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梁靖华，男，1966 年 09 月 18 日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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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工作简介）

1991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泾阳县中医医院、泾阳县卫

生局医政股、泾阳县医院、西安市中医医院、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工作，主要从

事中医外科肛肠工作。

（职务学术身份简介）

现任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副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名中医、三

秦人才、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福田区重点专科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华

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医药

高等教育协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国民间中

医医药研究开发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国便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肛肠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

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肛肠外科医师

分会副会长、《中华现代外科学》常务编委、《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常务编委。

曾任职务：西安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国家级重点专科、国家级区域诊疗中心项目

负责人、陕西省保健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副会长、

陕西省卫生计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评委会评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疗技

术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科研经历学术成果简介）

从事中医外科肛肠工作 29 年，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11 项，主持市级课题 3

项,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外科肛肠。



刘建平，性别，1963 年 3 月 22 日出生，大学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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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工作简介）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宁夏医科大学，一直在银川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

从事中西医结合肛肠科工作。

（职务学术身份简介）

现任银川市中医医院副院长职务，兼任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

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宁夏中西医结合学会

肛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科研经历学术成果简介）

从事中西医结合肛肠科工作 34 年，省级课题 3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先后

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成果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肛肠科临床

李一兵，男，1961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教

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学历工作简介）

1982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1982-2006 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肛肠科工作，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外三科主任、男科

主任、肛肠外科主任、老附院副院长。2006.12-2017.06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肛肠分院负责人，分院院长、支部书记。2017.06 至今 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福

田）院长、支部书记。

（职务学术身份简介）

深圳市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主任

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肛肠科医师分会会长，深圳市名中医，深圳市医学会普通

外科分会肛肠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全国中医肛肠名专家。

（科研经历学术成果简介）



2006 年至今于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福田）工作，担任院长职务。先后完

成临床科研 6项，获科学进步奖 3次。撰写专业论文 80 余篇，专著 8部。2007

年被政府评选为“十大优秀卫生人才”。2011 年被评为“优秀学科带头人”和“深

圳市十佳医生”。 2009 年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高位复杂性肛瘘肛门小切

口根治术的临床研究》。2019 年主持广东省中医药局项目《中医术式藏线缝合修

补术治疗肛瘘的临床疗效研究》，正在顺利进行；2010 年主持完成专著《肛肠外

科诊疗常规》（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年 06 月）。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外科学-肛肠外科方向

冯群虎，性别，1964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陕西

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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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深圳市宝安中医院（集团）工作，主要从事肛肠疾病的临

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指导硕士研究生在中医药肛肠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方面的教学工作。

现任深圳市宝安中医院（集团）肛肠科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中医学会肛肠

分会现任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肛肠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

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常务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

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重点专科学

科带头人、深圳市宝安区政府高端人才。

从 1985 年工作至今，先后主持或参与省课题 4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出

版专著 3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肛肠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许鹏光，男，1962年 03 月 21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

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外科教研室

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皮肤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皮肤分会常委，陕西省

中医药研究会理事，皮肤分会副主任委员，咸阳市皮肤分会副主任委员。



1985年 07月本科毕业于陕西医学院，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工

作，主要从事皮肤病、中医外科学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在银屑病、湿疹、

痤疮等皮肤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主持“中医外科学课程综合

改革”课题，“生元丸对银屑病皮肤--免疫--神经系统的影响”课题 2项,已发表学术

论文 20多篇，编写出版《中西医临床皮肤性病学》、《中医外科学》教材与专

著 8部。研究成果获咸阳市科技进步奖 1项。

陈震霖，女，1970年 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教授，陕西

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4年 7月本科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1997年 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

中医学院，2008年 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1997年硕士毕业留

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中医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擅长乳房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党总支书记，兼任全国中医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

究会副理事长。

从事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 20余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

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0余

项；先后出版著作 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乳房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崔亚萍，女，1961 年 7 月 11 日出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一科主任，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全国中医肛肠

名专家，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肛

肠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

的“崔亚萍名医工作室”。

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延安市中医医院和陕西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肛肠外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内外痔、肛裂、

肛周脓肿、复杂性肛瘘、脱肛、便秘、直肠癌等直肠肛门疾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曾主持厅级课题 1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编写出版专著 2

部。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病的临床研究

冯文哲，性别，1971 年 2 月 2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5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8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

学院，先后在宝鸡市麟游县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

中医肛肠的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肛肠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中医肛肠病学科带头人、肛肠二科主任。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肛肠疾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

会肛肠医师分会科普委员会委员；中医药高等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中

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肛肠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肛肠

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肛肠分会理事；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

研究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

于 2013 年获“全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称号。2019 年获“中国西部肛肠名师”

称号； “百强优秀科技人才”称号。

从事教学、科研、临床工作 25 年，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8 项，主持市级课

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获咸阳市科技成

果二等奖 3项。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姜华，女，1976 年 04 月 15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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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2007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广

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山东省单县中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

从事肛肠专业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现任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医药

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理事、陕西省中医药

科技开发研究会第二届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从事肛肠工作 20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1项，主持市

级课题 1项,参与省部级及厅局级课题 6项，先后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近 20

篇。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王李雯，女，1987 年 06 月生，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

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学历工作简介）

2012 年 07 月留校工作，于 2017 年博士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主要从事中

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与性病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职务学术身份简介）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兼任国际中医药临床标准工作

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

业委员会委员。

（科研经历学术成果简介）

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主持省级课题 3项，共参编参译专

著 3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及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资助支持。

主要研究方向：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继承创新及中医药对表皮细胞稳态的调控

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