泌常见疾病的诊治。

心脏
内科

医疗大楼
二层东侧

薛亚军  马志毅 
谢颖      赵兰婷 
韩治伟      耿雨    

薛亚军     
马志毅（11、28“三高”门诊） 

周博达赵兰婷 张鸥
 耿雨（11、14“三高”门诊）

刘芳  
佘飞（心衰）        

何榕   赵兰婷 
马志毅    谢颖                  

佘飞
周博达（肿瘤心脏病） 

刘元伟（房颤） 
谢颖   向伟

葛堪忆                  
薛亚军 

马志毅（2 日出）                     
韩治伟

葛堪忆 
向伟  
谢颖

张萍（晕厥）           
李艳芳    佘飞
何榕   刘元伟

 韩治伟                                      

李艳芳                                
薛亚军（冠心病） 

赵兰婷  
孔令云

佘飞  周博达                                           
刘元伟 
赵兰婷

谢颖   向伟  

张兆国      谢颖 
赵兰婷  韩治伟 
杨靖           张鸥

 周博达、佘飞（5 日出） 
韩治伟、赵兰婷（12 日出） 
刘元伟、赵兰婷（19 日出） 
孔令云、薛亚军（26 日出）

马志毅、向伟（6 日出） 
谢颖、耿雨（13 日出） 
张鸥、杨靖（20 日出） 
 何榕、耿雨（27 日出）

张萍，知名专家，擅长各类心血管疾病诊治。心律失常、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心脏
瓣膜病及疑难心血管疾病。对围术期及围产期心血管疾病的诊治经验丰富，特别在遗传性心律失常、晕厥及猝死防
治方面造诣颇深。
刘芳，知名专家，擅长高血压、动脉硬化性疾病、结构性心脏病诊治及心血管疾病的一体化系列管理。
在心血管疾病超声评估方面成绩突出，居领先水平。
佘飞，主任医师，擅长心律失常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房颤的诊断治疗。心律失常介入治疗，心血管危重症、
心力衰竭的治疗。此外在冠心病、高血压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
何榕，知名专家，擅长心脏起搏器植入和程控随访，专注于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等心律失
常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心力衰竭、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的诊治。
刘元伟，副主任医师，擅长复杂心律失常介入治疗、导管消融和起搏器植入术、ICD、CRT 专注房颤、室速、
复杂室上速的射频消融及心衰再同步化治疗（CRT）。
薛亚军，副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介入治疗，以及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脏瓣膜病、心衰和心律失常的诊断与治疗。
马志毅，副主任医师，擅长高血压病、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脂血症及
相关疾病的诊治。 
周博达，副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介入治疗、肿瘤心脏病学、高血压、外科术前心脏评估、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

赵兰婷，主治医师，擅长心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及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肺功能评估及综合管理，尤其擅长心脏康复。
韩治伟，主治医师，擅长冠心病、结构性心脏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衰等各种心内科疾病的诊治。专业特长是急性心肌梗死和各种复杂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
谢颖，主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治。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的长期规范化管理。
向伟，主治医师，擅长心内科常见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及心力衰竭等的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尤其擅长心脏超声影
像的检查与诊断。
孔令云，主治医师，擅长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以及心功能不全、心包疾病、心脏瓣膜病、心脏肿瘤、
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等器质性心脏病的超声心动图诊断与评估。 
张鸥，主治医师，擅长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肌病、心衰的诊治。   
耿雨，主治医师，擅长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肌病、心衰的诊治。
杨靖，主治医师，擅长心血管常见疾病的诊治，心律失常（尤其是遗传性心律失常）的诊断及治疗。
李艳芳，知名专家，擅长冠心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治。
葛堪忆，知名专家，擅长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聂孝云，副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高脂血症的诊断与治疗。 

神经
内科

医疗大楼
二层东侧

王也 
付伟 

张小峰 
李珺

冯新红 
李珺  张玮 

张小峰 
李秀丽

黄光    
吕莹 

刘兴洲

黄光   吕莹
付伟 

宋晓微    张隽 
李秀丽（神经肌肉病专病诊 1 日停）

张菁  赵蕾 
冯新红 
李珺

张小峰

付伟       赵蕾 
张玮       张菁 

魏宸铭   
李秀丽    张隽

武剑      冯新红
 赵蕾           张菁  

李珺（头晕专病门诊 3、17 日出） 
王也（头晕专病门诊10、24日出）

张菁      李珺 
张玮   宋晓微 

龙绮婷 
李秀丽

张菁  
龙绮婷 
刘兴洲 

付伟（头痛专病诊）

付伟  张玮 
魏宸铭 
龙绮婷 
王 也

张小峰（5 日出） 
杨骊鹏（12 日出） 

付伟（19 日出） 
张玮（26 日出）

魏宸铭（5 日出） 
李秀丽（12 日出） 

张隽（19 日出） 
李珺（26 日出）

李秀丽（6 日出） 
龙绮婷（13 日出） 
李珺（20 日出） 

魏宸铭（27 日出）

杨骊鹏（6 日出） 
沈懿（13 日出） 
张玮（20 日出） 
付伟（27 日出）

武剑，知名专家，擅长处理神经系统常见病，更精于疑难杂症的诊治，专注于脑血管病、神经遗传变性病、脱髓鞘病以及癫痫、头痛、眩晕、记忆力和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治。
吕莹，知名专家，擅长诊治脑血管病头晕头痛焦虑抑郁记忆力减退面神经炎及神经免疫性疾病。      
黄光，知名专家，擅长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记忆减退、睡眠障碍性疾病和三叉神经痛。   
张菁，副主任医师，擅长诊治神经系统常见疾病，脑血管病，头痛，头晕，失眠等，记忆力减退和焦虑抑郁状态的诊治。 
冯新红，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睡眠障碍的诊治，尤其擅长肌无力、肌萎缩、神经痛、肢体麻木及帕金森的诊治。    
付伟，副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介入、顽固性癫痫、头痛头晕、睡眠障碍、情绪障碍等神经疾病诊治。
赵蕾，副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震颤等各种运动障碍病及神经肌肉病的诊治，专注于各项神经电生理技术及检查结果的判读与分析。
张小峰，副主任医师，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病，特别是脑血管病、头痛、头晕、认知功能减退等，专注于脑血管病介入诊疗。
张玮，主治医师，擅长癫痫及癫痫综合征的诊断治疗，特别在局灶性癫痫定位诊断和术前评估、颅内电极脑电图领域有丰富临床经验。
李珺，副主任医师，擅长神经系统常见疾病，脑血管病，帕金森病，头痛，头晕等疾病的诊治。

李秀丽，主治医师，擅长神经系统常见病诊治，如脑血管病，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神经系统脱髓鞘及周围神经病和各类肌肉病等。
王也，主治医师，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病，脑血管病、头痛、头晕、认知功能减退等，专注于脑血管病介入诊疗。
龙绮婷，主治医师，癫痫与癫痫综合征的诊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定位诊断，脑功能区定位评估（WADA 试验，皮层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药物难治癫痫。
魏宸铭，主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诊治，卒中急救，癫痫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诊治。
杨骊鹏，主治医师，擅长头晕头痛、焦虑抑郁、运动神经元病、脑血管病及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
宋晓微，主治医师，擅长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的药物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
张隽，主治医师，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周明，医师，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病的诊治。
徐文灯，医师，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沈懿，医师，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风湿
免疫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张倩茹         刘英           张倩茹   刘英 张倩茹 (痛风性关节炎专病诊）   刘英 刘英 
张倩茹 白晓 张倩茹   刘英 张倩茹 张倩茹  白晓 张倩茹

张倩茹，主治医师，擅长风湿免疫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刘英，医师，擅长风湿免疫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于若寒，医师，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常见风湿免疫性疾病的诊治。

感染
性疾
病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王小辉 林明贵 马序竹       钟乐萍 林明贵 王小辉 林明贵          马序竹 马序竹    马序竹（5、19 日出，专家诊）       
 钟乐萍（12 日出） 王小辉（26 日出）        

马序竹（5、19 日出，专家诊）        
钟乐萍（12 日出）  王小辉（26 日出）        

王小辉（13、20 日出）       
钟乐萍（6、27 日出）            

王小辉（13、20 日出）       
钟乐萍（6、27 日出）            

林明贵，知名专家，擅长各种病原微生物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如各种细菌、病毒、真菌、原虫、分枝杆菌等等，特别
是长期发热待查、复杂危重疑难性感染性疾病救治、支气管镜下各种介入操作方面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马序竹，知名专家，专长于各类细菌、真菌感染性疾病及发热性疾病诊治。

王小辉，主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及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治。
钟乐萍，主治医师，擅长感染性胃肠炎及发热性疾病的诊治。                                                                                
陈凯丽，医师，擅长感染性疾病及内科常见病的诊治。

全科
医学

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王仲  李敏 刘莉 
杜丽雪 严楠 邹晓昭   王非 杜丽雪 刘莉    王仲 王仲 ( 远程诊 ) 

王非 王非 邹晓昭 李敏   严楠 邹晓昭（5 日出）严楠（12 日出） 
王非（19 日出）刘莉（26 日出）

严楠（5 日出） 杜丽雪（12 日出） 
邹晓昭（19 日出）李敏（26 日出）

王仲，急诊与全科医学知名专家，专长各种未确诊症状初诊；肥胖、痛风（高尿酸血症）、肌肉减少症诊治管理；健康咨询及体检设计。
李海斌，副主任医师，擅长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结构性心脏病综合诊疗及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管理、心脏功能康复。
王非，副主任医师，擅长常见症状学鉴别、急病诊治、慢性疾病的管理和心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治疗。健康管理及体检咨询。
邹晓昭，主治医师，擅长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糖尿病及消化系统等疾病治疗，健康管理及体检咨询。

严楠，主治医师，擅长高尿酸血症，高血压、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等慢病管理。
杜丽雪，医师，擅长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一级、二级预防治疗。
刘莉，医师，擅长慢阻肺，高尿酸血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及常见病的诊治与管理，体检规划及结果解读。
李敏，医师，主要从事各种急慢性症状病因筛查，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疾病或心脑血管疾病的维护性治疗，身心健康评估与体检咨询。 

老年
医学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戴庆箐 郭军 戴庆箐 戴庆箐
郭军，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气道慢病、老年下呼吸道感染、间质性肺疾病、肺血管病、结缔组织病相关肺病等的诊治和管理。 戴庆箐，主治医师，擅长老年综合评估、慢病管理，老年神经系统疾病：脑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等。

 

时 间

科 别

三级医院收费标准收取医事服务费：知名专家 100 元、主任医师 80 元、副主任医师 60 元、主治医师 50 元，以上医保报销金额均为 40 元。

下转第二版

特 需 门 诊

星期一                       
11 月 7、14、21、29 日

星期二                     
11 月 1、8、15、22、29 日

星期三                               
11 月 2、9、16、23、30 日

星期四                   
11 月 3、10、17、24 日

星期五                     
11 月 4、11、18、25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魏来（肝胆内科） 李建兴（泌尿外科） 董家鸿院士（肝胆胰外科） 吕宪利（神经外科） 廖秦平（妇科） 刘兴洲（神经内科） 胡运韬（眼科） 董家鸿院士（肝胆胰外科） 支修益（胸腔外科） 肖建中（内分泌与代谢科）

廖秦平（妇科） 黄振宇（产科） 张萍（心脏内科 ） 吴巍巍（血管外科） 王仲（全科医学科） 李雁（肿瘤外科） 赵邑（皮肤科） 黎功（放射治疗科） 林明贵（感染性疾病科） 路桂军（安宁疗护） （约诊）  

罗斌 （普通外科） 徐樨巍（儿科消化专病） 支修益（胸腔外科） 刘芳（心脏内科） 蒋绚（消化内科） 叶京英（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李月红（肾脏内科） 唐红卫（消化内科）

李恕军（消化内科） 牟向东（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郑卓肇（放射诊断科） 徐樨巍（儿科消化专病） 郑卓肇（放射诊断科） 路桂军（安宁疗护特需门诊） （约诊）  何榕（心脏内科） 陈东红（胸腔外科）

于立新 ( 肾移植科 ) 路桂军（安宁疗护特需门诊） （约诊） 姜泊（消化内科） 李元新（胃肠外科） 李建兴（泌尿外科） 黄振宇（产科）（10 日停） 刘昌伟（血管外科）

周军（肝胆肿瘤科） 李龙（儿外科） 李欣（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伊海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任渝棠（消化内科）

王瑞峰（消化内科）

 特需门诊看诊时间：8:30-12:30，13:30-17:00；

出诊科室 出诊医师

普通内科 丁磊（周一上午   周二下午  周五上午）

消化内科 董海滨（周一下午）       于旭彤（周二下午）       于旭彤（周三上午）     魏正杰（周四上午）       谢珊（周五上午）

呼吸内科 张会娟（周一下午）       赵景泉（周二上午）       郭文佳（周二下午）     宛莹华（周四上午）       张明强（周五上午）

肾脏内科 王冲（周二下午）

内分泌与代谢科 曾自强（9 日下午出）

心脏内科 马志毅（周四上午）

血管外科 蒋超（周四上午）

神经内科 王也（2 日出）                 宋晓微（9 日出）            杨骊鹏（16 日出）          沈懿（23 日出）              张颖博（30 日出）

全科医学科 邹晓昭（周一上午）     杜丽雪（周二上午）      严楠（周三上午）         刘莉（周四上午）           李敏（周五上午）

普通外科 季午阳 （周二上午）

神经外科 张培海（周一下午）     张晓磊（周四下午）

肿瘤外科 李兵（周四上午）

肝移植科

周一下午：徐光勋（14、28 日出诊）

周二上午：李君
周三上午：范铁艳                             周三下午：童翾 (2、16 日出诊）           于里涵（9、23 日出诊）

周四上午：李君                                 周四下午：宋继勇（3、17 日出诊）    李昂（10、24 日出诊）

周五上午：陈虹（11 日、25 日出诊）

儿童肝病科 王丽旻（周四上午）

妇科
刘瑛（周一上午）       孙晓彤（周一下午）       陈锐（周二下午）       曾桢（周三上午）       朱思敏（周三下午）

冯宗昊（周四上午）    冯岩岩（周四下午）       孙晓彤（周五上午）

王晓茜（12 日出）       刘瑛（19 日出）

放射治疗科 蒋静（周一上午）         李广欣（周三下午）      黎功（周五上午）

肝胆肿瘤钇 90 微球咨询 张琳（周一上午）       黄鑫（周四下午）

临床药学科

周一下午：综合用药咨询 / 药物不良反应咨询  谢吉科
周二下午：疼痛患者用药  李芳
周三下午：移植患者用药  张维
周四下午：抗凝治疗药物  孟慧杰
周五下午：心脑血管病患者用药  张微微

护理门诊

周一上午：袁雪丽（复杂良性胆病个案管理师）

周一下午：赵春梅（睡眠呼吸暂停疾病个案管理师）                 严哲（肝胆胰肿瘤个案管理师）

                    刘晶钰（皮肤管理护理咨询门诊）                          张传云（母乳喂养咨询门诊）

                    刘巾铭（转介居家护理咨询门诊）

周二上午：袁珂（儿童哮喘个案管理师）                                 李慧敏（骨退行性疾病个案管理师）
周二下午：李硕（恶性肿瘤及安宁疗护护理咨询门诊）              赵萌（盆底、腹直肌康复咨询门诊）

                    刘巾铭（转介居家护理咨询门诊）

周三下午：刘虹（静脉治疗专科护理咨询门诊）                        王皓月（新生儿护理咨询门诊）

                    文佳（转介居家护理咨询门诊）

周四下午：李娜（慢性阻塞性气道疾病个案管理师）                 刘巾铭（转介居家护理咨询门诊）   
周五上午：李彩宏（糖尿病个案管理师）                                侯多朵（脑卒中个案管理师）

周五下午：于晓华（外周血管疾病个案管理师）                       吉霞女（转介居家护理咨询门诊）

互 联 网 门 诊

门 诊 患 者 须 知

医疗楼入口：

①成人门诊、住院自医疗楼北门进入，开放时间：7:00-19:00。

②中医科门诊单独进入，开放时间：7:30-17:00。

③急诊、儿科、发热均独立入口，24h 开放。

所有门诊患者及家属来院当日配合扫描【多码合一通行码】

（健康宝、流调等）完成流调，主动向预检分诊工作人员出

示结果查验无误后进入医疗楼。

所有门诊患者及家属需出示来院前近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方可进入医院。

7 日内体温≥ 37.3 °C，请主动前往发热门诊就诊。

7 日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或者入境未满 10 天的患者，请主

动前往发热门诊就诊。（中高风险地区以国家发布为准并动

态调整）

7 日内来自国内新报告本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区（地级

市），出现干咳、乏力、嗅觉和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

痛、结膜炎、肌痛、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者，请主动前

往发热门诊就诊。若无以上任一症状，凭 72 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进入医疗楼。

★ 

★ 

★ 

★ 

★ 

互联网门诊就诊指南     

请扫下方二维码

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者



妇
儿
部

妇
产
科

廖秦平知名专
家团队门诊 杨曦 刘俊 张蕾 刘瑛 吕涛

产科
刘晨 

陈华云
刘晨

冯岩岩（预约诊产后复查诊）

黄振宇 
孙晓彤

刘晨 刘俊 黄振宇（高危产科门诊） 
尚梦远

黄振宇 
曾桢 刘瑛 刘晨 曾桢 杨曦（5 日出）  陈华云（12 日出） 

冯宗昊（19 日出）陈锐（26 日出）

王晓茜（6 日出） 刘瑛（13 日出）

吕涛（20 日出）  曾桢（27 日出）

妇科
杨曦   朱思敏

孙晓彤  尚梦远 
冯宗昊（预约诊阴道镜）

杨曦 朱思敏 
尚梦远 曾桢 

吕涛（盆底超声）

刘俊   冯宗昊 
尚梦远   陈锐 

冯岩岩

朱思敏 刘俊 冯宗昊
孙晓彤  尚梦远

王晓茜（预约诊造影）

张蕾     王晓茜 
刘瑛    孙晓彤 
尚梦远  冯岩岩

张蕾（不孕不育门诊） 
吕涛   王晓茜 
曾桢  陈华云

刘瑛  刘俊
杨曦  尚梦远

陈锐（预约诊阴道镜）

杨曦     王晓茜 
陈华云  孙晓彤 
尚梦远      陈锐

张蕾  吕涛 王晓茜
冯宗昊  朱思敏

陈锐（宫颈病变诊治门诊）

刘瑛 陈华云 冯岩岩 
尚梦远 陈锐 

张蕾（预约诊造影）

互联网门诊：（上午） 
王晓茜（12 日出）

刘瑛（19 日出）

医疗大楼
一层西侧

廖秦平，知名专家，各种妇产科疑难杂症 , 尤其各种妇科肿瘤及妇产科感染性疾病。
黄振宇，知名专家，产科常见合并症、并发症、阴道手术助产、有合并症的剖宫产，新生儿窒息抢救。
张蕾，主任医师，擅长妇产科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对于女性不孕症的诊治。
刘晨，副主任医师，产科诊治和处理，技术熟练、经验丰富。
马珂，副主任医师，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科常见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妇科内视镜技术及正常分娩、异常分娩。
吕涛，副主任医师，妇产科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妇科良恶性肿瘤、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性学相关疾病的诊疗。
杨曦，副主任医师，妇产科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的筛查及诊疗；妇科良恶性肿瘤
的诊断与治疗，产科保健、妊娠并发症及危重症。
王晓茜，副主任医师，擅长妇产科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对于女性不孕症和反复流产的诊治。

刘俊，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刘瑛，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曾桢，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冯岩岩，主治医师，妇科感染及良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宫颈病变的诊治，围产期保健，妊娠常见合并症的诊疗。
陈华云，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冯宗昊，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朱思敏，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尚梦远，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
孙晓彤，主治医师，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科常见疾病的诊疗 

儿
科

儿外科
明安晓 郝献华 明安晓

李龙 ，知名专家，擅长小儿常见和疑难普外及新生儿外科疾病，专长胆管囊肿、胆道闭锁、门脉高压、肛门直肠畸形、肝脏肿瘤、神经母细胞瘤等小儿外科疑难病诊治。

儿
内
科

   地  点
星期一

11 月 7、14、21、29 日
星期二

11 月 1、8、15、22、29 日
星期三

11 月 2、9、16、23、30 日
星期四

11 月 3、10、17、24 日
星期五

11 月 4、11、18、25 日
星期六

11 月 5、12、19、26 日
星期日

11 月 6、13、20、27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外
科
部

麻醉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景宇淼
孟园园，主治医师，掌握各类手术室内外麻醉术前评估，熟悉各类手术围术期麻醉管理。
景宇淼，主治医师，掌握各类手术室内外麻醉术前评估，熟悉各类手术围术期麻醉管理。

郭梦倬，医师，掌握各类手术室内外麻醉术前评估，熟悉各类手术围术期麻醉管理。

疼
痛
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路桂军    刘芳            王超    
刘芳（约诊）       

刘芳（足踝痛门诊）                                    
牛杰杰         

陈蒙蒙 ( 癌痛门诊 )    

王超  刘芳（约诊）

刘芳                    
陈蒙蒙

李志刚 ( 癌痛门诊 )  

刘芳（约诊） 牛杰杰          
路桂军                                 
王超

陈蒙蒙（癌痛门诊）              
刘芳（足踝痛门诊）

路桂军          
刘芳

李志刚 ( 癌痛门诊）      
 牛杰杰   刘芳（约诊）                          

李志刚（癌痛门诊 5 日出）

刘芳（12、19 日出） 牛杰杰（26 日出）       
王超（5 日出）

牛杰杰（12 日出）                  
李志刚（癌痛门诊 6 日出）

王超（13、20 日出） 牛杰杰（27 日出）                
王超（6 日出）

牛杰杰（13 日出）                                          
路桂军，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疼痛诊疗，周围神经痛、盆腹会阴痛、情绪相关疼痛 、癌痛姑息治疗、微量元素中毒疼痛。
刘芳，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疼痛诊疗 , 含颈肩腰腿痛、头痛、神经痛、癌痛等，如颈腰椎病、关节炎、带状疱疹、足跟痛等。

牛杰杰，医师，擅长慢性疼痛诊疗、周围神经痛，癌痛，骨质疏松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关节炎。
王超，医师，擅长慢性疼痛诊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源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癌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非疼痛性疾病等。  
李志刚，医师，擅长晚期癌痛的综合管理及肿瘤晚期患者的症状管理和整体照顾。   

肾移
植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叶俊生 史屹 李钢 解俊杰
于立新，知名专家，擅长肾脏移植和肝肾、胰肾等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在器官移植围手术期管理，术后免疫抑制
剂的合理应用及术后并发症的处理方面有丰富经验，尤其对高龄、高致敏等高危肾移植的管理有较深造诣。
叶俊生，副主任医师，长期专注器官移植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在供器官的维护与获取、肾移植、亲属肾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术后围
手术期管理、并发症的处理以及移植肾慢性失功的防治方面有丰富经验，擅长体液性排斥反应、肾移植术后 BK 病毒肾病等并发症的诊治与预防。

李钢，副主任医师，擅长肾移植、腹腔镜手术，在肾移植精细管理及相关并发症处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解俊杰，主治医师，擅长肾移植随访及免疫抑制剂调整；亲属活体肾移植术前供、受者评估。
史屹，主治医师，擅长肾移植手术，围手术期的临床管理，术后患者长期随访以及个体化免疫抑制的应用。对排斥反应、感染、
原发肾病复发、BK 病毒相关性肾病等肾移植相关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专
科
部

眼
科

医疗大楼
三层西侧

乔荣华  郭立斌
宋丹     刘瑄

宋丹  司山成  李孟达 
陆宛  林赛柔  潘美娟

胡运韬 ( 眼底病、眼外伤专诊）           
郭立斌 司山成 宋丹 高然

乔荣华 ( 约诊 )

肖林
胡运韬  乔荣华 
司山成    刘瑄

王奇骅   刘瑄 
高然   王韧琰

郭立斌  司山成  高然 
王韧琰 李孟达

郭立斌 王奇骅 高然 
王韧琰 李孟达 王蕾

乔荣华  宋丹  肖林 
王韧琰  刘瑄  杜宇 王奇骅 乔荣华 王奇骅（5 日出） 宋丹 潘美娟（12 日出）

 林思勇 陆宛（19 日出）    刘瑄 李孟达（26 日出）

王奇骅（5 日出） 潘美娟（12 日出）  
陆宛（19 日出）  李孟达（26 日出）

刘瑄  司山成（5 日出）王蕾（12 日出）

杜宇（19 日出）  高然（26 日出）

司山成（5 日出） 王蕾（12 日出） 

杜宇（19 日出）    高然（26 日出）

胡运韬，主任医师，擅长复杂眼部疑难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眼底病、眼外伤、白内障的手术治疗。                 
刘瑄，副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类疾病的诊治，角膜结膜疾病和眼底病的治疗，以及儿童近视防控。
宋丹，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视网膜脱离等各种眼底病及白内障诊治。擅长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及白内障手术。
乔荣华，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青光眼的诊治，白内障手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葡萄膜炎的诊治。
郭立斌，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及复杂白内障的手术治疗；特别是对患者的个性化方案定制、对屈光状态的精确控制及高端人工晶体的精准应用。
林思勇，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相关眼病、视网膜脱离、黄斑疾病、近视相关眼底病变的微创玻璃体手术；精通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以及角膜移植手术。

高然，主治医师，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科激光等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
王韧琰，主治医师，擅长斜弱视，儿童近视的防控，儿童视觉发育相关眼病的诊治，双眼视功能障碍、阅读障碍、眼底疾病的内科治疗，青光眼白内障眼表疾病的常规诊治。
司山成，主治医师，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外伤，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眼科疾病，眼科激光等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张寒峭，主治医师，擅长眼部整形美容（上睑下垂、眼睑肿物、倒睫、重睑、眼袋、眼睑痉挛等）、泪器疾病微创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的诊治。
王奇骅，主治医师，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等各种常见、多发病的诊断治疗，以及各类眼科激光治疗。
李孟达，主治医师，擅长眼底病，葡萄膜疾病，白内障，眼表疾病，青光眼等常见眼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耳鼻咽
喉头颈
外科

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

叶京英    顼晋昆 
秦贺        吴彦桥 
尹国平    纪育斌 

曲玥

秦贺        李欣 
 尹国平  李京京 
 李娟         胡斌 

顼晋昆（睡眠专病门诊）

伊海金      秦贺 
曹平平  尹国平 
许嘉          胡斌 

高娟娟

伊海金   李欣 
许嘉   曹平平 

胡斌
叶京英（睡眠专病门诊）

伊海金        曹平平 
尹国平（睡眠专病门诊） 

曲玥   纪育斌 
胡斌

赵艳玲     张红 
高娟娟（16 日出） 

李娟（23 日出） 曲玥（30 日出） 
李京京（2 日出） 陈雯婧（9 日出）

伊海金     李欣 
秦贺     吴彦桥 
许嘉     陈雯婧 

付伟（10、24 日出）（睡眠专病门诊）

高娟娟 
李欣（10 日出）（教学门诊） 

许嘉
陈雯婧

纪育斌   李欣（25 日停） 
曲玥（4 日停）（嗓音诊）  李娟 

曹平平 尹国平 韩丽艳（4 日出）

李京京（睡眠专病门诊）

赵艳玲  顼晋昆 
纪育斌 (4 日停） 
韩丽艳（4 出） 
李京京   李娟

赵艳玲  张红  李京京（12 日停） 
李娟（12 日停） 伊海金（眩晕门诊 5 日出）

高娟娟（眩晕门诊 12 日出）

李欣（眩晕门诊 19 日出）许嘉（眩晕门诊 26 日出）

伊海金（5 日出） 顼晋昆（19 日出） 
李京京（12 日停） 高娟娟（12 日出）

曹平平    李欣（12 日出） 
胡斌（26 日出）

吴彦桥   张红 
曲玥   高娟娟（13 日停） 

李京京（13 日出） 
许嘉（27 日出）秦贺（6 日出）

吴彦桥     高娟娟（6、27 日出） 
秦贺（6 日出） 曹平平（13 日出） 
尹国平（20 日出） 许嘉（27 日出） 
李京京（13 日出）陈雯婧（6 日出）

口腔颌面外科 李华 李华 李华

医疗大楼
三层西侧

叶京英，知名专家，擅长咽喉肿瘤、儿童腺样体、扁桃体肿大，成人鼾症，嗓音疾病的诊治。在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诊断和手术治疗方面成绩突出。
韩丽艳，知名专家，擅长嗓音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擅长嗓音疾病的保守治疗、职业用嗓者和嗓音疾病患者的发音训练等。 
赵艳玲，知名专家，擅长喉部及头颈部肿瘤诊断及治疗，耳鼻咽喉科各种疑难症诊治、抢救和处理。
吴彦桥，知名专家，主要负责鼻科疾病诊断和治疗，擅长鼻内镜下微创治疗难治性鼻出血、复杂鼻窦炎、复发性鼻息肉、额窦手术、鼻腔鼻窦良性和恶性
肿瘤、脑脊液鼻漏、眶壁骨折、鼻咽癌早期及放疗后复发、骨坏死等微创外科手术。
伊海金，知名专家，耳科、鼻科及耳鼻咽喉常见疾病诊疗。擅长中耳炎、耳聋、面瘫、眩晕、脑脊液耳漏、侧颅底疾病等诊疗及人工耳蜗植入。                                         
李华，主任医师，头颈部良性肿瘤个体化美容切口、保存外科及恶性肿瘤的综合序列治疗，  面颈部脉管畸形的硬化和激光治疗，口腔颌面及头颈部恶性肿瘤的综合序列治疗，复杂骨折的治疗。   
李欣，副主任医师，擅长听力学及耳科学、前庭医学。对周围性眩晕疾病、耳聋、耳鸣、各种外耳、中耳急慢性炎性疾病等耳科疾病的诊治有独到见解。
擅长耳内科疾病与人文医学及心理科相结合，治疗复杂眩晕耳鸣等内耳疾病。       
纪育斌，副主任医师，擅长甲状腺、咽喉、颈部良恶性肿瘤、鼻窦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成人及儿童鼾症。      
秦贺，副主任医师，擅长鼻腔、鼻窦疾病（鼻外伤、鼻出血、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鼻腔鼻窦肿物等）内镜微创外科治疗；擅长鼻眼、鼻颅底相关疾病外科治疗；过敏性鼻炎和嗅觉障碍规范治疗。                                               
尹国平，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睡眠及呼吸障碍；声带息肉、咽喉良性肿瘤等；头颈肿瘤，如喉癌、下咽癌、甲状腺癌、颈部肿物等；鼻部疾病，如鼻窦炎、鼻息肉等；以
及耳鼻咽喉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在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俗称“鼾症”）的病情评估及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曹平平，副主任医师，对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有丰富的经验。主攻方向：急、慢性鼻窦炎，鼻息肉，过敏性鼻炎等鼻腔鼻窦炎性疾病，鼻部
畸形矫正与整形，鼻腔鼻窦良、恶性肿瘤，脑脊液鼻漏修复及鼻眼相关疾病。 
顼晋昆，主治医师，擅长儿童腺样体扁桃体疾病、成人鼾症、咽喉、鼻腔鼻窦、甲状腺等良恶性疾病的诊治。                                                                             
许嘉，主治医师，对于耳鼻喉科常见病具有丰富经验，擅长治疗各种中耳炎、突发性聋、眩晕、面瘫及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   
胡斌，主治医师，擅长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尤其侧重于鼻炎、鼻窦炎、鼻息肉、过敏性鼻炎、鼻腔鼻窦的良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疗，熟练开展鼻内镜下
鼻窦微创外科手术，对复杂额窦病变的鼻内镜外科手术操作曾接受专业系统的培训。
陈雯婧，主治医师，耳鼻咽喉 - 头颈外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治。擅长各型中耳炎、各类耳聋、耳鸣、眩晕、外中内耳畸形、面瘫、面神经肿瘤及听神经瘤等侧颅底肿瘤、
鼻窦炎等。专长：咽鼓管功能障碍、儿童腺扁肥大及分泌中耳炎、新生儿耳廓畸形等疾病的诊治。
曲玥，主治医师，擅长耳鼻喉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嗓音疾病的诊治，功能性嗓音障碍及儿童声音嘶哑的发声功能训练，声带肿物及声带运动不良的诊治，咽喉反流病、咽喉慢性炎症疾病、儿童、成人鼾症等。   
张红，主治医师，擅长成人及儿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儿童腺样体及扁桃体肥大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咽喉良性疾病和鼻窦炎鼻息肉等疾病的诊治。
李京京，主治医师，成人及儿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诊断及治疗，儿童腺样体及扁桃体肥大、儿童睡眠张口呼吸、急性中耳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咽喉炎、急慢性扁桃体炎、反流性咽喉炎等常见病的诊治。
李娟，主治医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咽喉、成人及儿童睡眠打鼾、头颈部疾病诊断治疗。
高娟娟，主治医师，对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擅长治疗各类中耳炎、耳聋、耳鸣、眩晕、耳部肿物、耳前瘘管等耳科先天性疾病、遗传性聋咨询、周围性面瘫及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

皮
肤
科

医疗大楼
二层东侧

黄晨昱（约诊，手术） 
任杰   陈典        

段晓涵   舒丹

黄晨昱（瘢痕专诊） 
毕娅兰  刘德华 

薛婧雯

赵邑  刘德华（约诊，手术） 
陈典  段晓涵（毛发专诊）

薛婧雯  

蒋源   任杰
刘德华   舒丹 

段晓涵（约诊，毛发专诊）

陈典（约诊，手术） 
舒丹   任杰 

毕娅兰

蒋源（特应性皮炎专诊） 
陈典（约诊，手术）         舒丹

刘德华（特应性皮炎专诊 ) 薛婧雯

蒋源（约诊，手术） 
段晓涵（毛发专诊）                 

毕娅兰   陈典

黄晨昱（瘢痕专诊） 
段晓涵（约诊，毛发专诊）  

刘德华     薛婧雯

任杰     毕娅兰 
刘德华（约诊，手术） 
舒丹 ( 银白转诊 )   陈典 

任杰（鲜红斑痣专诊）

毕娅兰（色素性疾病专诊）刘德华（约诊，手术）

薛婧雯（慢性荨麻疹专诊）

蒋源    陈典（5 日出） 
毕娅兰（12 日出）

段晓涵（19 日出）任杰（26 日出）

张竹影（5 日出）

薛婧雯（12 日出） 
段晓涵（19 日出）任杰（26 日出）

刘德华 
舒丹

刘德华 
舒丹

赵邑，主任医师，擅长诊治银屑病及各类常见、疑难、重症皮肤病，精于激光治疗及皮肤医疗美容。
蒋源，副主任医师，擅长皮肤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以及激光和注射等皮肤医学美容项目。对于急慢性皮炎湿疹、过敏性皮肤疾病有丰富经验。
黄晨昱，副主任医师，擅长皮肤外科，各类疤痕、瘢痕疙瘩诊疗，良、恶性体表肿物的切除及整复，面部年轻化及激光美容等。
陈典，副主任医师，擅长皮肤外科，皮肤良恶性肿瘤的诊治，以及湿疹、特应性皮炎、酒渣鼻、药疹、痤疮、银屑病、白癜风的诊治。   
任杰，主治医师，擅长皮肤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对血管性、色素性皮肤病的激光治疗有丰富经验。

毕娅兰，主治医师，擅长皮肤科常见疾病诊疗，对各种炎症性、免疫性及肿瘤性等皮肤疾病病理有丰富经验。                                                                                                                                            
段晓涵，主治医师，一般皮肤病症诊治，擅长毛发相关性疾病诊治（雄激素性脱发、休止期脱发、斑秃及瘢痕性脱发等）；对皮肤光老化及激光医学美容有丰富经验。  
周毅辉，主治医师，擅长激光和美容皮肤病学，疑难皮肤疾病的病理诊断及常见皮肤疾病的治疗。
舒丹，主治医师，擅长银屑病、湿疹、白癜风、痤疮等疾病诊治。
刘德华，主治医师，擅长皮肤外科良恶性肿物切除以及皮肤科常见疾病诊疗。

康
复
科

医疗大楼
三层西侧

潘钰（脊柱与关节慢性疼

痛专病门诊）    翟晓雪 徐泉   李欣  徐泉  杨绯 徐泉（产后康复专科门诊）   
杨绯  潘钰（痉挛专科门诊，预约诊）

李欣 
冯雨桐（脑和脊髓损康复专病门诊）

杨绯（脊柱与关节慢性疼痛专病门诊）         
冯雨桐

潘钰（淋巴水肿专病门诊）         
郭韵        

杨绯（颈肩疼痛专病门诊）       
冯雨桐                           

徐泉  
李欣（脊柱与关节慢性疼痛专病门诊）

李欣（颈肩疼痛专病门诊）             
冯雨桐

杨绯（5 日） 翟晓雪（12 日） 
 李欣（19 日） 冯雨桐（26 日）

杨绯（5 日）    翟晓雪（12 日）  
李欣（19 日） 冯雨桐（26 日）

李欣（6 日）冯雨桐（13 日）郭韵（20、27 日）   
陆华保（儿童康复专病门诊）（13、27 日）                      

李欣（6 日） 冯雨桐（13 日）  

   郭韵（20、27 日）

潘钰，主任医师，业务专长神经康复、脊髓损伤康复、慢性肌骨疼痛康复、淋巴水肿康复、擅长超声指导下肉毒毒素、PRP 和药物注射等。   
徐泉，副主任医师，业务专长：慢性疼痛、神经损伤、骨科术后、淋巴水肿的康复、心肺运动评估及针灸治疗。
李欣，主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及脑外伤康复，脊髓损伤康复，颈肩腰腿疼痛及各类肌肉骨骼关节疼痛的临床诊断及系统性康复治疗。
吴琼，主治医师，擅长神经康复、骨科康复，儿童康复。包括脑血管病，脊髓损伤后肢体瘫痪，二便失禁；慢性肌肉骨关节疼痛的康复；儿童脑瘫、发育迟缓的康复。

杨绯，主治医师，擅长颈腰腿痛、肩膝踝关节疼痛等慢性肌骨疾病康复，脊柱及骨盆的运动姿势评估与康复，脑卒中康复，运动损伤及骨科康复。
郭韵，医师，擅长脊髓损伤康复及并发症处理，脑瘫、发育迟缓等儿童康复，卒中康复，骨科术后及运动康复等。
翟晓雪，医师，擅长神经康复，包括脑血管病、脑外伤、帕金森综合症、脊髓损伤等；老年慢病康复；骨科术后及运动损伤康复；慢性肌肉骨骼系统疾病诊治；异
常体态评估及训练。研究专注于卒中后姿势控制障碍、异常步态、足踝康复及神经调控治疗等。

中
医
科

急诊西侧

刘承     孙海燕          
李小玲 刘慧敏

刘承    崔兰凤                  
陈立华

刘承      聂有智         
崔兰凤   孙海燕

柳洪胜    孙海燕               
秦建婷  

柳洪胜  聂有智
 孙艺军  崔兰凤

柳洪胜   孙海燕         
秦建婷   刘慧敏 

刘承   孙海燕   秦建婷 
刘慧敏（肝胆脾胃中西医结合）

刘承   柳洪胜 
崔兰凤  

刘承    柳洪胜                
李小玲   刘慧敏

柳洪胜  秦建婷 
刘慧敏

刘承 (12、26 日出）

 柳洪胜（5、19 日出）                 孙艺军 孙海燕（6、20 日出） 
刘慧敏（13、27 日出）

崔兰凤

陈立华，知名专家 , 资深中医内科专家，积累了五十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肝胆，胃肠，心脑血管，呼吸道，肾病及泌尿系统等内科疾病以及肿
瘤等疑难重症的治疗。
聂有智，知名专家，主治中医内分泌病，心脑血管病，各种肿瘤术后调理及不孕不育等。
刘承，副主任医师，中药针灸结合治疗神经、呼吸、消化病，颈肩腰腿痛，妇科病及各种疑难性、复杂性疾病。 
柳洪胜，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药并用治疗中风，面瘫，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血管神经性头痛，失眠，痛风，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焦
虑抑郁状态，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胃炎，湿疹，痤疮，早期高血压、冠心病。

孙海燕，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脑血管疾病、面瘫；冠心病、心绞痛；各类腰痛、膝关节疼痛、偏头痛；慢性胃炎、慢性胆道疾病、习惯性便秘；系统性红斑狼疮、
复发性口腔溃疡、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血液病及恶性肿瘤；妇科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等；调理各种亚健康状态。
李小玲，主治医师，擅长亚健康，肿瘤放化疗中医调整，儿科常见病，月经不调，更年期，带状疱疹，针灸减肥等。
孙艺军，主治医师，擅长中药 / 针灸 / 针刀结合治疗头颈肩腰膝痛 , 鼻炎 / 咳嗽哮喘 , 胃肠疾病 , 失眠 , 心脑血管病防治 , 高血压 , 糖尿病 , 高脂血症 , 月经不调 , 皮肤病。
钟乐萍，主治医师，擅长感染性胃肠炎及发热性疾病的诊治。
秦建婷，医师，擅长针药综合神经心内（中风偏瘫）筋骨、脾胃、代谢、呼吸、妇儿科、皮肤美容、疲劳、疑难及养生。 
崔兰凤，医师，擅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等妇科疾病的综合治疗。

口腔科 医疗大楼
三层西侧

预约途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新版 APP                                                                                                                        放号时间：每周五早 7:00，放下一周号源 预约流程详见第四版

医
技
部

临床
营养科

医疗大楼
一层东侧

吉琳琳 吉琳琳 杨勤兵 吉琳琳 ( 专病门诊） 杨勤兵 杨勤兵 吉琳琳 吉琳琳 吉琳琳
 杨勤兵，知名专家，擅长医学减重、孕产营养管理以及临床各种常见疾病的医学营养治疗。   

放射
治疗科

医疗大楼
地下一层

蒋静（约诊）李广欣 崔佳宁 黎功  蒋静（约诊） 蒋静 李广欣 黎功（约诊） 蒋静（约诊）李广欣 崔佳宁  黎功 蒋静 黎功（约诊）李广欣 李广欣 蒋静（约诊）崔佳宁
黎功，知名专家，擅长肝癌，肺癌，肠癌的综合治疗，尤其是在应用放疗结合免疫药物和靶向药物方面。
蒋静，副主任医师，擅长乳腺癌、妇科肿瘤、直肠癌、胸部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李广欣：主治医师，擅长肝癌、肠癌、肺癌、食管癌、头颈部肿瘤的放疗，研究方向为肝胆肿瘤放疗与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的联合治疗。

医学影像
介入门诊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马永强 白志勇
 白志勇，知名专家，擅长慢性疼痛微创介入治疗，如颈腰痛、关节痛、神经痛；肿瘤介入治疗。  马永强，副主任医师，影像诊断和放射综合介入（CT 引导下穿刺活检；肿瘤射频消融；疼痛治疗等）。

医
疗
美
容
科

美容
外科

医疗大楼
一层西侧

陈强 李薇薇（女性私密整形综合门诊） 杨建民 陈强 杨建民 汤洁莹 汤洁莹 李薇薇 杨建民（19、26 日出）李薇薇（5、12 日出）   

杨建民，知名专家，擅长眼鼻精雕及面部年轻化手术，吸脂塑形，脂肪移植，乳房整形，激光美容，注射微整形，美容失败手术修复。 李薇薇，副主任医师，擅长眼部面颈部年轻化，乳房整形，吸脂及脂肪移植，妇科整形，肉毒素玻尿酸注射及激光美容。

美容
皮肤科

医疗大楼
一层西侧 陈典 任杰 赵邑 

陈典 黄晨昱 赵邑
舒丹 

刘德华
蒋源 
任杰

黄晨昱 
段晓涵 段晓涵

门 诊 出 诊 时 间 表 门 诊 出 诊 时 间 表
上接第二版

时 间

科 别
地  点

星期一
11 月 7、14、21、29 日

星期二
11 月 1、8、15、22、29 日

星期三
11 月 2、9、16、23、30 日

星期四
11 月 3、10、17、24 日

星期五
11 月 4、11、18、25 日

星期六
11 月 5、12、19、26 日

星期日
11 月 6、13、20、27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外
科
部

普通
外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霍东方（疝专科门诊） 
郭丽婧 

田金翌 
刘安阳（甲状腺、乳腺、疝门诊）

罗斌（甲状腺、乳腺、疝门诊） 
白熠洲（甲状腺、乳腺、疝门诊） 

刘安阳（甲状腺肿瘤门诊）

 
霍东方（甲状腺、乳腺、疝门诊）（2 日停） 
刘安阳（甲状腺、乳腺、疝门诊）（2 日出） 

赵培俍

郭丽婧（肛肠门诊） 
刘安阳（甲状腺、乳腺、疝门诊）（2 日停） 
霍东方（甲状腺、乳腺、疝门诊）（2 日出）   
赵培俍 

白熠洲（乳腺微

创门诊）  
刘安阳（甲状腺、

乳腺、疝门诊） 

霍东方（甲状腺、乳腺、疝门诊） 
田金翌（慢性伤口门诊） 
季午阳

罗斌（甲状腺、乳腺、疝门诊） 
田金翌

赵培俍 
郭丽婧（肛肠门诊） 

田金翌（5 日出）

刘安阳（甲状腺、乳腺、疝门诊）（12 日出）

赵培俍（19 日出）  季午阳（26 日出）

王雪玮（甲状腺肿瘤门诊）

田金翌（5 日出） 
刘安阳（甲状腺、乳腺、疝门诊）（12 日出）

赵培俍（19 日出）

季午阳（26 日出）

刘安阳（6 日出甲状腺、乳腺、疝门诊、20、27 日出甲状腺肿瘤门诊） 
赵培俍（13 日出）  季午阳（20 日出）

白熠洲（乳腺微创门诊）（27 日出）

王雪玮（甲状腺肿瘤门诊）（6、13 日出） 

刘安阳（6 日出甲状腺、乳腺、疝门诊） 
赵培俍（13 日出） 

 季午阳（20 日出）

白熠洲（乳腺微创门诊）（27 日出）

罗斌，知名专家，甲状腺手术，乳腺恶性肿瘤手术治疗和综合治疗，特别是乳癌保乳整形手术。
白熠洲，副主任医师 ，深耕乳腺专病，提供全生命周期乳腺健康维护。擅长：乳腺癌预防；乳腺体检与筛查；乳腺微创旋切手术；急性乳腺炎；乳腺癌全程管
理；乳腺癌精准手术与新辅助治疗；化疗副作用调理；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及副作用管控；乳腺癌长期随访和复查。
霍东方，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腹股沟疝、儿童疝气、脐疝、腹壁疝、切口疝、造口疝治疗，特别是微创疝手术治疗，兼治甲状腺、乳腺良恶性疾病。

郭丽婧，主治医师  擅长女性肛肠疾病手术，如痔疮，肛瘘等，甲状腺乳腺等普外常见病。 
刘安阳，主治医师 擅长甲状腺肿瘤及乳腺肿瘤的手术治疗及综合治疗，特别是甲状腺癌腔镜颈部无疤痕手术及乳腺癌保乳整形手术。
田金翌，主治医师  擅长普外常见病诊治，烧烫伤治疗及各类慢性不愈合伤口及甲沟炎的诊断、治疗术。

胃肠
外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朱志东 
赵宏伟

刘伯涛  
张鹏 

孙孝文（肛肠专科门诊）

王峰（22 日停）               
孙孝文（肛肠专科门诊）

徐田磊（肛肠专科门诊） 
王峰（22 日停） 

张骞

刘伯涛（肛肠疾病专科门诊） 
王峰

刘伯涛（2、16、30 日出） 
孙孝文（肛肠专科门诊）、马天翼（9、23 日出）

朱志东             
张骞

朱长真 
孙孝文（肛肠专科门诊） 

赵宏伟

刘伯涛（肛肠疾

病专科门诊）  
张鹏 

马天翼
张鹏（5、26 日出） 

赵宏伟（12 日出） 张骞（19 日出）

孙孝文  朱长真   急诊

孙孝文（5、19 日出）肛肠专科门诊 
刘伯涛（12、26 日出）

张宏伟、马天翼（减重与糖尿病外科门诊 6 日出）

张骞、徐田磊（减重与糖尿病外科门诊 13 日出）

张鹏、马天翼（减重与糖尿病外科门诊 20 日出）

赵宏伟、徐田磊（减重与糖尿病外科门诊 27 日出）

马天翼（6、20 日出） 
徐田磊（13、27 日出）

李元新，知名专家，擅长复杂肠梗阻、肠外瘘、慢性放射性肠炎、胃肠肿瘤腹腔镜手术、顽固性便秘腹腔镜手术、炎性肠病外科手术治疗、
腹腔镜全结肠切除、短肠综合征、小肠移植、腹腔结核，腹腔镜微创技术，减重手术与代谢外科微创治疗。    
王峰，副主任医师，擅长肠瘘、放射性肠炎、肠梗阻、短肠综合征的综合治疗。熟练运用腹腔镜技术对胃肠道良恶性疾病进行手术治疗，
腹腔镜微创技术，减重手术与代谢外科微创治疗。
朱志东，副主任医师，擅长胃肠道肿瘤的综合治疗，肠功能衰竭后小肠移植，腹壁疝，肛肠外科，腹腔镜微创技术，减重手术与代谢外科微创治疗。
张鹏，副主任医师，擅长外科急腹症的微创治疗，如肠绞窄、肠梗阻、消化道穿孔、胃肠肿瘤、阑尾炎、腹嵌顿疝等疾病，特别是急
性肠系膜缺血的治疗。还擅长处理痔疮、肛瘘等肛肠常见疾病。
刘伯涛，主治医师，擅长肠梗阻、肠瘘、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胃癌、结直肠癌腹腔镜标准化微创治疗；混合痔、肛瘘、肛裂微创手术；
营养不良患者的通路建立及支持治疗；腹部疝气手术。尤其擅长肠梗阻和消化道肿瘤患者术前影像学评估、围手术期处理及手术治疗。 

赵宏伟，主治医师，擅长胃肠外科常见疾病、腹部创伤及各种急腹症的诊治，尤其擅长术后粘连性及肿瘤性肠梗阻、消化道穿孔、阑尾炎、
肠系膜缺血性疾病、腹部嵌顿疝等急腹症的诊治及微创手术，以及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等肛肠疾病的诊治。
张骞，主治医师，主要针对胃肠道疾病、肛门疾病的治疗。擅长微创方法对胃肠道常见疾病（阑尾炎，肠梗阻，消化道肿瘤）、腹腔感染性疾病、
肛肠疾病（内痔、外痔、混合痔、肛周脓肿、肛瘘、肛裂）的治疗。
孙孝文，主治医师，肛肠科（内痔、外痔、混合痔、肛周脓肿、肛瘘、肛裂等肛肠疾病），慢性阑尾炎，结肠肿瘤导致肠梗阻等胃肠外科常见疾病。
庄卓男，主治医师，擅长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肛瘘、肛周脓肿的诊疗；腹腔镜微创手术；胃癌、结直肠癌的诊疗及化疗；肠梗阻、
便血的诊疗；脐疝、腹壁疝的诊疗；阑尾炎、盲肠炎的诊疗。
马天翼，医师，外科急腹症微创治疗；代谢减重外科微创手术治疗，腹腔镜袖状胃手术；痔疮，肛周脓肿，肛瘘的诊疗。
徐田磊，主治医师，擅长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肛瘘、肛周脓肿的诊疗；结直肠癌腹腔镜微创手术，结肠直肠癌肝转移综合治疗，代谢减重外科微创手术治疗，腹腔镜袖状胃手术。

心脏
外科

医疗大楼
二层东侧

沈冬焱 沈冬焱 沈冬焱 崔晓征 崔晓征 李永超 李永超 沈冬焱
沈冬焱，副主任医师，擅长冠心病、瓣膜疾病、大动脉疾病、心包疾病及心脏肿瘤等成人心脏病的诊治，重点在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手术。
崔晓征，主治医师，擅长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及冠心病的诊治。尤其先天性心脏病。 

李永超，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冠心病，心脏瓣膜病，大血管疾病（主动脉夹层和主动脉根部疾病），心包炎，心脏肿瘤及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诊治。
擅长微创小切口心脏不停跳搭桥，Hybrid 手术，微创心脏瓣膜手术。

胸
外
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曹加顺 朱伟鹏 杨帆 陈东红 陈东红 杨帆 曹加顺（3、17 日出） 
朱伟鹏（10、24 日出）

朱伟鹏（3、17 日出） 
曹加顺（10、24 日出）

朱伟鹏 曹加顺 曹加顺（5、19 日出）

杨帆（12、26 日出）

杨帆（6 日出）

朱伟鹏（13、20、27 日出）

支修益，知名专家，擅长肺小结节诊断和鉴别诊断，早期肺癌微创手术，晚期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 
陈东红，主任医师，擅长肺癌、食管癌、纵膈肿瘤等疾病胸腔镜微创手术及中晚期肿瘤扩大根治手术 。
杨帆，副主任医师，擅长肺癌、食管癌、纵膈肿瘤等疾病胸腔镜微创手术及中晚期肿瘤扩大根治手术 。 

曹加顺，主治医师，擅长肺结节的诊治和胸腔镜手术；中晚期肺癌的综合治疗；气胸、胸腔积液及胸部外伤等胸膜胸壁疾病。
朱伟鹏，主治医师，擅长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胸壁肿物，气胸，胸部外伤及乳糜胸等的外科治疗。

血管
外科

医 疗 大 楼
二层东侧

吴巍巍（主动脉专病门诊、颈动脉专病门诊） 
赵俊来（静脉专病门诊）

赵俊来（透析及输液通路专病门诊） 
曹战江（糖尿病足专病门诊）

赵克强 杨宇（静脉专病

门诊）（1 日停）

张童（糖尿病足专病门诊） 
赵俊来 蒋超（静脉专病门诊）

吴巍巍（主动脉专病门诊） 
张童（下肢动脉专病门诊）

朱融融（静脉专病门诊） 
杨宇（血管瘤血管畸形专

病门诊）

赵克强（颈动脉专病门诊） 
朱融融

蒋超（盆腔淤血综合症专病门诊） 
曹战江（静脉专病门诊）

李子澎 杨宇（5 日） 
曹战江（12 日） 
张童（19、26 日）

杨宇（5 日） 

曹战江（12 日） 
张童（19、26 日）

曹战江（6 日） 
赵克强（13 日） 

赵俊来（20 日） 蒋超（27 日）

曹战江（6 日） 
赵克强（13 日） 

赵俊来（20 日） 蒋超（27 日）

吴巍巍，知名专家，主动脉夹层、胸腹主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动脉硬化、糖尿病足、肾动脉狭窄、静脉血栓、肺栓塞、静脉曲
张的手术及微创治疗。
刘昌伟，知名专家，擅长腹主动脉瘤的手术和微创治疗、急性主动脉夹层的腔内修复治疗、颈动脉狭窄狭窄内膜剥脱手术和支架治疗、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手术治疗等，以及各种动脉、静脉血栓栓塞疾病的外科治疗和疑难病诊治。
张童，副主任医师，擅长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下肢缺血、下肢动脉血栓、下肢动脉斑块微创清除治疗、糖尿病足、静脉曲张等的微创诊疗，
特别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管疾病。
赵克强，副主任医师，颈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下肢动脉硬化、糖尿病足、布加综合征、静脉血栓、静脉曲张的
手术及微创治疗。

赵俊来，主治医师，胸腹主动脉瘤、肾动脉狭窄、静脉血栓、肺栓塞、下肢静脉曲张、透析通路、血管畸形血管瘤、布加氏综合征、糖尿病足
的手术及微创治疗。                
曹战江，主治医师，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糖尿病足、颈动脉狭窄、主动脉夹层、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肺栓塞、透析通路、输液港的手术
及微创治疗。                           
杨宇，主治医师，颈动脉、下肢动脉疾病、静脉曲张、静脉血栓等手术及微创治疗。
蒋超，主治医师，主动脉及内脏血管团队医师，擅长主动脉夹层、胸腹主动脉瘤、肾动脉狭窄、肠系膜血管病变、静脉曲张、静脉血栓的评估
及诊疗。
朱融融，主治医师，静脉疾病血管团队医师，擅长静脉血栓、静脉曲张、血管瘤、易栓症及下肢动脉疾病等的评估及诊疗。 

神经
外科

医疗大楼
二层东侧

王贵怀 ( 神经脊柱脊髓门诊 ) 
吕宪利（脑血管病神经介入门诊）              孙振兴  刘东康                   

杨学军 ( 神经外科疾病的精准诊治及微创手术门诊 ) 

章薇   李伟（神经介入门诊）

苏伟（脑血管病专病门诊）

师炜  
乌优图                              

张晓磊  李伟  
苏伟（脑血管病专病门

诊 ,9 日停）

陆洋 
董生

杨学军 ( 颅脑肿瘤手术及综合治疗门诊 )  
郭毅 (脑肿瘤门诊、颅脑创伤门诊)  

荆林凯 
乌优图

王贵怀（脑、脊

髓肿瘤门诊） 
孙振兴

师炜 
董生

刘东康 
张培海   刘东康 (26 日出 ) 张培海 荆林凯

王贵怀，知名专家， 擅长治疗各种脑和脊髓脊柱病变。对脊髓肿瘤，脊柱脊髓发育畸形，脊髓脊柱外伤，脊髓血管病，颈椎病，腰椎病，
脑肿瘤，脑血管病，脑外伤，功能性疾病，脑积水，后颅凹肿瘤，尤其擅长脊髓髓内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颈、腰椎病的显微外科和内镜治疗。                            
杨学军 , 知名专家，擅长颅脑病变微创及精准手术，功能区、深部、颅底及后颅窝脑肿瘤手术切除、脑胶质瘤及恶性脑肿瘤手
术切除、分子病理诊断；以及三叉神经痛及面肌痉挛、脑积水、血管性疾病等常见病诊治。
郭毅，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颅脑疾病，专注于各种出血性和缺血性脑血管病、颅脑外伤、脑肿瘤的诊治，尤其擅长颅内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脑出血、
颈动脉狭窄、烟雾病的显微外科手术和微创手术治疗、各种复杂疑难颅内肿瘤的精准显微外科手术以及各类复杂颅脑创伤的救治。
吕宪利，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如脑动脉瘤、脑（脊髓）血管畸形、硬脑膜动静脉瘘、颈动脉海绵窦瘘、颈动脉狭窄、脑血管狭窄、颅内富血管性肿瘤等疾病的介入治疗。
苏伟，副主任医师，开展脑脊髓血管病及神经疼痛的药物、微创手术与介入一体化综合治疗，全基因测序在个体化诊疗中的应用，擅长脑脊髓血管畸形、动脉瘤、动脉狭窄、
烟雾病、脑梗死、特发性颅高压、颅内静脉窦疾病、神经眼科、头面痛、腰腿痛、三叉神经痛、糖尿病神经并发症、脑卒中免疫治疗、胶质瘤融瘤病毒及基因治疗等。 
章薇，副主任医师，擅长以微创手术治疗神经外科各种常见疾病。潜心于个体化、精准化、微创治疗各种颅内肿瘤、脊髓内肿瘤，对中枢神经系统中最为常
见恶性胶质细胞瘤的发生、发展及其恶性增殖与侵袭性生长特性有较为深厚的研究功底，并能紧密地结合临床实践，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
长其生存期；对于颅脑损伤、脑出血、急性颈髓损伤患者，提倡并运用独具特色的“全程一体化”救治方案，包括稳妥院前、尽善术前、及早施术（微创）、
早期复健、备至术后、暖心全程，使得患者获得更好疗效。倾心于与患者进行充分、良好的沟通以及治疗全程中对患者与家属的心理支持与重建。
孙振兴，主治医师，擅长：神经脊髓疾病：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脊髓空洞症、脊髓拴系综合征、脊膜膨出、椎管内肿瘤等外科治疗。神经脊
柱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寰枢椎脱位等疾病的显微微创外科治疗。脑出血、脑创伤和脑肿瘤等常见脑疾病的外科治疗。

李伟，主治医师，擅长微创介入治疗各种神经外科疾病 ( 顽固性头痛、复杂性术后神经痛，颈、腰椎疼痛、糖尿病性下肢疼痛，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颅内动脉瘤、颈动脉狭窄的开刀及介入治疗 )。 
张培海，主治医师，擅长椎管内肿瘤、颈椎病、腰椎病、脊髓脊柱损伤、脑肿瘤、脑出血、脊髓空洞症和脊髓栓系等神经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
刘东康，主治医师，，擅长脑 / 脊柱脊髓转移性肿瘤的精准微创外科治疗及个体化辅助治疗，脑脊髓胶质瘤等恶性肿瘤的精准辅助治疗，神经纤维瘤
病等神经系统遗传性疾病的个体化诊疗，脊柱脊髓肿瘤、颈 / 腰椎病等脊柱脊髓病变的显微微创外科治疗。
师炜，主治医师，擅长颅脑肿瘤：脑胶质瘤、转移瘤及脑膜瘤等常见颅脑肿瘤的手术及术后综合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电场治疗等）；
神经脊髓疾病：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脊髓空洞症、椎管内神经鞘瘤、脊膜瘤等外科手术治疗；脑外伤、脑出血和脑积水等其它常见病的外科治疗。
乌优图，主治医师，擅长神经内镜下治疗颅内病变。神经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术以及垂体腺瘤的个体化治疗，神经内镜下鞍区肿瘤切除，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治疗脑积水，神经内镜辅助下颅内肿瘤切除术。
董生，主治医师，擅长 1、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抽动症等运动障碍病的诊疗 ;2、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外科治疗 ;3、
药物难治性癫痫的外科治疗 ;4、大小便功能障碍的外科治疗。
张晓磊，主治医师，主要擅长 1、药物难治性癫痫的个体化外科治疗。2、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的脑深部电刺激（脑起搏器）治疗。3、三叉神经痛
的球囊压迫，热射频及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挛的微血管减压治疗。
梁士凯，医师，主要擅长各种脑（脊髓）血管病的血管内介入治疗，脑出血、脑外伤等常见颅脑疾病的外科治疗。
荆林凯，医师，擅长脊髓疾病（脊髓胶质瘤、脊髓空洞、椎管内肿瘤等）和脊柱疾病（颈椎病、腰椎病、椎管狭窄等）的诊治；颅脑肿瘤、外伤和出血的诊治。
陆洋，医师，擅长：1、脊髓脊柱疾病的个体化治疗，包括椎管内肿瘤，脊髓肿瘤，脊柱肿瘤，颈椎病，寰枢椎脱位，腰椎间盘突出，颅底凹陷，后纵韧带骨化，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
窄。2、脊髓功能性疾病的个体化治疗，包括脊髓损伤，疼痛，痉挛，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直肠。3、颅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脑血管病、颅脑外伤。

肿瘤
外科

于洋 李兵
李雁，知名专家，擅长胃癌、结直肠癌腹膜转移，原发性腹膜癌、恶性腹膜间皮瘤、腹膜假黏液瘤等，尤其擅长腹膜癌及腹膜后肿瘤复发转移的综合诊疗；

整形
外科

医疗大楼
一层西侧

杨建民   王川 李薇薇   张世红 陈强 汤洁莹 李薇薇（腋臭，慢性

创面专科门诊）
汤洁莹 王川 陈强 杨建民（体表肿瘤、

瘢痕综合治疗门诊 )
张世红 陈强（5 日出） 张世红（12 日出） 

汤洁莹（19 日出）王川（26 日出）

杨建民，知名专家，擅长面颈部、乳房整形，耳鼻再造，眼睑下垂，瘢痕整形，先天畸形整形，体表肿物，巨痣，难愈性创面治疗等。 
李薇薇，副主任医师，擅长腋臭，体表皮肤肿物，烧伤外伤后瘢痕的综合治疗，压疮，糖尿病足等。 
陈强，主治医师，擅长体表肿瘤切除，瘢痕整形，外伤急诊整形修复，烧烫伤及创面治疗，微创腋臭手术等。 

汤洁莹，主治医师，擅长各类体表小肿物、烧烫伤、瘢痕、急诊外伤缝合、慢性创面等诊治。 
张世红，医师，擅长体表肿瘤切除，瘢痕整形，外伤急诊整形修复，烧烫伤及创面治疗，微创腋臭手术等。 

泌尿
外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胡卫国 
肖博 

刘宇保

肖博  
刘宇保 

胡卫国 
苏博兴

胡卫国（感染性肾

结石专科门诊） 
苏博兴  王碧霄

张刚（泌尿肿瘤专病门诊） 
肖博 

唐宇哲（泌尿科检查室诊间）

张刚（泌尿肿瘤专病门诊） 
唐宇哲

付猛  
靳松

张刚（泌尿肿瘤专病门诊） 
付猛 （前列腺专病门诊） 

付猛 
靳松 

王碧霄

苏博兴（5 日出） 付猛、王碧霄（12 日出）

付猛、靳松（19 日出） 
刘宇保、靳松 （26 日出）

苏博兴（5 日出）  
付猛（5、19 日出） 
刘宇保（26 日出）

刘宇保、唐宇哲  （6 日出） 
肖博、唐宇哲（13 日出）

唐宇哲、苏博兴（20 日出） 
王碧霄、付猛 （27 日出）

刘宇保（6 日出）肖博 （13 日出）

唐宇哲 （20 日出） 
王碧霄 （27 日出）

李建兴，知名专家，擅长各类泌尿外科微创技术。倡导并推广了 B 超定位经皮肾镜技术，擅长利用微创技术治疗各种类型的复杂上尿路结石。 
胡卫国，副主任医师，擅长复杂泌尿结石的诊断及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激光手术，女性尿失禁手术。 
张刚，副主任医师，擅长泌尿系肿瘤和尿石病的微创化治疗。
肖博 , 副主任医师，擅长泌尿系统结石的微创手术，前列腺疾病的防治。

唐宇哲，主治医师，擅长泌尿系统结石及肿瘤的微创治疗。
付猛，主治医师，擅长前列腺增生疾病、泌尿系结石及肿瘤的诊疗。
刘宇保，主治医师，擅长泌尿系结石及狭窄的腔内治疗 ( 包括输尿管结石及狭窄，复杂肾结石，鹿角肾结石等 )，泌尿系肿瘤，前列腺及男科等相关疾病的诊疗。
靳松，主治医师，擅长泌尿系肿瘤 前列腺增生及泌尿系结石的诊疗。

骨科 医疗大楼
二层西侧

肖嵩华（脊柱专科门诊）    
潘勇卫 顾苏熙  付立功   
刘华玮（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容威 （脊柱微创专科门诊）

蔡谞（关节专科门诊） 
宋飞 （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付立功   容威   
何大炜   胡冬

陈连旭（运动医学和关节门诊）     
杨华东（脊柱微创专科门诊） 
容威 （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邓玖征

陈连旭（运动医学和关节

门诊）        
杨华东 （脊柱专科门诊） 
朱剑津 

宋飞 （脊柱专科门诊）  
赵喆   顾苏熙       

孙长鲛  张西峰（30 日出） 
胡冬 （脊柱专科门诊） 

蔡谞（关节专科门诊）       
刘华玮 （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邓玖征 
 胡冬 

肖嵩华 
潘勇卫（臂丛神经病变诊疗中心门诊）

宋飞 （脊柱微创专科门诊） 

孙长鲛  何大炜  朱剑津 

陈连旭
付立功 

徐凯 （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赵喆 （臂丛神经病变诊疗中心门诊） 
刘华玮 （脊柱专科门诊）            
杨华东 （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徐凯（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邓玖征

顾苏熙（颈、腰椎病专病门诊）  
孙长鲛  

徐凯（颈、腰椎病 专病门诊） 

付立功（5 日出） 
顾苏熙 （12 日出） 
徐凯（19 日出） 
容威 （26 日出）

付立功（5 日出） 
顾苏熙 （12 日出） 

徐凯（19 日出） 
容威 （26 日出）

赵喆 (6 日出 ) 
何大炜 ( 13 日出 ) 
孙长鲛 (20 日出 ) 

胡冬 (27 日出 )

赵喆 (6 日出 ) 
何大炜 ( 13 日出 ) 
孙长鲛 (20 日出 ) 

胡冬 (27 日出 )

肖嵩华，知名专家，在各类脊柱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诊断、手术及微创治疗经验，特别擅长诊治复杂颈胸腰椎退行性疾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症，腰椎管狭窄症（腰腿痛、颈肩痛、坐骨神经痛、间歇性跛行、行走不稳等），脊柱肿瘤，脊柱侧弯后凸畸形、颈胸腰椎外伤骨折脱位、脊柱结核等。
潘勇卫，知名专家，擅长各种复杂骨折、手部创伤疾病、周围神经损伤疾病以及各种关节疾病的保守和手术治疗。
蔡谞，知名专家，擅长关节疾病及运动医学疾病诊治，专于人工关节置换、翻修及关节镜手术。
张西峰，知名专家，擅长微创手术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退行性脊柱侧弯等脊柱疾病的微创治疗。 
陈连旭，知名专家，专注运动创伤和关节疾病的研究，擅长关节镜微创手术和微创关节置换。 
宋飞，副主任医师，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脊柱侧弯、肿瘤、骨折的微创及开放手术。
赵喆，副主任医师，擅长四肢骨折，全身多发骨折，复杂关节内骨折，老年骨质疏松引起的各类骨折。
顾苏熙，副主任医师，擅长椎间孔镜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微创治疗脊柱骨折、畸形侧弯和感染。

刘华玮，主治医师，擅长颈椎、腰椎病，脊柱畸形的开放和微创治疗，四肢及脊柱骨折脱位的治疗。 
杨华东，主治医师，擅长颈椎病、腰椎病、脊柱骨折、脊柱肿瘤、脊柱畸形的微创手术治疗。
孙长鲛，主治医师，擅长髋、膝、肩、足踝等关节疾病诊疗，专于微创人工关节置换及关节镜手术。
容威，主治医师，擅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肿瘤，微创，侧弯等疾病的诊疗。
付立功，主治医师，擅长髋、膝、肩、踝关节退行性病变及运动损伤性病变的诊治，专于各大关节置换、保膝治疗及关节微创手术。
何大炜，主治医师，主治医师，擅长四肢骨折、全身多发骨折及肩、肘、足踝等关节损伤手术及微创治疗。
徐凯，主治医师，擅长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颈椎病，脊柱骨折等疾病的微创及开放治疗。
邓玖征，主治医师，骨创伤疾病的诊疗。骨折，手外伤，周围神经、肌腱病变，骨肌肉系统慢性损伤及疾病。
胡冬，主治医师，擅长脊柱相关疾病的诊治，包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骨折的微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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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鸿知名专家
团队门诊 闫军 冯晓彬 王学栋 曾建平 项灿宏 

李虎城（胆道内镜微创治疗专家门诊）

石军
杨世忠

王良 
宋继勇

肝胆胰
外科

卢倩（肝癌专病门诊、门静

脉高压专病门诊）
曾建平（胆道专病门诊、

微创专病门诊）
石军（胰腺专病门诊）

王良（胆道专病门诊） 
束斌金烁 杨世忠（肝癌专病门诊）

肝胆肿瘤 
多学科联合门诊 束斌 王学栋（胰腺专病门诊、微创专病门诊）

孙志鹏    黄鑫
项灿宏（胆道专病门诊）

汤睿 ( 门静脉高压专病门诊 )
孙志鹏 黄鑫 汤睿（5 日）闫军（12 日） 

黄鑫（19 日）束斌（26 日）
孙志鹏 曾建平（6 日）孙志鹏（13 日） 

杨世忠（20 日）  金烁（27 日）

肝胆内科 曹颖 黄缘 王丽旻 王丽旻 魏来 甘雨 黄缘 王丽旻 曹颖 王丽旻 王丽旻 王丽旻

肝移植科 陈虹（移植内科）
范铁艳 ( 移植内科 ) 
汤睿 ( 移植外科 )

叶晟（移植外科）

范铁艳 ( 移植内科 ) 徐光勋 ( 移植外科 )

童翾 ( 移植外科 )

肝移植多学科联合门诊（8、22 日出）

陈虹（移植内科） 
宋继勇 ( 门静脉高压专病门诊 )

李君（移植内科） 
徐光勋 ( 移植外科 )

李昂（移植外科） 李君 范铁艳

肝胆胰介入门诊 张跃伟（肝胆肿瘤转化降期专病门诊）张琳（钇 90 专病门诊） 张跃伟 张琳（钇 90 专病门诊）

儿童肝病科 甘雨 王丽旻 甘雨 甘雨 王丽旻

肝胆肿瘤 杨明 杨明 杨明 周军 王昭月 苏日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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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肿瘤多学科综合诊疗门诊简介：肝胆肿瘤多学科综合诊疗门诊为肝胆肿瘤病人提供手术切除、介入治疗、放射治疗、肝胆内科治疗、基因分子靶向治疗为核心一站式综合治疗模式和优化治疗方案。
肝胆肿瘤多学科综合诊疗门诊科室：肝胆胰外科、肝胆内科、肝胆介入科、肝胆移植中心、血液肿瘤科、放疗科、放射科、病理科、临床药学科。
董家鸿，肝胆外科知名专家，在在复杂肝胆胰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擅长肝胆胰肿瘤的多学科联合诊疗、复
杂胆道病的外科治疗、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胆病、肝胆胰微创外科、肝胆胰疾病介入消融治疗等诸多领域。在国际上首创精
准肝脏外科理念和范式，创新和优化复杂肝胆胰外科技术。
魏来，肝胆内科知名专家，专业特长不明原因肝脏疾病、疑难肝病、慢性乙型肝炎、慢性丙型肝炎、儿童肝功能异常、脂肪肝、不能切除肝癌等。
张跃伟，肝胆介入科知名专家，擅长恶性实体肿瘤，尤其是肝脏肿瘤的微创介入治疗，强调激活自体抗肿瘤特异性免疫功能调节。
黄缘，肝胆内科知名专家，擅长各种急慢性肝病和胆胰疾病的诊治。
陈虹，移植内科知名专家，擅长消化、肝病、肝 / 肾移植术后各种疑难病的诊治。
卢倩，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 擅长肝脏、胆道良恶性肿瘤，肝脏移植、离体肝切除，小儿肝胆外科。
冯晓彬，副主任医师，擅长原发性及转移性肝癌的外科手术及综合治疗、常见多发肝胆胰疾病的微创及射频消融治疗。
杨明，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肝胆胰肿瘤靶向、免疫及化学治疗，以及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诊治。
项灿宏，知名专家，在肝胆胰良性疾病的微创治疗和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
石军，主任医师，擅长各种复杂肝脏良恶性肿瘤和恶性梗阻性黄疸的诊断和外科手术治疗。恶性肿瘤手术后的规范化综合治疗；
腹腔镜手术治疗；规范的肝癌射频消融治疗。
杨世忠，主任医师，擅长以精准外科理念和技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和复杂胆道病。
周军，副主任医师，专注于消化系统肿瘤药物治疗尤其是肝胆胰癌症的化疗和靶向免疫治疗、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肝胆
胰肿瘤的精准靶向治疗，消化系统肿瘤的光动力治疗。
闫军，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良恶性肝脏肿瘤，胆道及胰腺疾病的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

曾建平，副主任医师，擅长肝胆肿瘤的精准根治性切除，各类复杂胆道病的外科和微创治疗。
徐光勋，副主任医师，精准肝移植治疗肝硬化、肝癌、胆道疾病导致的终末期肝脏及胆道功能衰竭，尤其在亲属活体肝部分移植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宋继勇，副主任医师，擅长：肝脏良、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肝硬化、重症肝病的外科治疗；肝脏移植手术及围手术期管理；肝脏移植患者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调节；胆系结石的治疗。
张琳，副主任医师，肝胆胰疾病介入诊疗：特别在门静脉高压症的综合介入治疗（TIPS、BRTO、PSE+PTE、PARTO，CARTO）；门静脉海绵样变性介入联合治疗；
PVE 在肝脏外科的应用；不可切除肝癌的精准介入治疗；布加氏综合征的综合介入治疗；胆道梗阻的综合介入治疗方面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范铁艳，副主任医师，擅长对肝 / 肾移植术后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诊治，免疫抑制剂精细调整以及移植术后长期随访工作，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临床经验丰富。 
王学栋，副主任医师，擅长：胰腺癌、胆管癌和肝癌的微创、根治性切除手术；胆囊和胆管结石的微创取石手术；晚期肝癌、胰腺癌、胆管癌的靶向、免疫和转化治疗。
王丽旻，副主任医师，对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炎、肝硬化、肝衰竭等的诊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儿童肝病的诊治。
甘雨，副主任医师，师从著名肝病专家张鸿飞教授。长期从事肝病临床工作，对各类肝病诊治经验丰富，擅长儿童乙丙肝的抗病毒治疗，疑难儿童肝病的诊治。
叶晟，主治医师，擅长肝移植或活体肝移植手术治疗成人和儿童的各种终末期肝病，及常见肝胆肿瘤的精准根治切除。
汤睿，主治医师，擅长肝胆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王良，主治医师，擅长肝脏肿瘤、胰腺肿瘤、胆道胰腺肿瘤及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诊断与治疗。
李君，主治医师，主要擅长肝移植术后随访诊治，肝移植术后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内科疾病诊治。
金烁，主治医师，擅长良性及恶性肝脏、胆道疾病的外科诊疗。 
黄鑫，主治医师， 擅长肝胆胰肿瘤、胆胰管结石等疾病的微创介入和内镜治疗，深度参与钇 [90Y] 树脂微球治疗中晚期肝癌病例。
束斌，主治医师，擅长肝癌、肝血管瘤、肝转移瘤、肝囊肿等肝脏良恶性病变，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胆总管结石等胆道疾病。
曹颖，主治医师，擅长肝炎、肝硬化及肝胆系统疾病的诊治。 

门 诊 介 绍 门 诊 介 绍
上接第一版

下转第二版

时 间

科 别

门 诊 介 绍
上接第一版

下转第三版

时 间

科 别

上 午

上 午

下 午

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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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樨巍，知名专家，擅长诊治小儿呕吐、腹泻、腹痛、黄疸等消化道症候群及疾病。
刘桂兰，知名专家，擅长小儿血液病、发热性疾病、呼吸及消化系统疾病、儿童喂养及营养性疾病、过敏性疾病以及各种儿科疑难病症的诊治。
周丛乐，知名专家，新生儿各类疾病诊治、围产期脑损伤诊断治疗、脑发育评价及早期干预及儿科常见病多发病。
季丽娜，知名专家，小儿内科泌尿系统疾病（泌尿系感染、血尿、肾病、以及各种原发或继发性肾小球疾病）。
晁爽，主任医师，早产低体重儿喂养、严重感染、黄疸、窒息等新生儿危重疾病的处理及婴幼儿喂养、生长发育、常见疾病及危重症。
黄静，副主任医师，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及过敏性紫癜的中西医诊治。
李学军，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疾病、儿童哮喘、儿童早期发展评估及指导，以及儿内科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治。
尹小梅，主治医师，儿童及过敏性疾病的预防、诊断及脱敏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湿疹等疾病。
李然，主治医师，新生儿疾病（早产、感染、黄疸、窒息等）及儿科常见疾病及危重症的诊治。
孟洪，主治医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窒息、缺氧缺血性脑病等新生儿疾病的诊疗及儿童常见疾病及危重症。
王月娇，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曾就职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擅长新生儿常见疾病治疗、危重新生儿抢救及儿科常见疾病的治疗。
武继宏，主治医师，小儿急性发热、咳嗽、腹泻等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尤擅长于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伴有鼻炎等过敏性疾病及部分疑难杂症的预防、诊断及治疗。

毛桂龙，主治医师，擅长儿童常见多发病的诊治，儿童急危重症的诊治，儿童呼吸专科 ( 儿童慢咳、哮喘、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等疾病 ) 的诊治。
李宁宁，主治医师，擅长新生儿疾病及儿童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以及儿内科常见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
宋琳，主治医师，擅长儿童腹泻、便秘、腹痛等消化系统疾病及儿内科常见病的诊治。
颜嘉佑，医师，擅长新生儿及儿童各种急慢性常见病的诊治。可支持英文接诊。
贺兰，医师，儿童常见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樊丽容，医师，擅长儿童常见急慢性疾病及泌尿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
韩思雨，医生，儿童常见病的诊断及治疗
杜燕燕，医生，儿童常见疾病及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
王健，医师，儿童常见疾病的诊治。
孙清琳，医师，儿童常见疾病的诊治。
汪顺雨，医师，儿童常见疾病的诊治。

11 月 1 日（二） 11 月 2 日（三） 11 月 3 日（四） 11 月 4 日（五） 11 月 5 日（六） 11 月 6 日（日） 11 月 7 日（一） 11 月 8 日（二） 11 月 9 日（三） 11 月 10 日（四） 11 月 11 日（五） 11 月 12 日（六） 11 月 13 日（日） 11 月 14 日（一） 11 月 15 日（二）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毛桂龙
李然（新生儿 42 天复查诊）

汪顺雨 莫若  季丽娜（肾脏）

莫若   李然  周耀铃（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李宁宁（儿科消化门诊）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

尹小梅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季丽娜（肾脏）贾胜男
汪顺雨   周耀铃

李学军（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尹小梅 杜燕燕 颜嘉佑
贾胜男  周耀铃

颜嘉佑
李学军

李然
李宁宁

李然   毛桂龙   汪顺雨
李学军（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韩思雨 徐樨巍（消化专业门诊）

尹小梅  周耀铃
李然（新生儿 42 天复查诊）

毛桂龙 莫若 季丽娜（肾脏）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宋琳
李然   李宁宁（儿科消化门诊）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周耀铃

李学军  季丽娜（肾脏）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杜燕燕 尹小梅 贾胜男

毛桂龙  李学军
颜嘉佑  尹小梅  韩思雨
周耀铃（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李学军
杜燕燕 

莫若
宋琳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李然
贾胜男  汪顺雨  莫若
徐樨巍（消化专业门诊）

李然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颜嘉佑 贾胜男 汪顺雨
季丽娜（肾脏）

宋琳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学军      晁爽（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李然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莫若  李然  晁爽  李宁宁
王月娇（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宋琳  李然  汪顺雨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

季丽娜     宋琳
杜燕燕    贾胜男

李学军
颜嘉佑

李然
李宁宁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李然  汪顺雨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韩思雨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  周耀铃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宋琳 李然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晁爽（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莫若

晁爽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李宁宁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颜嘉佑
王月娇（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贾胜男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

杜燕燕  季丽娜  周耀铃

李学军
杜燕燕 

莫若
宋琳

尹小梅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贾胜男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莫若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周耀铃（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宋琳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汪顺雨

王月娇（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晁爽
11 月 16 日（三） 11 月 17 日（四） 11 月 18 日（五） 11 月 19 日（六） 11 月 20 日（日） 11 月 21 日（一） 11 月 22 日（二） 11 月 23 日（三） 11 月 24 日（四） 11 月 25 日（五） 11 月 26 日（六） 11 月 27 日（日） 11 月 28 日（一） 11 月 29 日（二） 11 月 30 日（三）

李学军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晁爽（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颜嘉佑
李宁宁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

毛桂龙 季丽娜（肾脏）

韩思雨  杜燕燕
颜嘉佑  周耀铃

李然  毛桂龙
李学军（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莫若  韩思雨  杜燕燕

周耀铃
韩思雨

毛桂龙
贾胜男

季丽娜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李然  颜嘉佑  汪顺雨
徐樨巍（消化专业门诊）

周耀铃（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季丽娜（肾脏）尹小梅
 宋琳  李学军 贾胜男

颜嘉佑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李宁宁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

季丽娜（肾脏）

毛桂龙 李学军
周耀铃 莫若 杜燕燕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毛桂龙
李学军（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汪顺雨  莫若  韩思雨

宋琳
李然

李宁宁
汪顺雨

杜燕燕  宋琳   颜嘉佑
周耀铃（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贾胜男  徐樨巍（消化专业门诊）

尹小梅  韩思雨 杜燕燕
 晁爽（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颜嘉佑   季丽娜（肾脏）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莫若
李学军（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韩思雨

李宁宁（儿科消化门诊）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尹小梅
宋琳    杜燕燕

李宁宁（儿科消化门诊）贾胜男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学军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韩思雨  周耀铃

李然（新生儿 42 天复查诊）  季丽娜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莫若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周耀铃
韩思雨

毛桂龙
贾胜男

王月娇（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李然   贾胜男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

汪顺雨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杜燕燕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贾胜男

晁爽（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周耀铃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尹小梅
 周耀铃 晁爽 颜嘉佑
李宁宁（儿科消化门诊）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然  韩思雨   杜燕燕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

李然（新生儿 42 天复查诊）

毛桂龙（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汪顺雨  莫若   韩思雨

宋琳
李然

李宁宁
汪顺雨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李学军
宋琳（儿科消化门诊）   颜嘉佑  贾胜男

徐樨巍（儿科消化 特需门诊）季丽娜（肾脏）

尹小梅（哮喘过敏门诊）  李学军 杜燕燕 
  晁爽   王月娇（新生儿生长发育门诊）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

李然（新生儿 42 天复查诊）毛桂龙  
李学军（哮喘过敏门诊） 李宁宁  

周耀铃（儿科呼吸哮喘及过敏门诊）杜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