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杨志宏，男，1963 年 5 月 2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主任医

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

病四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康复医会

委员会委员，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咸阳市医学会老年病学学会常务委员，咸

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一直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内科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在脑病、肺病、糖尿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2001 年 8 月至 2002 年 8 月，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呼吸科进

修学习一年，获优秀进修生称号；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参加全国第四批名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圆满完成跟师学习任务，通过了学习毕业考核，

成绩合格，并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从 1986 年工作近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3部，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参与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级课题 1项，陕西省教育厅课

题 2项，主持陕西省科技厅课题 1项。

徐 冰，女，1975 年 4 月 4 日出生，学士学历，硕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华医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中华医学

会治未病分会委员。

2003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从 2000 年工作 17

年来，先后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6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1项,参与国

家临床新药研究 20 余项。

张启明，男，1964 年 10 月 22 日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陕西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临床评

价中心主任。2004 年度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 年度中国中医科学

院 “岐黄中医药基金会传承发展奖”获得者。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医药工

程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87.9～2004.7，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本科、中医基础专业硕士、博士

研究生，期间系统学习了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全部课程。1996.9～1997.7，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2000.5～2001.4 日本富山医科药科

大学和汉药研究所访问学者。先后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主

要从事中医理论的定量和实证研究，提出中医临床检测的四大特征。研发了中医

汗出检测仪、肢端温度检测仪、呼吸动度检测仪、脏腑音检测仪，可望对中医的

疗效给出客观评价。代表论文有：“张启明 刘保延 王永炎，体现中医诊疗特点

的人体功能检测，中医杂志，2011,52(24):2088-2091”、“张启明,王永炎.中医

五脏供能物质和能流变化的动力学特征.自然杂志，2010，32（1）26-32。”。

发表学术论文 89 篇，出版著作 3 部，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8 项。主持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科研课题 12 项。

黄世敬，男，1964 年 10 月 1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研

究员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中药研发中心主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

治协会理事、中国中药协会科技交流与合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

联合会脑病分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艾滋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

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身医学

分会委员、第三届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给合医师

分会第二届神经病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新药评审专家、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北京市中医

药科技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医药导报》编委、《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编委、《中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审稿专家、《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审稿专家、中国神经再

生研究（英文版）审稿专家等。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贵阳中医学院，先后在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

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内科脑

病、抑郁症及艾滋病基础与临床，及中药研发工作。从临床科研工作 30 年，先

后出版专著 17 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承担

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4项，省市课题 4项，其他各级各类课题 20 余项。



张治祥，男，1963 年 1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一科副

主任。

1998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心血管疾病防治的临

床工作，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1项。

胡元会，男，1963 年 01 月 29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

院长、南区执行院长，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党委委员。全国百千万人

才暨突出贡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心血管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理事

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

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常务理事。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社部“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专家，“首都劳动奖章”获得

者。获“北京地区百名优秀青年医师”、“全国第二届百名杰出青年中医师”、“第

二届首都群众热爱的中青年中医师”等荣誉。

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陕西中医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中医药防治工作。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

31 年，先后出版专著 5 部，发表论文 151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项，

省级课题 7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

韩学杰，女，1966 年 01 月 13 日出生，博士，医学博士学位，研究员、主

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

础医学研究所中医药规范标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规范标

准研究中心筹建组副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医药分会副秘书长。兼任 WTO/TBT 国外通报评议专家，国家发



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第三届全国中医药名词

属于审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名誉副主任委员。

198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先后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急诊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高干外宾病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基础理论研究所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研究所中医药规范标准研究中

心工作，主要从事中医心病诊治规律的研究（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

及实验研究；高血压病及冠心病痰瘀互结的机理研究）；中医标准化共性技术研

究及中医临床实践指南方法学研究工作。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

究所工作 11 年，先后出版专著 17 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4项，省级课题 30 余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院级课题 20 余项。

马 静， 女，1966年 2月 16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主

任医师、副教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空军军医大学

（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陕西省中医

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络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西医结合学会内科专

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分会常务委员和全军中医学会内

科分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络病分会和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理事，中华

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委员等职务。

1989年 6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2002年 6月硕士毕业于第四军医

大学，2005年 6 月博士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一直在西京医院中医科工作，主

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的临床与基础工作。在西京医院中医科工作 28年，

副主编专著 2部、参编国家通便教材 8部，其中，参编的英汉双语的《常见病中

医药诊疗手册》已在美国大西洋东方研究院作为中医学教材；发表论文 80余篇，

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著 12篇、中文论著 38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省部级课题 10项，市级课题 1项；第 2负责人获陕西省

科技进步 2等奖 1项，第 1负责人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指

导硕士生 14 名，在读 3名，辅导博士研究生 8 名。荣立个人 3等功 1次，被评

为第四军医大学精品课教员和优秀硕士研究生导师。



刘 力，男，1963 年 7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二级教授，主任医师，硕士

研究生导师，陕西省名中医。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陕西省中

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院）院长。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副会

长等职。历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科长，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副主任、制

药厂书记兼副厂长、新校区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院长助理、陕西中医学院副

院长、陕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等职。

1984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留校后从事急诊、心血管、消化内科医疗、

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学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注重

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临床的改革创新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科技统筹专项项目 1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973 计划）子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类别项目

10 余项。在《中医杂志》、《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新中医》等核心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副主编、参编著作 10 余部，获得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项。

王捷虹，女，1968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陕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一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

人才。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专业

委员会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理事，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脾胃病学会理事，中国中药协会消化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

业管理协会治未病分会理事，国家中医药考试命题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学科脾胃病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优秀继承

人，《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现代中医药》评审专家,第三届咸阳市优秀科技工

作者，陕西中医药大学脾胃病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

199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到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

院内科工作，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一科主任，从事脾胃病的临床与

科研工作 20 余年。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参编著作 3部，主持省级、市

级科研课题 9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2项，参与国家级横向科研课题 4项，

主持及参与完成省级、市级科研成果奖 4项。

杜晓泉，女，1964 年 1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副教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脾胃病专业后备学

科带头人。陕西省中医药科研二级实验室-中医脾胃病分子免疫学研究室主任。

脾胃病二科主任。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第

二届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

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标准化协会会员。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脾胃

病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委员。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考官。陕西

省中医药科普巡讲团专家。咸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

1987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获学士学位。2004 年获硕士学位。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主持 2013 年陕西省科技厅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1 项。主持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1 项。主持 2012 年咸阳市科学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项目 1项。参与省厅局级课题 8项。发表论文 43 篇。编写出版著作 2部，

参编教材 2部。参与课题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项；参与课题获咸阳市科

技技术奖二等奖 2项。

擅长中医药治疗脾胃病及内科疑难杂症。主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急性胰腺

炎、疣状胃炎、Barrt 食管、胃食管反流病、胆囊息肉、手术后综合征，亚健康

及体质调理等。

惠建萍，女，1975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曾获得咸阳市新世纪学术技术



带头人、陕西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陕西中医药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分会专家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脾胃

病分会委员。

2006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主要

从事临床、教学工作。2007 年 1 月至 2007 年 8 月在北京博爱医院进修。2010

年 7 月，博士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2015-2016 年在西安交

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进修。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消化二科工

作。主要从事脾胃病的教学、临床与科研工作，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反流性

食管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病、炎症性肠病、消化道出血、黄

疸、肝硬化、胆系疾病等消化系统常见病及疑难病。在脾胃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主持并参与厅局级以上课题 10 项，

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参编新世纪全国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 2部。研究成果

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项。

常占杰，男，1957 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教授，主任医师，

陕西省名中医，全省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肝胆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

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临床基地主任、陕西中医药学

会中医内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肝胆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

家药品机构肝病专业技术负责人、陕西省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中心主任、陕西省

咸阳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咸阳市感染病学会副主任委

员、重点肝病学科学术带头人、肝病专业硕士生导师组组长。

1995年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肝病科主任至今，一直从事传染病医

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参编《中西医传染病教材》3部，

主持及参与国家、省厅级课题多项，主要有：2010“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中医

药防治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疾病临床研究科研一体化技术平台体系构建及应用

研究。“十一五”支撑计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中医综合治疗优化方案及基层医

院示范研究。陕西省科技厅：益脾养肝法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研究。陕西省中

管局：柔木丹颗粒对慢性病毒性肝炎湿热留恋瘀毒型的抗纤维化临床研究，等等。



多次参加国际国内专业学术会议并交流，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2 项，市

级科学技术奖 2 项。

黄 峰，男，1969 年 10 月 2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第二届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现

任临床医学系副主任/副书记职务，兼任陕西省保健协会委员。

199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陕中附院肝病科工作，

主要从事传染病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从事临床工作 20 余年，先后发表论文

5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主持省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4项。

解新科，男，1964 年 9 月 28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病

二科主任职务，兼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委

员。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

作，主要从事肝病临床工作。从肝病临床工作 29 年，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省

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

李京涛，男，1981年 6月 19日出生，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科主任，陕

西省青年科技新星，国家中管局“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临床基地”和陕西省重点专科

后备学科带头人，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肝

胆病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理事、中国医师

协会整合医学专业委员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保健学会肝脏疾病专业委

员会脂肪肝学组副组长、陕西省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青年委员、重症

肝炎学组委员，《临床肝胆病杂志》和《中国肝脏病杂志》审稿专家。

2012年 6月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获内科学博士学位。2008年获陕西中医药大

学中医内科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从事中医肝

病和传染病的医教研工作。擅长运用中西医方法治疗乙肝、丙肝、肝炎肝

硬化并顽固性腹水、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病高黄疸、原发性



肝癌、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等。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主持省厅级科研课题 6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获中华中医药学会、

陕西省医学会等学会奖励 3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在 Archives of Virology、

Antiviral Res等国际期刊发表 SCI收录论文 3篇。

吕文良，男，1966 年 6 月 15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

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感染病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委员,北京中西医

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在甘肃中医

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针灸科、急诊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消化科及感

染疾病科工作，主要从事中医内科消化、肝病工作。从 1991 年工作 20 余年，先

后出版专著 16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省级课题 3项，市

级项目 1项，院级课题 3项，横向课题 3项。

雷根平，男，1966 年 6 月出生，医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主任医师，硕士

研究生导师。曾获陕西省优秀青年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称号，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

分会首届中医肾病优秀人才。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沈舒文教授学术思想继承人。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第一临床医学院中西医临床系副主

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中医

肾病专科）学科带头人，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中医肾病）学科带头人，

全国名老中医杜雨茂工作室负责人；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

医药研究促进会肾病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健康大数据分会副会

长，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数据中心副主任；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西医结

合学会活血化瘀学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命

题专家，陕西省及咸阳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

1991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六年制），分配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院



工作至今。从医以来，师从四位全国著名中医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祝

谌予教授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杜雨茂、沈舒文教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的临床、教

学和科研工作，并注重于中医经典及医案类著作的研读。遵从中医辨证务精，中

医思维注重原创理论，临证崇尚扶阳学说，治病长于重剂纠偏、以疗效取胜的中

医治病理念。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急慢性肾功

能衰竭、过敏性紫癜、紫癜性肾炎、糖尿病肾病、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优

擅用中药治疗上述病症及多种内科疑难杂症，对痛风、失眠、时令咳嗽、更年期

综合症、亚健康状态、肿瘤以及虚寒性疾病有独到疗效。参与国家 973 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各 1 项，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陕西省科技厅等课题 10 项，

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编出版专著 4 部。研究成果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

项，咸阳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2项。

冷 伟，男，1976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历，副教授，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咸阳市第七届、八届政协委员。

陕西省中医学会风湿病分会、肾病分会委员,陕西省风湿病学会青年委员,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理事。学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陕西中医学院，

博士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目前就职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主要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科研及《中医内科学》、《循证医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热

爱中医药学事业，以“毕生求索岐黄事，一世奉行药王篇”为人生追求；治学态

度严谨，以“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为人生信条。拥有南北中三所中

医院校的丰富学习经历及分别在中医、西医医院工作的特殊从医经历，对中医学

术具有独到体会，倡导“博采众家，择善而从”、“医药并重，着眼实效”及“中

西互补，止于至善”等学术观点。教学经验丰富，临床疗效突出，在科研方面致

力于慢性肾脏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近年来，主编专著 2部，参编国家统编教

材《中医内科学》等教材专著 5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科研项目 5项，

参与科研项目 10 余项。

李小会，女，1972 年 10 月 6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

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肾病一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

肾病分会委员、仲景学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

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人员。

199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中医专业学习；1998 年 7 月硕士研

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伤寒论专业(研究方向：经方辨治肾脏疾病)。毕业后于

陕西中医学院中医系及附属医院肾病科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7 月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中医内科学肾病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

业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一科工作至今。从事肾病临床工作近 20 年，

先后出版专著 6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厅级课

题 5项。获咸阳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

李 锋，男，1963 年 10 月出生，医学博士，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

京医院）中医科暨全军中医内科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4 年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1990 年陕西中医学院针灸硕士毕业、1999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博士毕业。现任教育部高等院校中西医结合类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院校中西医结合类专业教材评委会委员，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委会委员；全军中医药学会副主

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常委/内科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与《中国中西医

结合肾病杂志》编委。

主持课题 13 项（国家自然基金 3项、973 子课题分题 1项、省/军队课题 5

项、其它 4项），参加国家中管局临床基地建设专项 2项，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

文 60 篇，主编专著 5 部。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之星”荣誉称号，陕西省优

秀中青年中医药科技工作者、陕西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花宝金，男，1964 年 06 月 17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中医科学

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科技部重点

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肿瘤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肿瘤）负责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

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

会肿瘤传统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继续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

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

国中药协会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3、2014 年度长江学

者通讯评审专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通讯评审等职。

1986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先后在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研究

所附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药防

治肿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从事中医肿瘤临床工作 25 年，作为课题负责人

主持完成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目前承担科技部“重

点领域创新团队”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 4项，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项、省

部级科技奖励 10 余项，出版论著 20 余部，近 5年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 20 余篇。

第五永长，男，汉族，1971 年 7 月出生，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 主

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中国老年

学会衰老与抗衰老科学委员会常委，世中联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中联老

年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神经科专业委员会学术部委员,咸阳市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陕西中医学院“百

名人才工程”学术带头人；获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7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于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从事急诊科、脑病科、老年病科临床及科研工作。临床上对于急

慢性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冠心病、老年期痴呆与认知损害、

睡眠障碍及多种内科杂症，从理论到临床有较深的研究和较好的疗效。曾以教育

部国内访问学者身份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老年病科研修 1年，后就读于

北京中医药大学，获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学位。10 年来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其中核心期刊 16 篇，CSCD 收录 12 篇，Medline/PubMed 收录 1篇，SCI 收

录 2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各类课题 10 余项。参与编写专著 3

部，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全国高等院校中医药类专业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神经定位诊断学》副主编。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 1项（第 1完成

人），陕西省高校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 1项（第 1完成人），陕西省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奖 1项（第 1作者），陕西省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第 4完成人）。

刘铜华，男，1963 年 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陕西

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获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兼任北京中医

药大学中医养生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医养生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医养生学北

京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医药防治糖尿病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主任。主要社会

兼职：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世界中医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老年药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委员，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国家新药

评审委员会专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杂志》、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中国医药技

术与市场杂志》、《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糖尿病天

地杂志》、《糖尿病新世界杂志》等编委。

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1990 年 7 月获陕西中医学院温病专

业硕士学位，1997 年 7 月获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学位，1997

年 9 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先后在陕西中医学院及附属医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内分泌科、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北京中医药大

学研究生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工作。

从事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26 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主

持和参与科研课题 51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29 项，省部级课题 22 项。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2项、省部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2项，优秀项目奖

1项，获 50 项国家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