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柏本健，男，1964 年 3 月 3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正高职称，陕

西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荣获陕西省“辉煌‘十·五’有突出贡献人物”

和中国医师协会颁发的第四届“中国医师奖”，及陕西省卫生厅颁发的“陕西省

医德标兵”和“白求恩精神奖”等荣誉称号。现任陕西中医学院心血管病研究室

主任，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等职务，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

管外科分会及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心衰和心脏瓣膜委员会委员。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先后在湖南永州市人民医院、温州浙

南心血管病医院、山东青岛思达国际心脏（中心）工作，主要从事心脏外科的临

床与科研工作，在心脏外科疾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1 年 10 月

至 2003 年 7 月，在职就读于山东大学医学院，获硕士结业证。已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研究成果获咸阳市三等奖 1项。

代引海，男，1967 年 10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硕

导。现任陕中二附院外六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

1992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医学系后一直从事普外、肿瘤、血管

外科的临床、科研与教学工作，在胃肠道肿瘤、乳腺肿瘤、甲状腺疾病、血管疾

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主持陕西省教育厅等课题 3项，已发表



学术论文 20 余篇。研究成果获咸阳市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2005-2006 年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科进修，陕西省抗癌协会腹膜后肿瘤与转移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乳

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腹腔镜专业委员会委员。在乳腺癌、

老年性胃癌在腹腔镜治疗胆囊结石、胆源性胰腺炎等专业有一定的研究。曾获咸

阳市第六届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2004 年度咸阳市青年突击手号。

董 明，男，1973 年 0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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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外科科主

任，中国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中国抗癌康复会肝胆胰

专委青年委员，转化医学杂志青年编委,陕西省抗癌协会会员，陕西省抗癌协会

肿瘤内镜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医学会腔镜外科分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微

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青海医学院，2007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获

硕士学位，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2007 年-2011 年参加国家医疗队执

行援外医疗工作。主要从事肿瘤外科及普通外科工作。1997 参加工作至今 20 年，

发表 SCI 论文 4篇及核心期刊 10 余篇，获得咸阳市科技进步奖 5项，主持厅局

级课题 2项。主持横向课题 2项。



宫小勇，男，1973 年 2 月 19 日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学士学位，泌

尿外科学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咸阳市“三五”人才，2013

年获第三届咸阳市青年科技奖。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兼任咸阳市医学会泌尿外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委

员、陕西省泌尿外科学会青年委员、陕西省性学会理事及生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泌尿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泌尿肿瘤委员

会委员。

1997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医学院，2010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研究生课程班。

1997 年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从事前列腺

疾病及其它泌尿外科疾病的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在前列腺疾病的诊治中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泌尿外科微创手术和尿道下裂修复整形术，尤其是前列腺

增生电切术；首创的左精索静脉远心端结扎、近心端与髂外静脉端侧吻合术式治

疗胡桃夹综合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咸阳市科技进步奖两项，其中二等奖一项；

主持和参研完成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两项；主编出版《现代前列腺疾病临床诊疗学》

专著一部、参编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 22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一篇；获咸

阳市第六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一项。

贾 勇，男，1968 年 08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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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外科副

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委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

会理事，陕西省抗癌协会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

会胃肠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胃肠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2 年 07 月大专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2004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延安大学

医学院，先后在陕西省水电医院和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肿瘤



外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腺体、消化道肿瘤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06 年 09 月至 2009 年 7 月，就读于陕西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目前主

持省级课题 1项，校级课题 1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研究成果获咸阳市

科技二等奖 1项。

任小朋，男，1964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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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胸心外

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陕西省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陕西省胸心

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化学治疗学会会员，咸阳市医学会胸心外科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大学医学院），1993年在北京

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胸心外科进修，2004年在西京医院心脏外科进修。先

后在延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及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一直从事胸心外科的临

床与教学科研工作。工作二十多年，不断钻研业务，手术技术精湛，治学严谨，

在胸部外伤、胸壁疾病、乳腺、食管、肺、气管及纵膈外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2003 年在院内开展心脏直视手术，2008 年开展胸腔镜手术。目前主持

课题 2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30 篇。获市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各 1项。

宋 亮，男，1978 年 10 月 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随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主要

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2016 年取得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学位。工作 10 余

年来，先后参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 1部（副主编），发表论文 10 余篇，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1项，厅局级课题 2项，咸阳市课

题 1项，其中 10 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包括 nature medicine

（IF: 32.621, 参与）1篇，Gastroenterology（18.392，第一作者）2篇。本

人获评 2017 年陕西省“特支计划”区域发展人才，部分研究工作获 2017 年度陕

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田 博，男，1981 年 5 月 11 日出生，医学博士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副

主任医师职称，咸阳市“三五”人才，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

任陕西抗癌协会肿瘤专业、乳腺癌专业、甲状腺癌专业、肿瘤微创专业、外科肿

瘤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老年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

学会临床营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2007 年 7 月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肿瘤外科工作，主要从事腺体肿瘤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自工

作以来，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IC 3 篇，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标准化“肠痈”项目执笔人，参与省级课题 5项，陕西省重点项目 1

项，获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1项，省级科技进步奖一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7项。



张 红，女， 1971 年 12 月出生，医学博士学位，三级教授，陕西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院长、医学科研实验中

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基础重点学科带头人，2016 年获批陕西

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兼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等杂志编委。

2000 年 9 月毕业于遵义医学院获消化病理生理学专业硕士学位，2000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就读于天津医科大学获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学位。2008 年

至 2009 年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医院胰腺病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陕西省科技厅重大基础研究专项 1项、省

部级厅局级课题 5项，以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发表科研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

录 9篇, 包括《J C I》《Gastroenterology》等国际一流杂志；研究成果获省

部级科技二等奖 3项、厅局级三等奖 1项。

张 泳，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胸心外科副主任，“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咸阳市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

员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胸壁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2013 年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中心访学， 2015 年入选“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被省委组织部派往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访学，师从姜

格宁教授，系统性的学习并熟练掌握了“单孔”胸腔镜下胸部疾病的手术治疗。

2019 年赴德国帕德博恩约瑟夫基金会兄弟医院研修。擅长“单孔”胸腔镜下肺

癌根治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单孔”胸腔镜下解剖性肺段切除术，“单孔”肋

间及剑突下纵隔肿瘤切除术以及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根治术等手术。



主持陕西省科技厅项目 2项，省教育厅项目 1项，咸阳市项目 1项，获咸阳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主编医学专著 1 部，参编专著 2 部，撰写医学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篇。

张文岐，男，1963 年 6 月 4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曾

荣获咸阳市科技进步奖二、四等各一项。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系主任、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咸阳市分会副

主任委员。1987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从事临床与科研工作及行政管理工作。结合长期的临床工作实践，撰写论文

多篇，其中，《急性硬膜下血肿预测指标的临床研究》、《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

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获咸阳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颅内肿瘤术后合并

颅内感染的防治》发表于《现代肿瘤医学》；《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并发肺部感染

45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手术后并发症的防治》、《外伤性单纯珠网膜出血 28例

诊治报告》发表于《陕西医学》杂志。

陈旭旭,男，1988 年 1 月 18 日出生，博士学历，博士学位，副主任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12 年 5 月本硕七年制连读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2015 年 6 月博士

研究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英国皇家利物浦大学

医院访问学者，于 2015 年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至今，主要从事骨科、运动医

学专科工作。

现任陕西省医学会运动医学青年委员会委员，西安市运动医学会委员，吴阶

平基金会骨科青年医师联盟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中国博士后课题 1项，陕西省博士后课题 1

项，西安交通大学课题 1项，参与国课金 1项，可支配课题经费 100 余万。先后

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7篇。主要研究方向：骨、软骨、韧带、肌肉

损伤的再生修复。

刘世长,男，1985 年 8 月 20 日出生，博士学历，博士学位，副主任医师职

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7年制外科学专业，2009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7年制外科学专业，2015 年博士毕业于四川

大学华西医学院骨科学专业，先后在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脊柱外

科临床工作。

从事脊柱外科工作 10 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2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专利 3项。主要研究方向：脊柱外科

王 彪，男，1987 年 8 月 10 出生，医学硕士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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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3 年 6 月硕士研究

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在西安市红会医院脊柱病院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临床、

教学和科研工作。

西安市红会医院，脊柱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北美脊柱学会会员，欧洲脊柱学

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微创外科学组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脊柱微创委员，中

国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陕西省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SCI 杂志 Current

Neuropharmacology（IF=4.568）客座编委，《Spine》、《Plos One》、《Scientific

Reports》、《Journal of Orthopaedic Surgery and Researc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等杂志特约审稿人。

近年来发表 SCI 论文 32 篇，其中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18 篇，中文核

心论文 3篇，近 5年完成北美脊柱年会（NASS）、欧洲脊柱年会(Euro Spine)、

世界骨科大会（SICOT）大会发言交流 17 次，其中“Treatment for Acute or



Subacute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versus Facets Blocking(A Clinical Randomized Study)”获

得2015年北美脊柱年会脊柱微创最佳论文奖，“Comparison of minimal invasive

and open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ingle

level lumbar spine degenerative diseases with minimum 6-year follow-up”

获得 2018 年北美脊柱年会最佳论文。目前主持国家青年自然基金 1项

（81802167），陕西省面上自然基金 1项，卫健委医学研究项目 1项，西安市科

技局项目 1项，参与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 4项。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

项，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共 15 项，参编专著《骨

科实用小手术学》及《脊柱疾病诊治精要》2部。

李 军，男，1967 年 07 月 01 日出生，博士后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专业），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

1990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2000 年 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

于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院，2004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

院，2005 年 10 月-2006 年 10 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中心骨科博士后。先后

在南京军区总医院（1990-1993 年）、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骨科（1993-2018

年）、西安市红会医院风湿免疫关节矫形科工作（2018-今），主要从事骨外科、

关节外科、风湿免疫关节炎诊治工作。

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关节病院风湿免疫关节矫形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工作委员会髋关节保护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陕西风湿免疫分会常委

中国医学教育学会骨质疾病委员会副主委\西安培训基地副主委

中国老年医学会骨与关节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委员

解放军骨科专业委员会足踝外科副主任委员

解放军骨科专业委员会关节外科委员

陕西省关节外科学会委员



陕西省康复医学会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事骨科临床及教育工作 30 年，主持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级

课题 5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先后出版专著 11 部，发表论文 32 余篇，获得专

利 1项。陕西省科技一等奖（2001），解放军医疗技术一等奖（2000）；美国骨

科医师协会（AAOS）骨科国际项目奖学金获得者（2010；2014；2020）

杨 治，男，1977 年 7 月生，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骨伤专业，2002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

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中医骨伤科学专业，2009 年 11 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部外科学专业，先后在浙江省舟山医院、西电集团医院、西安市红会医院

工作，主要从事股骨头坏死、髋部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每年门诊量 2000

余人次，主刀关节置换手术 600 余例，擅长股骨头坏死、膝、髋骨性关节炎、先

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及大骨节病的手术、非手

术治疗。对膝、髋人工关节置换技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及丰富的操作经验。曾先

后赴台湾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牛津大学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等进

行人工关节研修学习。

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

分会关节外科专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膝关节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

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骨坏死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骨与关节学会医工结

合分会常委，陕西省委组织部第四批博士服务团成员。

主持并完成陕西省科技攻关项目（编号 2013K12-17-03）：超声微泡促进 VEGF

和 BMP-2 基因体内转染和表达治疗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实验研究，陕西省卫健委

科研项目：改良体内负压技术对股骨头坏死骨修复的诱导及增强作用，西安市卫

健委重点学科优势专科建设项目：球型高强度生物陶瓷打压植骨治疗股骨头坏死

的实验研究。目前主持陕西省体育局项目 1项（编号：201805）：陕西省散打运

动员暂时性骨质疏松症与股骨头坏死继发骨髓水肿临床分析，西安市科技局项目

1项（编号：2019115013YX005SF038（9））：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血浆中 miRNAs

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北京医卫健康公益基金会：microRNAs 在激素性股骨头



坏死中的表达及其意义的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体内负压技术对骨再生的诱导和

增强作用，发表系列文章 9篇，其中 SCI 收录 5篇。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

篇，其中 SCI 收录 9篇，出版学术专著 1部，国家专利 3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