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郝定均，男，1959 年 1 月 26 日出生，硕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脊柱外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国际脊髓学会中国脊髓损伤学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华人脊柱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脊柱脊髓损伤与康复学组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常委、脊柱外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脊柱创伤工

作组组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脊柱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

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AOSpine 讲师团成员。

1982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医学院，先后在陕西省清涧县医院、陕西省结核病

医院工作，1988 年至今在西安市红会医院从事临床及行政管理工作。从 1982

年工作至今，先后出版专著 11 部，发表论文 26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

6 项，市级课题 4 项。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西安

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6项。

周劲松，男，1959 年 2 月 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会员、西安市

骨质疏松学会名誉主委、西安市骨科学会常委、陕西省脊柱外科学会常委、陕西

省骨科学会脊柱专业组委员、脊柱畸形组副组长、西安市神经外科学会常委、陕

西省康复医学会康复工程委员会常委等。



1992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先后在西安市红会医院神经脊柱外

科主任、副院长，西安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骨科名誉主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西安市第五医院）院长工作，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副院长(正院级)，主要从

事脊柱外科基础与临床工作。从事临床工作 34 年，先后参编专著 7部，发表论

文 90 余篇，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各一

项，多次获得省、市、局级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业务奖。

贺宝荣，男， 1964 年 2 月 14 日出生，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脊柱外科椎间盘与畸形病区科主任，兼任中

华骨科学会脊柱学组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肢体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脊柱康

复学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脊柱创伤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老年学会

骨与关节损伤专业委员会常委，SICOT 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常委，陕西省脊柱学

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脊髓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

髓损伤委员会脊髓与康复学组、基础学组、腰椎学组、畸形学组委员。陕西省突

出贡献专家，陕西省新世纪三五人才。

1990 年 8 月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先后在西安

市第八医院和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 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近 30 年，在

脊柱脊髓疾患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累计完成脊柱手术一万五千余

例，已完成各级科研项目 9项。目前主持省部级课题 7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其中 SCI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文章 30 篇，编写出版专著 7部。研究成果

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西安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郝阳泉，男，1970 年 04 月 0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主任

医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关节病医院骨

坏死与关节重建病区主任。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骨坏死专家委

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药协会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修复重建外

科专业委员会保髋学组全国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关节外科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

会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委员，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命审题专家，全国统编教材《骨伤科基础》编委，

《全国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与指南》编委。

2011-2012,2012-2013 年度陕西中医学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2012 年获得全国第

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优秀继承人称号。

1993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和西

安市红会医院工作，主要从事骨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 25 年的临床诊治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2008 年 09 月至 2012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医

学博士学位。先后主持省级课题 3项、市级课题 2项，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 19 篇，参编专著 5部，获治疗股骨头坏死专病专治药物国家技术发明专

利一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一项，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

等奖一项。

张 堃，男，1963 年 10 月 10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副院长、骨创伤医院

院长，现兼任国家卫计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骨外科学专委会创伤骨科工作组组

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创新与转化学组副组长、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

（SICOT）中国部创伤学会副主任委员、AO 创伤中国委员会西北区域主席。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解放军 35 医院、西安市红会

医院工作。从事骨外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32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

表论文 10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20 余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参与全国创伤骨科



协作项目 4项，获省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获国家

专利 3项。

黄小强，1973 年 09 月 2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职称，

硕士生导师。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副院长、西安市红会医院阎良院区副院长（主

持工作），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中西医结合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医

学会地方病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青年委员，国际外固定与骨重建

联盟学会委员，世界中联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保膝学组委员，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兼秘书长，陕西省医学会地方病学分

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骨与关节损伤学会创伤分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

会第六届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医学会科骨科分会委员兼秘书长，西安医

学会骨质疏松学分会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医

师协会理事，中华创伤杂志特约审稿专家，中华误诊学杂志编委，中华现代中西

医杂志编委，美中国际创伤杂志编辑部主任。

从事骨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20 年，对骨性关节炎的系列化治疗和股骨

头坏死的分期诊治有较深造诣；擅长四肢骨折脱位和各种合并损伤的中西医结合

诊断及治疗；在四肢骨折的外固定架及手术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于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防治和高龄髋部骨折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获得科技进步奖。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各级科研项目近

20 项，开展新技术 10 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 20 余篇，获省市级科

技进步奖 4项，主编及参编专著、译著 6部。



梁晓军，男，1962 年 11 月 17 日出生，学士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红会医院足踝外科诊疗中心主

任，中华医学会足踝外科医师培训中心（西安）主任，史赛克创奥集团足踝（中

国）培训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足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

学会足踝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骨病专项基金足踝康

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二届 SICOT 中国部足踝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常务委员，陕西医学会骨科委员会足踝外科学组

组长，,西安市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副主委，《足踝外科电子杂志》常务编委，《中华骨科杂志》、《中华创伤骨科

杂志》、《中国骨伤》、《中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特约审稿专家。

1987 年 9 月本科毕业于延安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从事骨

科临床工作 30 余年，先后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项，主持省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实用性专利 1项。

马建兵，男，1973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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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西安市红会医院关节病医院膝关节

病区主任、院党委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骨科分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骨科菁英会关节主席，亚洲人工

关节协会（ASIA）中国部主席，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膝关节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膝关节外科工作委员会（CKS）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骨与关节分会常

务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委员兼关节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

育协会关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关节外科学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JBJS》中文

版编委，《Annals of Joint》副主编，骨科在线第二届编委会关节专业副主编，

《中华骨科杂志》通讯编委，《实用骨科杂志》编委。曾获得“西安市十大杰出



青年”和“西安市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并被西安市委组织部、人社局联合授

予“西安市后备学科带头人”。

199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曾赴德国汉堡 Endo-clinic 医院、

法兰克福 Doakonie-Kankrenhaus 医院、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MGH)、新加坡

中央医院(SGH)、澳大利亚 Princess Alexandra 医院、台湾国立阳明大学和花

莲慈济医院等国际知名关节外科中心研修。对于骨关节疾病的诊治、人工膝髋关

节置换及关节部位骨折创伤的治疗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主刀和

参加超过 2000 例包括膝、髋、踝肩、肘、腕关节等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包括二

次、三次的膝、髋关节的翻修手术），尤其对于难度较大的高度屈曲挛缩膝、强

直膝、严重内外翻畸形的人工膝关节置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论文 40 余

篇，主编及参编专著 5部，主持及主要参与国科金及省市级科研项目共计十余项，

荣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 2项。荣获 2010 年度“ 西安市青年突击手标兵”和“西

安市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2012 年被西安市市委组织部、人社局联合授予

“西安市后备学科带头人”， 2013 年被授予“西安市青年五四奖章”。

乔 锋，男，1975 年 9 月 2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中西医结合骨

科副主任职务，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外固定与肢体重建学组委员、中国中

西医结合骨伤科分会外固定学组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SICOT）中国

部基础学会委员，国际外固定与骨重建联盟委员。。

2002 年 7 月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主要

从事骨科临床工作。从事临床、科研、教学 15 年，先后参编专著 2部，发表论

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主持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2, 获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8项，西安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项目负责人）。



刘西纺，女，1977 年 8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博士在读。副主

任医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中医骨

科诊疗康复中心神经脊柱病区主任职务，兼任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骨伤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西安体院运动损伤康复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咸阳市国医技能培训

学校国医师承导师、国家卫计委十三五规范化教材编委、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传统医药合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疗养学组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医养康复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社区康复专业

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委员、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康复分会理事等多个任职。

2005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随后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主要从

事骨科疾病与创伤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工作。从事骨科十余年，先后出版专著 4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篇。主持省级课题 2项，市级课题 2项，

院级课题与新技术新业务多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3项，市

级课题 2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