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儿科学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徐浩、女、1964 年出生，儿科主任、儿科教研

室主任、学科带头人。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

导师。1987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从事儿科临床、

教学工作 30 余年，发表论文 40 余篇，承担课题 20 余

项，并参与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儿科临床实习手

册》的编写。擅长：小儿各系统疾病的诊治，主要是

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尤其是肺炎支原体肺炎、儿童

哮喘、慢性咳嗽等疾病的诊治。研究方向：儿童呼吸

道反复感染的病因研究。社会兼职：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童感染分会委员、辽宁

省小儿哮喘协作组副组长、辽宁省医学会儿童肿瘤学组组员、辽宁省中医药协会

儿童感染分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儿科呼吸分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生

命科学学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委员、东北三省儿科微生态学组常务委员、辽宁省

基层卫生协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儿童疾病康复专

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儿童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

免疫学会儿童免疫分会常务委员、东北三省及内蒙地区儿童肺功能协作组委员、

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东北三省

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病与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儿童生长发育联

盟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杂志编委、《沈阳医学院学报》编委。



2. 岳晓红，女，1968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儿科学/儿内科。1991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2008 年获得中国医科大学儿内科博士学位。现任中华

医学会儿科分会转化医学委员会委员；东北三省儿科

微生态学组委员；辽宁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分会委员；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

细胞生物学学会儿童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曾参

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项及主持辽宁省自然基金项目 1项、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基

金项目 1项及沈阳医学院校级课题多项，目前主持校级课题 1项。获沈阳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和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参编著作 1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20 余篇，SCI 收录 2篇。近 30 年儿科临床工作实践，擅长诊治：哮喘、

毛细支气管炎、儿童慢性咳嗽、肺炎等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研究方向：BPD 早产

儿喘息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的筛选、诊治及预后评估。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 任灵，女，1978 年出生，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科教科科长。

所属二级学科/领域（临床医学/儿科学）。2011 年于中国

医科大学获得药理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医师协会儿科

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儿童

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沈阳医学会第二届健康教育分

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参与省

市及医学院课题 3项。参编规划教材 1部，实践教材 1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

发表相关论文 3篇，国家级期刊 5篇。作为大学生临床技能大赛的指导教师，带

领学生取得东三省儿科技能操作一等奖，本人也被评为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擅长小儿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小儿呼吸系统及内分泌系统有较深入的研究。

研究方向：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研究，小儿内分泌系统疾病研究，小儿泌尿系统疾

病研究。



沈阳市儿童医院

1. 闫虹，女，1971 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儿童医

院内二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儿科学/儿内科循环专

业。1996 年毕业于锦州医科大学，2017 年于辽宁中医药大

学获得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儿科工作 22 年，对

小儿川崎病、病毒性心肌炎、先天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心

血管疾病的诊治经验丰富,现任东北三省小儿心血管学会

委员，辽宁中西医结合儿科分会委员，儿童康复专业委员

会理事。参加国家级课题 1项，市级科研课题研究 2项，大型多中心研究多项，

获市科学进步三等奖 2项。参编基层医生儿童急重症诊治培训手册 1部，在国内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9 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 篇。研究

方向：小儿循环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治。

2.李玢，女，197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主任医师，

沈阳市儿童医院内科大主任兼内科四病房主任。所属二级

学科/领域:儿科学。自 1996 年来从事儿科临床与教学工作

二十余年，曾于医大盛京医院呼吸急救病房及北京市儿童

医院血液科进修学习，擅长儿童血液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诊

治。近年来在国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10 余篇。获

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承担国家级课题 1

项，编写著作一部《基层医生儿童急重症诊治培训手册》。目前社会兼职：中华

医学会呼吸学组青年组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儿童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辽宁省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医师学会风湿学组委员；沈阳市

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沈阳市医师协会血液分会委员；任《中国小儿急救》杂

志编委、《中国当代儿科杂志》青年编委。研究方向：1.儿童甲型血友病的个体

化预防治疗。2.难治性 ITP 的治疗。



3.李娜，女，1983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副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沈阳市儿童医院儿童神

经康复实验室副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儿科学。2017

年获沈阳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16 年获得辽宁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选。社会兼职：中国医师协会青春

期医学学会妇科学组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出生缺

陷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儿科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兼秘书）、辽宁省细胞生物

学学会细胞研究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荣获沈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项；获沈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项；荣获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1项。目前共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编写论著 1部。研究方向：儿童

神经系统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发病机制和防治的研究。

4. 李哲，男，1974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沈阳市儿

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儿科学。中国医

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辽宁省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

委，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

省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会委员。作为编者参与《基层医生儿

童急重症诊治培训手册》的编写。在国家级核心专业杂志

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得沈阳市科协科学进步三等奖 1 项。专业特长：擅长

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对各类肺炎、支气管炎、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哮喘、

过敏性咳嗽有着丰富的诊断和治疗经验，对各类肠炎、消化不良、便秘、慢性腹

痛等疾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近 20 年的临床工作对小儿内科、急症抢救

等小儿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具有很深的造诣。研究方向：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

疾病。



5. 杨晓彤，女，1974 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儿

童医院内五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儿科学。2014 年

于辽宁中医药大学获得硕士学学位，现任辽宁省生命科学

学会小儿神经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中医

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

儿童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小儿急救医学通讯编

委；辽宁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在国家级期刊上

发表相关论文 10 篇。研究方向：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小儿惊厥方面的研究。

6. 吴秀清，女，1965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博

士，主任医师。现任辽宁省儿童医院暨沈阳市儿童医院儿

科教研室主任，内科三病房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儿

科学。1987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系，获医学学士学

位，1992 年获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同年毕业留校，

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二、三院儿科工作，2000 年调入沈阳

市儿童医院工作，2002 年攻读博士研究生，2005 年获中国

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华医学会辽宁省儿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儿童疾病

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分会常委，东北三省儿科微生态

学组副主任委员，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儿科儿肾免疫协作组委员，辽宁省医疗事故

鉴定专家库及沈阳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沈阳市病残儿鉴定专家库专家，

沈阳市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会诊专家组专家，曾任《中国医师进修杂志》第五届编

委。在核心杂志及国家级杂志等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编著作 1 部，获市科研成

果 3项，分别获市科研成果二、三等奖各 1项，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市局级科研课

题 3项。参与国家级课题及全国多中心课题研究 2项，市级课题 1 项。擅长儿科

急救、消化、泌尿、呼吸等各专业疾病的诊治，每周二全天出专家门诊。研究方

向，儿科消化系统疾病，儿童免疫性疾病及预防接种。



7. 陈静，女，1973年出生，副主任医师，沈阳市儿童

医院内科一病房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儿科学。2015

年于辽宁中医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呼吸

分会委员，中妇幼协会妇幼微创分会儿童呼吸介入学组委

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儿科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

辽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沈阳市医师学会变态反

应学分会委员。获得沈阳市科学技术研究成果1项；市卫生

局应用推广新技术奖二等奖1项；沈阳市重大技术难题攻关活动优秀成果奖1项。

参与编写著作一部。近年来在国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擅长呼吸系统

疾病的诊治，尤其对慢性咳嗽，反复喘息，支气管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及呼吸

系统疑难杂症具有一定的造诣。研究方向：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呼吸介入,小

儿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



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1. 黄燕，女，1963 年出生，大连市儿童医院主任

医师，教授。198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儿科学系儿科专业

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现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

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儿科学组委员，国家

卫计委儿童呼吸内镜专家组成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

幼微创分会儿科介入呼吸病学学组常务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过敏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

学专业委员会儿科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委员、儿

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热带病原学

组副组长；辽宁省针灸学会小儿推拿外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大连医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大连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儿科分会全国儿童睡眠障碍协作组副组长、全国间质性肺疾病协作组委

员，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呼吸学科带头人，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杂志》、

《国际儿科杂志》等多本国家级医学杂志编委、通讯编委等职。从事儿童呼吸、

免疫、过敏、睡眠等呼吸及呼吸相关专业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主持、参与、合作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疾病的防控策略、诊疗规范及效果评价研究、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课题，在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 篇，培养研究生共计 32 人，其中 16 人已顺利毕业

并获得硕士学位。参加编写并出版儿科专业书籍 2部；研究方向：小儿呼吸、免

疫与过敏、睡眠等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 常波，女，1971 年出生，大连市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2010 年于日本富山大学医学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2010 年 6 月中国医科大学儿科学博士毕业。现任中国医师

协会青春期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

医师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委员；东北三省小儿内分泌

遗传代谢协作组委员，大连医学会医学辩证法专科分会委

员，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从事儿科内分泌遗传代

谢疾病的研究，参与国家自然基金自然基金项目 1 项、主持大连市科技项目 1

项。多年来共发表著作 1本；论文 19 篇，其中第 1作者 11 篇（3篇 SCI），第

2 作者 4 篇（2 篇 SCI），第 3 作者 4 篇。研究方向：小儿内分泌疾病的研究，

主要为糖尿病、甲状腺、矮小和性早熟。

3. 崔振泽，男，1964 年出生，大连市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1987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儿科学系儿科专业毕业获得

学士学位，199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儿科学系儿科专业获得

硕士学位，2005 年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

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医院协会儿童医院管理分会常务

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全科医学学组委员，国家卫计

委儿科内镜诊疗技术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

会普通儿科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医疗保

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儿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

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

学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等多本国家级医学杂志副主编、编委等职。从

事小儿呼吸、睡眠、中医等呼吸与呼吸相关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目前主持、

合作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疾病防控、国家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

项科研课题，在国际学术会议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篇。

培养研究生共计 29 人，留学生 7人，其中 25 人已顺利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以

主编、副主编的身份出版儿科专业书籍 6本；研究方向：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

哮喘及睡眠障碍及中医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防治病毒性疾病等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