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刘勤社，男，1963 年 4 月出生，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陕西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兼任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医学会、药学会、中西

医结合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1997 年成为陕西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8

年被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 年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05 年被评定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

中华医院协会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陕西省高级专家协会副会长、陕西省药学会临床管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药理学会常务理事。

1990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医疗及

科研工作，主要开展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及中药新药临床药理研

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

1 项，陕西省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及一般项目近 10 项。获省科技进步奖 4 项、市

科技进步奖 1 项、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 2 项。主持或参与研制国家新药二类 2

项、三类 12 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编《专病专治丛书》八部共 180 万字、《民

间简易疗法丛书》七部 70 万字。



郑 刚，男，1960年 7月 1日出生，医学学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咸阳市第八批有突出贡献

专家”荣誉称号。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陕西中医药大学心脑血管病中心

主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心血管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

医药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带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陕西省科协

委员、咸阳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兼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

药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预防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医心脏病学介入专家委员会常委，世界中医联合会和中华中医药学会亚

健康分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1984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后在陕西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在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病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

研项目 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计划项目 1项、

陕西省“13115”科技创新工程重大科技专项 1项，国家级多中心临床试验 3项，

省厅级科研课题 3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其中 SCI 1篇，核心期刊 20

余篇。编写出版专著 2部。获得各级科研成果奖 9项，其中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

奖 2项；咸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陕西高等学校

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赵明君，男，1964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现

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一科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内

科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临床心血管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陕西省心血管内科疾病临床研究分中心负

责人等职，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专

业分会委员及内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络病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委员、陕西省预防医学会高血压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1987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至附属医院工作至今（期间：

2004 年在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研修学习一年），主要从事中西医

结合防治心血管病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在中西医结合诊治冠心病、高血压、



心肌炎、心肌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先后主编出版医学专著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项，主持省级课题 1项，厅局级课题 2项。研究成果获陕西省自然科学优

秀论文奖一项，获科技成果奖八项。

宋虎杰，男，1962 年 6 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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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2005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岐山县中医医院、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脑积水诊疗中心，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从事脑病中医医疗、教

学、科研、管理的工作。

现任西安中医脑病医院院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儿科）学科带头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脑病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重点学

科（中医儿科）学科带头人，陕西省第四批重点中医药学科（儿科学）学科带头

人，陕西省第五批重点学科（中医脑病学）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性

瘫痪诊治方法重点研究室主任；陕西省中医药重点研究室（脑病重点研究室）负

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西岐

王氏济生堂中医儿科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负责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陕西省名中医。全国第

六批名老中医师承指导老师。兼任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

会内科分会、儿科分会、康复分会、管理分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残疾人协会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学会儿童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陕西省中医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医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抗癫痫协会常务委员。

从事脑病工作 30 余年，具备坚实而全面的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对脑积水、

脑瘫、孤独症、智力低下、中风、癫痫、持续植物状态、脑萎缩等脑病的中西医

临床具有较深的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创立了脑病“三位一体疗

法”，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

主编了《中国特色诊疗专家经验荟萃》、《脑积水》、《金贵要略经方药理与应

用》、《邵年方医道与临床》、《小儿脑病知识问答》等医著。先后主持及参与

省部级科研课题 19 项。先后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西安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中国中医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

奖 2项，获国家专利 4项。科研成果登记 5项。

主要研究方向：小儿脑病、脑血管病、神经系统遗传变性等脑病的中西医

诊疗与康复研究。

闫炳苍，男，1967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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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延安医学院，2007 年 12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

通大学，1994 年 07 月—— 2002 年 03 月，在陕西省宝鸡市陇县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任科室副主任；2002 年 03 月—— 至今，在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中西医结合小

儿脑病任科主任、副院长。

现任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业务副院长，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康复分会副会

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三届委员，陕西省中医学会第三界中医、中西医

结合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委

员，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党总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康复学会神

经病学分会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理事，陕西省康复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

从事脑病临床工作 24 年，发表论文 39 篇，参与及主持省、市级课题 9项。

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神经损伤的临床、康复研究，

目前带教临床研究生 9名，毕业 6名。

王 辉，男，1972 年 6 月 12 日出生，本科学历，中医儿科副主任医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6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在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脑积水诊疗中

心、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工作。2003 年在西安市儿童医院临床进修 1 年，后于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解放军 153 中心医院、上海新华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发

育行为、婴幼儿精神卫生、小儿神经系统疾病专业技能。主要从事中西医脑病临

床、教学与科研工作 23 年。在小儿脑瘫、脑积水、癫痫、智力低下、孤独症、

多动症、感染性神经疾病、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遗传代谢缺陷病及运动单

位病等的中西医临床及康复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任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儿童早期干预康复中心、国际医疗部主任，兼任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特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医刮痧师考评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暨儿童保健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临床科研统

计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医院协会医疗康复机构管理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

会儿科分会委员、脑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理事，陕西省

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理事，陕

西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性瘫痪中医诊疗

重点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中医药“十创计划”小儿脑瘫项目办主任，陕西省中

医临床路径工作专家组成员，西安市残疾儿童评定脑瘫专家组成员，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中医技术协作组推拿、穴位埋线、刮痧技术脑瘫分组组长。

在医院“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中医儿科重点专科、重点

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性瘫痪中医诊疗重点研究室的建设中负责优势病种的

临床实施、资料收集、疗效观察、方案梳理及分析总结工作。参与国家及省级科

研课题 6项，负责“国际中医药临床指南-小儿脑瘫” 标准制定，负责国家中医

药行业科研专项横向课题 1项、国家卫计委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横向课题 2项，

主持省科技厅、省中医药管理局、西安市科技局课题各 1项，获陕西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1项，参编儿童康复系列丛书《脑性瘫痪及康复方法》和《陕西省名

中医宋虎杰学术经验集》，发表 SCI 论文 1篇，国家及省级期刊论文 21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儿童脑发育异常的诊疗与康复研究

刘玉堂，男，1972 年 5 月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针灸主任医师，陕西

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8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针灸系针灸专业，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455 医院（上海）、世界针联传统医疗合作中心（印尼）及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从事脑病的临床诊疗及康复等工作，曾在复旦大学儿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针

灸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与进修。

现任西安中医脑病医院脑病九科主任，该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学

术继承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青年委员，世界中联小儿脑瘫专委会常

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理事，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

脑病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康复医学会理事、陕西能

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等职。



从事脑病工作 20 余年，完成国家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两项，主持省级课题 2

项，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 7 项，参编医学专著 5 部，发表论文 17 篇，荣获国家

及省级科学技术三等奖各 1项。

主要研究方向：儿童神经系统疾病及遗传代谢病的临床诊疗及康复研究

何丽云，女 1963 年 5 月 25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1998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专业，2001 年 7 月博士

研究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脑病专业，先后在内蒙古通辽传染病医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医药领域的临床科研、

医疗、教学工作。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学科带头人、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评价中心主任，

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世界中联疗效评价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脑

病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兼中医学组主任委员等。

从事临床医疗及科学研究工作 34 年，目前主持 “十三五” 中医药现代化

重点研发计划“针灸优势病种疗效评价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主持国家重大传染病专项课题 “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疗效评价及共性技

术研究”等 2项，历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973”“863”支撑

计划等课题 20 余项；先后参编出版专著 8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得专利 10

项，获得各级科学技术奖励 16 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临床评价方法研究

胡镜清，男，1965 年 12 月出生，研究员，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1995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福建中医学院，1998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广州中

医药大学。曾先后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国中医科

学院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



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分会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

先后主持包括 973、863、国家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及以上

科技成果奖励 10 余项，获得专利 2项，出版专著 9部，以第 1 作者/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百余篇，培养指导博/硕士研究生 40 余名。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证候及辨证的基础研究。

张 玲，女，1967 年 10 月 10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科研管理科主任，

中医脑病科医师，西安岐奥丰脑病研究所负责人。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

重点专科建设脑病协作组疑难病协作分组学术秘书，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陕西省分会会员，陕西省医学

会医史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专科专病建设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康

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针

灸学会委员。

1993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中医院

中风科和西安中医脑病医院脑病科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临床和科研工

作。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2项，中医药行

业专项 3项，主持省级课题 1项，参与省级课题 13 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参与

2项。

闫咏梅，女，1961 年 9 月 2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名中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

内科教研室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陕西省痰瘀论治中医脑

病重点研究室主任、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主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临

床研究基地（脑病）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脑病专业）学科带头

人。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全国中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

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



曾获得全国中医药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先进个人、陕西省白求恩精神奖先进个人、

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咸阳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后，一直在陕西中医学院主要从事中

西医结合脑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脑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持

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SCI 收录 3篇。

出版著作 3部，主编或参编国家统编教材 3部。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

等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等多种奖项。

王亚丽，女，1966 年 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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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华中医

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医脑病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医学伦理分会委员，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

会委员及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

199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陕西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攻读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在附属医院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及管理

工作。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24 年，先后主编参编学术专著 6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 4 项，主持市级课题 1

项。先后荣获陕西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 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项；

获咸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1项。

贾 妮，女，1974 年 10 月 9 日出生，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陕西中

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8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6 年博士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

脑病专业，先后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学院，陕西中医学院从事中西

医脑病的临床与教学、科研工作，在相关中西医脑病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2011 年至 2013 年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的应用心理学的科

研工作，圆满完成科研任务。目前主持省级课题 1项，厅局级课题 3项，发表核

心期刊学术论文 10 余篇，参与编写出版专著 1部,获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

项，排名第五。



张 慧，女，1978 年 11 月 13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脑病科副主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秘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脑病重点学科

秘书、陕西省名中医杨秀清工作室负责人。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副秘

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青年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电诊断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神经内科学组委员。

2002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陕西中医药

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临床工作。从事临床工作

15 年，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参编著作 1部，参编规划教材 2部，发表论文 27 篇，

主持省部级课题 1项，厅局级课题 3项，校级课题 1项；参与国家级重大课题 6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4项。

刘春莹，女，1962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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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二

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十大名医，陕西中医药大

学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陕西省第四届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陕西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风湿

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民进咸阳市委

员会委员，咸阳市第六、七届、八政协委员；陕西省、咸阳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

库成员。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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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内科临床工作。从事肾病、风湿免疫病工作 30 年，先后出版专

著 5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主持省级课题 2项，

主持市级课题 2项。

苏衍进，男，1975 年 9 月 2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在职博士,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内分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会员， 2008

年获陕西省第三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继承人。

2004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教学、科研

工作至今。近 10 年的工作中，在慢性肾脏病及糖尿病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2011 年获陕西咸阳市第二届青年科技奖，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糖

肾一号胶囊对早期糖尿病肾病血清 MMP-9 及 TIMP-1 水平影响》获 2013 年度陕

西省第十二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咸阳市第六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

文二等奖。参编著作四部，参与国家自然金 2 项,主持 8 项科研课题,省部级 1

项,厅局级 7 项，曾获陕西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项,咸阳市科技三等奖 1

项。

王克穷，男，1961 年 3 月出生，博士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三科主任，兼

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合理用药专业委员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评审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现代中医药杂志的外审专家。

1985 年 7月本科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2006 年 7月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甘肃、河北和陕西工作，主要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

研工作，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

省级课题 1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

李仁廷，性别，1965 年 0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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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同年 07 月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教研室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肿瘤科主任职务，兼任国家中医肿瘤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世界中医药联合

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

常委；陕西省老年医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抗癌协会传统医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专家协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咸阳市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专家。。



从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34 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项，省级课题 4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咸阳市科学技术三等奖（3）1项。担任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十三五

创新教材【中西医结合肿瘤病学】副主编。擅长运用中医理、法、方、药与现代

医学相结合，诊治乳腺癌、肺癌、肝癌及消化道肿瘤。参与研制的具有“益气活

血”作用的“山仙颗粒”用于治疗各种实体瘤及肝硬化已广泛用于临床，疗效满

意，经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有明显的抗肿瘤、防复发、转移的作用。采用中医药

治疗乳腺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疗效显著。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肿瘤治则及方药研究。

张亚密，女，1969 年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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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陕西省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现任世中联肿瘤专

业委员会理事；陕西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1991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

科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25 年，曾到北京肿瘤医院深造胸部肿瘤和恶性淋

巴瘤，对肺癌、恶性淋巴瘤等恶性肿瘤及放化疗所致毒副作用的中西医治疗方面

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建树。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

级课题 3项，主持厅局级课题 5 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27 篇，独著《肿瘤扶正法

理论与临床》1部，主编《肿瘤病中医特色诊疗全书》等著作 3部，研究成果获

得陕西省科学技术 3等奖 1项，咸阳市科学技术 2等奖 1项，咸阳市科学技术 3

等奖 2项。

肖海娟，女，1980 年 6月出生，医学博士，第四军医大学博士后，副主任

医师，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12年 7 月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后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工作，主要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三科副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肿瘤学科创

新团队带头人，兼任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

会消化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肿瘤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

员。



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省部级课题 5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 30余篇，SCI 7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编写出版学术著作 1部。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道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全建峰，男，1970 年 5 月 2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主

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1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临床医疗系中医专业；2003 年 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中医诊断学；2010 年 6 年，博士研究生

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1991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

在汉中市勉县褒联区医院、汉中市汉江职总工医院（现西安医学院汉江医院）从

事内科临床工作。于 2003 年 7 月至今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从事行

政、临床及教学工作。

现任肿瘤二科科主任，兼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理事，世

中联肿瘤外治法专委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肿瘤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陕西省分会肿瘤内科专委会委员，西北中医药肿瘤防治联盟常务理事，陕西省抗

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委会常委，陕西省肿瘤微创治疗专委会常委等。

从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工作 17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课题

1项、陕西省教育厅课题 1项、国家临床基地横向合作课题 1项、已结题；参与

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 6 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

文 2篇，核心期刊 7篇，参与编写出版专著 5部，其中肿瘤学专著 1部。

主要研究方向：1、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2、证候学规范化研究。

张效科，男，1963 年 9 月 17 日出生，研究生，博士，教授、主任医师，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第三

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

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中联内分泌专业会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糖尿病分会常委。

1985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2004 年 6 月博士毕业于成都中医

药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系、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工作，主



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防治。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教学

32 年，先后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

级课题 2项，主持厅局级课题 6。

宋宗良，男，1962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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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1995 年参加中华内分泌学会

主办的中西医治疗糖尿病高级研修班，师从我国著名老中医专家祝谌予先生，主

要从事临床内分泌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主任，兼任陕西省中医内分泌重

点学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代

谢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内分泌与代谢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医师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内分泌与代谢专家委员会委员，咸阳市医学

会内分泌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从事内分泌、糖尿病专业 20 余年，发表医学论文 30 余篇，主持及参与课题

数项，获得陕西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主要研究方向：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李 毅，男，1978 年 11 月 19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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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

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陕西省中医

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6 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 2009 年 7 月毕业于湖南

中医药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病科

工作，主要从事内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现主持在研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

题 1项，完成省级课题 3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5 项，已完成 11 个新药产品的临

床研究方案、统计分析临床数据及撰写临床总结报告的研究；近 3年来以第一作

者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核心期刊 12 篇，CSCD 收录 3篇。2010 年荣获第 22 届全

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青年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 1 篇，荣获 2016



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国际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 1

篇，荣获 2011 年、2016 年度咸阳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项，荣获 2011 年度咸

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精通胃肠镜下诊断、治疗及胶囊内镜对小肠疾病

的诊断，擅长中西结合治疗功能性胃肠病（FD、IBS）、胃肠神经官能症、慢性

胃炎、难治性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急性胰腺炎、消化道出血、脂肪肝、

肝炎等消化疾病，尤其擅长使用中药“附子”“全蝎”“蜈蚣”“水蛭”等毒性、

虫类药物治疗肝硬化晚期、消化道肿瘤等疑难杂病。

赵晓平，男，1963 年 10 月 18 日出生，研究生，学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1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

中医学院，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

科研及教学工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带头人。现任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一临床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负责人，陕西省中医脑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

外科疑难病重点研究室主任。兼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急症分会副会长，世界中医

药联合会方药量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

华预防医学会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继续教育

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分会常

委，中华中医药学会“一带一路”中医药国际联盟理事，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副秘书长、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神经外科

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成果评

审专家。

从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 35 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课

题 10 项，主持市级课题 4项,先后出版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112 余篇，获得专

利 1项，获“中华中医药科学技术奖”1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奖”2 项，“咸

阳市级科学技术奖”5项,。



主要研究方向：脑血管病、脑肿瘤、脑损伤等脑外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张 毅，男，1973 年 10 月 1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外

科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华

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神经外科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

省医学会院前急救分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陕西省医师

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会员，咸阳市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咸阳市工伤鉴定专家

库成员，咸阳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

1998 年 0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工作至今，主要从事神经外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主持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

专项、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等省市级课题 3项，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1项、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

出版专著 3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范小璇，男，1979 年 12 月 1 日出生，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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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8 年 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

中医学院，2019 年 12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先后在陕西正和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及教学等工作。

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

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方药量效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急症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中

医药学会科研与产业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重症凝血与

血液进化协作组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陕西省中医药

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实用心肺脑科学杂志》编委，《中华脑科疾病与康

复杂志（电子版）》、《中国医药科学》审稿专家。



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12 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

省级课题 10 项，主持市级课题 5项,先后参与出版专著及教材 6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3项，厅局级科学技术奖 8项。

主要研究方向：颅脑损伤和脑血管病的中西医结合急救临床与研究。

侯俊明，男，1964 年 1 月 25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副教授，主

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博士后合作指导老师。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及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

作。

兼任全国中医药行业研究生规划教材编委；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

材编委；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十三五”教材编委。中国肿瘤

微创治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西医结合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疽证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教育工作

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第三届围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第五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建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外

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常务

理事；陕西省抗癌协会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老年肿

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

省保健协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胃肠疾病临床研究分中心负

责人。咸阳市乳腺病中西医结合防治技术创新团队负责人。

从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33 年，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

化“肠痈”项目、陕西省十个重大病种创新计划—胃癌、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

中管局、咸阳市科技局等课题 8项，科研总经费 125 万元。在国家级、省级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 97 篇，其中核心期刊 49 篇，SCI 收录 2篇，CSCD 收录 2篇。参编

教材 7部，出版医学书籍 4部，陕西省科技进步奖 3项，咸阳市科技奖 6项。



孙建飞，男，1972 年 9 月 24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外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咸阳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诊疗技术创新团队主持人，曾任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一科副主任，现任陕中附院党院办主任，兼任陕西

省中医药学会第五届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95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

中医学院，一直从事外科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于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西安交大一附院进修学习 2年，2016 年于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学习外

科腔镜微创技术 6个月。主要工作方向为普外急腹症、肝胆疾病、消化道肿瘤、

门静脉高压症的中西医结合外科治疗。能够熟练完成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规范性

肝段切除术、复杂胆道手术、门静脉高压症脾切除断流分流术、甲状腺癌乳腺癌

根治、各种腹部疝的外科手术等，以及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恶性肿

瘤的根治术及腹腔镜手术。在外科治疗中注重微创治疗，注重中西医结合，擅长

通过辨证论治、辨病与辨证结合的方法在术后肠功能恢复、胃瘫、肿瘤综合治疗、

肠粘连等方面应用中医中药，尤其在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取得较好疗效。已发表学术论文 22 篇，编写出版专著一部（《急腹症

中西医结合治疗》，独著）。获得咸阳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一次、咸阳市科技进步

三等奖两次。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外科急腹症的研究.

杨兴武，男，1966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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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1990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1990

年至 2005 年在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肝胆外科工作。现任陕西省

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肝胆病分会

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以 2005 年工作 15 年，主持市级课题 3项，参与省级课题 2

项，参与市级课题 3项，发表论文 17 篇，获市级科技进步奖 2项。主要研究方

向:肝胆外科基础与临床。

张育军，男，1971 年 12 月 1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副教

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2015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

中医药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床、

教学与科研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学部副主任，第一临床医学院外科学教研室

副主任，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师规范化培训与考核工作委员会委员。

从 1998 年工作 22 年，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3部，发表

论文 20 余篇，获得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教育部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

秀奖 2项，咸阳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 1项。多次获得陕西中医药大学优秀教

师、“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泌尿外科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杨利学，男，1961 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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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骨伤教研室主任、颈腰椎病研究室主任、附属医院脊柱骨科

主任，陕西中医药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骨伤专业委员会主委，陕西省中医骨伤

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陕西中医药大学骨伤专业学术带头人，陕西中医药大学十

大名医，陕西省名中医。

兼任陕西省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医学会脊柱学分会

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委、脊柱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

际脊髓学会中国脊髓损伤学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脊髓损伤康复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分会委员，《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理事，《中国中

医骨伤科杂志》编委。

198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留校后在附属医院从事骨伤专

业医、教、研工作已 32 年,对骨科生物力学有深入研究，在中西医结合诊治骨伤

科颈肩腰腿痛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诊治脊柱损伤及脊柱疾病。

主编高等中医院校西部精品教材《中西医临床骨伤科学》，参编高等中医

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医骨伤科学》、《中医骨伤科基础》、中医、中西

医结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中医骨伤科学》。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61 篇，



获国家专利一项。主持及参与省市级科研课题 9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咸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谭龙旺，男，1972 年 12 月 31 日生，陕西安康人，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二科副主任、骨伤教研室副主

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

创学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脊柱分会委员，陕西省中医

中西医结合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秘书，陕西省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

员会委员，咸阳市中西医结合防治脊柱伤病技术创新团队负责人。

199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分配至安康市中医院

工作。1998 年 9 月考入陕西中医学院攻读中医骨伤专业硕士学位，2001 年取得

骨伤科硕士学位，后留校从事医教研工作至今。毕业以来从事骨伤专业医疗、教

学和科研工作 14 年，专业方向为脊柱脊髓伤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熟练掌握骨

伤科尤其是脊柱脊髓伤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技术。主持承担厅局级科研课题 2

项，参与厅局级以上科研课题 4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5 篇。获陕西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取得省级科研

成果 1项，咸阳市优秀科技论文奖 1项。任高等中医院校西部精品教材《中西医

临床骨伤科学》副主编，参编高等中医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骨伤科手术学》。

著有《实用临床脊柱病学》。

袁普卫，男，1979年12月08日出生，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陕西中医

药大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

医系副主任，附属医院骨四科副主任，陕西省重点学科中医骨伤学科后备学科带

头人及学校百名人才工程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

床后备学科带头人，第四批陕西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陕西省青年

科技新星，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国际骨性关节炎协会（OARSI）

会员、国际软骨修复协会（ICRS）会员、中国中医药促进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中西医结合分会骨伤科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康复医学会理事、陕西省中西医



结合骨伤分会常委、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中华骨科杂志》审稿专家、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理事及编委。

2006年11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从事骨伤科教学、

临床及科研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骨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先

后主持各级各类科研及教改课题16项，参与国家、省部及厅局级科研课题10余项，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授权3件。以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30

余篇，其中SCI收录4篇。主编、参编专著及教材10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三等奖各一项，咸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三项。

董 博，男，1978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咸阳市新世纪领军人才，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针刀分会副秘书长，常委，国际骨关节炎协会（OARSI）会员、

国际软骨修复协会会员（ICRS），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学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

会骨科分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陕西省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师

承优秀继承人，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陕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防治骨退行

性疾病研究创新团队（2013KCT-26）”核心成员，全国统编教材《针灸推拿与护

理学》副主编，《康复护理学》编委，《针刀医学》编委，《中国医药导报》编

委。

2006 年 7 月硕士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骨科工作。目前主持国家中管局股骨头坏死专项科研课题一项，陕西省

科技厅颈椎病课题一项，陕西省教育厅膝骨性关节炎课题一项，陕西省中管局膝

骨性关节炎课题一项，咸阳市科技局骨质疏松与骨退行性疾病课题三项，并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SCI 两篇，并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三项。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三等

奖二项，国家技术发明专利 3项，主编大学本科教材 5部，参编著作 5部。

贺丰杰，男，1958 年 1 月出生， 二级教授、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中医妇科学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名中医，陕西省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妇科重点专科负责人、陕西本

科高校中医妇科教学团队带头人、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医妇科学》、《妇

产科学》负责人、陕西中医药大学“十大名医” 。曾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院长、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妇产科与辅助生育分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健康管理与促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医药协会医院药事管委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主任委

员，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1978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从事医疗、教学、科研

工作 38 年。近 18 年来一直从事中药宫腔局部用药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

床及基础研究。在崩漏（功血）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围绕该研究方

向，主持科研课题及新药研发项目 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国家“十

一五”科技支撑项目 1项、陕西省重大科技专项 2项、厅局级课题 4项。在国家

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90余篇，其中 SCI收录 1篇，部分在美国、德国、

台湾等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研究成果获陕西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获

陕西省教育厅科技进步 1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陕西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1项、咸阳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优秀论文、著作奖及其他各

种奖项 30余项。出版专著及教材 11部。国家卫生部《新药证书》1项，专利 3

项。获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

朱丽红，女，1971 年 7 月 5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西医结合

妇科博士后，教授、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二届全

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2008.1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2007.7-2008.8），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

第一后备学科带头人（2009.11），陕西省优秀青年中医药科技工作者（2007），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分会青年委员（2012.10），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2009），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第五届、第六届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9），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2007），首届中西医结合青年发展贡献



奖（2011），第二届咸阳青年科技奖（2012），第二届咸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2013），

陕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妇科病研究室主任（2007），陕西省重点中医专科学科

带头人（2012.11），陕西省预防医学会第六届妇女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2014.5）；

《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特邀审稿专家。

1994.7 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1998.9 至 2001.7，就读于成都中医药大

学，获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2010.12 至 2013.5，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

妇科博士后流动站，获博士后证书。目前主持科研及教学改革课题 4项，已发表

学术论文 70 余篇。

朱虹丽，女，1971 年 6 月 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妇产科与辅助生殖

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妇

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市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员，咸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专家。

1997 年 7 月毕业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在中铁一局咸阳

中心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先后在陕西省肿瘤医院、西安

交大一附院进修学习，在妇产科常见病、疑难危重症、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及

妇科常见的良恶性肿瘤的开腹手术及宫腔镜、腹腔镜等微创手术治疗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于 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就读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

妇科临床专业，获中西医结合医学硕士学位。2011 年毕业后留陕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妇科从事中西医妇科临床、教学、科研至今，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进修学习并获得从业资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

等奖 1项，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咸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发

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著作 2部，主持省部级及厅局级课题 2项，参研国家

级、省部级及厅局级课题 10 余项。

王 阶，男，1956 年 1 月 3 日出生，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

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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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学科评议组



召集人，第四届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国家药典委员会委

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医院协会理事。

1983 年 3 月本科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先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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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工作。从

1989 年工作近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5项，国家级课题 10 项，省部级课题 4项。

姚魁武，男，1974 年 4 月 4 日出生，博士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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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处处

长，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学科评议组秘书、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

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继续教育分会

常委、北京中医药学会师承工作委员会常委、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临床学

系副主任，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2001 年 7 月及 2004 年 7 月于中国中

医科学院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先后在河南省中牟县中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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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临床工

作。从 1997 年至今工作 13 年，先后出版专著 9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参与和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省部级课题 5项。

职利琴，女，1960 年 3 月 3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心血病重点专科、

国家十二五重点专科培育单位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专

业委员会高血压专业组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血管分会理事，陕西省心血管

疾病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西安市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西安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委,西安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84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2000 年毕业于名老中医师承教育研究生

班。2003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1990 年在西安医学院一附院心内科进修。2003 年

4 月至 2004 年 8 月在西京医院心内科进修。先后担任西安市中医医院心内科主

任、急诊科主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业务院长、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心血病重

点专科、国家十二五重点专科培育单位学科带头人,二十年以来一直从事于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临床专业，擅长诊治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病、心律

失常等心血管疾病。2004 年获省级科研成果三等奖。现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市

级在研课题两项。研发了“心乐宁浓缩液”治疗心力衰竭，临床显效。

先后完成省级课题七项，市级课题三项。现主持省市级在研课题四项，先后

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全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交流论文近百篇。研制开发了一

系列专科用药，如心乐宁浓缩液、三乌丸、通痹活血膏等，其中心乐宁浓缩液是

我经过 20 多年来临床经验总结的结晶。经过我们的推广使用，在患者中享有较

高的声誉及好评。

雷 鹏，男，1965 年 7 月 28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省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病院常务副

院长，中医科主任。国家中医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学科负责人，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新药临床研究机构专业负责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委

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虚证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

病分会委员、中医药促进会痰瘀同治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中医药学会脑心同治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中西医学会常务委员等多项学术职务。陕西省优

秀中青年中医药科技工作者。

1989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原陕西中医学院），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中

医科、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临床、

科研工作。从事中医、中西医临床工作 28 年，先后师从国医大师雷忠义、名中

医王万贵等名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参编出版学术专著 2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SCI 收录 1篇。主持省科级课题 5项，参与 6项。



王 显，男，1965 年 5 月 15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博士后，

主任医师，陕西省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心血管

病研究所所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博士生导师，北

京中医药大学第七临床医学院（孙思邈医院）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脉病证

益气活血重点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心血管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

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中西医结合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主任等

学术职务。

1994 年 7 月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河南省胸科医院、北京

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分别担任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等职务，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和中西

医结合治疗工作，累计完成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7000 余例、先心病介入诊疗 1000

余例。先后出版专著 12 部，其中主译《经皮瓣膜修复术》（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编《心脏病学实践中西医结合卷系列》（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心脉病证

风药应用十六讲》（人民卫生出版社）等代表性著作。发表论文 182 篇，其中

SCI 收录 19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项，参与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

家“十二五”、“十三五”行业专项课题 8项。

张梅奎，男，1963 年 8 月 1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2008 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荣获国家抗震救灾医

药卫生先进个人称号，优秀共产党员；2013 年解放军总医院建院 60 周年突出贡

献奖；2014 年解放军总医院优秀共产党员；2015 年荣获“首都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模范个人”，现任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学中心科室主任。

任中国老年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保健研究会理事；中国医药信息学会

远程医学及云计算专业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委员；全军第九届科学技术专业

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脑科疾病与康复杂志

（电子版）》审稿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临床医

师杂志》审稿专家。



1982 年陕西名老中医继承人，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脑病科任住院医师，

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脑血管病的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1993 年 9 月至 1996 年 7 月，就读于湖南中医药大学，获医学硕士

学位；2000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解放军总医院博士后流动站。课题情况：①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清士泽喷雾剂治疗湿环境下诱发急性湿疹的新药研制”；②国家 863

计划“灾难现场远程医疗紧急救治系统研究”；③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居家养老

健康服务内容建设”；④ 军队后勤科研项目“健康信息学突发事件现场伤病员

远程医疗基本信息格式规范”；⑤解放军总医院新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金项目“中

药脑疏宁胶囊的新药研发及成果转化”；在国家统计源期刊已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SCI 论文 7篇，Ei 检索 4篇。编写出版专著 8部，副主编教材 1部。获国

家专利 6项，国家软件著作权 10 项，军队标准 1项。以第一负责人获全军科技

进步二等奖 1项及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王晓玲，女，1966 年 8 月 5 日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医内

科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安康市中医院业务副院

长，全国第二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安康市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

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

学会第四届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安康市中

医学会副会长、安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康市中医医

院脑病科学科带头人。

198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一直在安康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

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临床、科研、教学及医院管理工作。从 1988 年 7 月开始工

作至今工作 29 年，先后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编辑著作一部，主持陕西省中医

局科研课题一项，主持省科技厅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级科研课题一项，参与省级

科研课题三项。获得安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

潘 龙，男，1965 年 3 月 8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内科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高新医院肾脏内科、血液

净化室主任职务，兼任陕西省中医、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市卫生局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

副主任。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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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先后担任内科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肾病内科、血液净化中

心主任。2005年 3月—2006年 10月受学院委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中医学

院为内科导师讲课；同时在吉隆坡富都中西医治疗中心从事医疗工作。2006年

11月 15日调入西安高新医院任肾脏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工作，主要从事肾

脏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从肾脏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 29 年，先后出版

专著 4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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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 。

刘宏宝，男，1975 年 4 月 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博士后，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空军军医大学（原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兼任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骨质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保健协会肾脏病分会常委；陕西省内科学

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西京医院十佳精品课教员。

199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在西京医院工作至今，主要从事肾

脏疾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11 月，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

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

军医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先后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2项，出版专著 4部，

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近 20 篇，累计影响因子 70

余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中国博士后基金 1项，省级课题 2项，校

院级课题 4项，累计科研经费 100 余万元。

李 杰，男，1971年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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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研处处

长，兼任广安门医院学位分委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癌症姑息治疗研

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副



秘书长，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癌症基金会鲜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肿瘤病学专

家委员会常委，北京中医药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

行评议人，北京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人，《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执

行编委，《肿瘤防治研究》的特约审稿人，《肿瘤防治研究》、《中华医学会中

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特邀编辑、中国结合医学杂志（英文版）、《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2015-2017年度编委。

1994年 7月本科毕业于承德医学院，先后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

瘤科、科研处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和科研工作。从事中医肿瘤临

床工作 20年，先后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 70余篇，参与和主持国家科技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课题 1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项，

国家中医管理局课题 1项，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 1项，北京科技新星项目

1项。

郑 瑾，女，1973 年 9 月 3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职称，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职务，兼任中国抗癌康复会中西医结合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

西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协作诊

疗（MDT)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委会中西

医结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

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经方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

陕西省抗癌协会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

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届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

肿瘤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199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然后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的临床与科研工作。从 1997 工作 7年，先后出版专著

3部，以第一及共同第一作者发表 SCI7 篇，以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0 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参与 2项，主持国家博士后面上项目 1



项，省级课题 4项，主持院级级课题 2项，现在研课题 3项，经费 51.64 万元。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

任秦有，男，1960年 10月 24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中医科

主任，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陕西省抗癌协会传统医学专业委员

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药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专业委员会理事，、第十届全军医学科委会专业委员会

中医学与中药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中医药分会委员，陕西

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肿瘤专业组学术委

员，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陕西省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

员会常委，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老年学学会肿瘤

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学会肿瘤

热疗专业委员，西安市抗癌学会理事。

198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和第

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中西

医结合肿瘤的临床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97 年 9 月至 2010 年 7 月，名老

中医夏天教授中医学术师承制继承人。目前在研课题 3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SCI5 篇，主编出版专著 2部。研究成果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 1项。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

仝小林，男，1956 年 1 月 5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主

任医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量效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中医

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量效分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

临床研究基地糖尿病研究联盟主任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1982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卫生部中日医院、中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内分泌糖尿病治疗工作，从事临床工作



35 年来，先后出版专著 15 部，发表论文 216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项，

省级课题 10 余项。

樊新荣，男，1973 年 2 月 6 日出生，医学博士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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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办公室主任，兼

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养生分会副会

长、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少秉祖父、父亲习医，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

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治未病、亚健康、养生相关科研、临床、教学、科普

工作。主持或主要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国家 973 课题、世界卫生组

织课题、行业科研专项等课题 10 余项，发表中医药学术论文 80 余篇，公益歌曲

《中医谣》创作者，亚健康专业系列教材学术秘书及编委，主编或副主编著作

10 部，主持研制发明国家发明专利“阴阳调和仪”及科研产品“中医健康测评

调理系统”“安神助眠贴”、“克癃胶囊”等。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研究成果二等奖等。

王晓峰，男，1972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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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 7 月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1998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第四军医

大学。现在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从事神经外科工作 。

现任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首席专家；先后任解放军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全军精神病外科治疗中心主任，兰州军区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

青年科协委员；原兰州军区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神经外科学会常务委

员，全军神经外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神经与精神疾病靶向治疗委员会常委，西

安医学院兼职教授，宝鸡市卒中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干细胞工

程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中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第

七届委员会中青年委员；陕西省抗瘤协会第一届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第七届委员会神经内镜学组副组长。陕西省、宝鸡市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



目前共获奖军内外各类奖项 32 项，其中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 1 项，军队及

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6项，军队科技进步及医疗成果三等奖 25 项。参编专著

二部：《微创神经外科》、《新编颅脑损伤学》。承担国家“十二五”课题 1

项，完成全军和军区科研课题共 10 项。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发

表学术论文 24 篇，被 SCI 收录 5篇。

该同志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工作近 30 年，在重型颅脑创伤救治、高血压脑出

血、颅脑深部肿瘤、脑脓肿、脊髓肿瘤的诊断和手术治疗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尤其擅长于难治性精神病、癫痫等功能性脑病的立体定向外科治疗，并领导创建

了全军精神病外科治疗中心。

该同志精通神经外科专业的各项技术，尤其在功能神经外科方面造诣较高，

是我国开展现代精神外科技术较早的专家之一，一直保持着我国现代立体定向技

术治疗精神病的学术领先地位。是我国目前在精神外科方面卓有成绩的青年专

家。

主要研究方向：功能神经外科、颅内肿瘤、颅脑创伤及高血压脑出血的综合

治疗。

王双全，男，1963 年 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学士学位，普外科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电集团医院院长。

1984年 7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原西安医科大学），主要从

事普外的临床与科研工作 30余年，2005年陕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

课程班结业。具备坚实而全面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特别在肝胆胰脾疾病的临床

诊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主持完成肝脏移植、干细胞移植治疗重症肝衰竭

等重特大手术。

2004 年被聘为陕西中医学院中西结合专业硕士导师，现已经圆满完成共 8

届 10名研究生的带教工作。近五年来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20余篇，主持参与

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卫健委、西安市科技局、西安市卫健委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5项。主持完成的课题——“区域动脉灌注联合腹腔灌洗治疗重症胰腺炎临床研

究”获 2011年西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8年荣获“卫生部抗震救灾优秀个人”；

2011年荣获“西安市科技工作者先进个人”称号；2019年获“陕西省科技工作



者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2项。现任西电集团医院院长，兼任肝胆外科学术带头人，

兼任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普外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市医学会普外专业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团体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1、胰腺疾病基础与临床诊治。2、肝胆疾病的诊治。

雷光焰，性别男，1963 年 0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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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原西安医科大学），先后在

天津市肿瘤医院研修、陕西省肿瘤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胸部肿瘤的临床诊疗工作。

现任陕西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职务，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

创专业委员会外科学组副主任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外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肺癌微创综合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

员、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微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

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陕西省肿瘤医院工作 33 年，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4项，先后出版专著 2

部《肿瘤转移学》、《现代临床肿瘤治疗学》，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得专利 1

项，卫生部课题 1项，获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科学技术进步 3等奖 1

项。

主要研究方向：胸部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朱立国，男，1961 年出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

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

卫生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华中

医药学会科技之星，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专家。现任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医疗副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五”、“十一五”重点

学科（骨伤科）建设单位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五”重点专科（骨伤

科）建设单位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专病）（骨伤科）

建设项目协作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卫生部骨伤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学科带头人，全



国颈椎病协作组组长，全国重点研究室筋伤研究室主任。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骨与关节及风湿病委员会常务委

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委员会委员、华裔骨科学会理事等职务。

近十年，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级课题 7项，省部级课题 3项，同时作为

主要研究者参与课题 10余项。参与研发国家级中药新药 2种，作为第一发明人

获得专利 5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5项，撰写专著 9部，发表论文 50余篇，培

养硕士、博士、博士后 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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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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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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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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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延安医学院，2015 年 12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

通大学，1987 年 10 月至今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2009 年 3 月至今任足踝外科

诊疗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从事骨科临床工作 30 余年，对足踝部严重的创伤

骨折、复杂的踝足部畸形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包括同期完成双侧伴有

内翻畸形的踝关节骨关节炎截骨矫形及全踝关节置换，伴有多趾畸形的复杂拇外

翻的矫治，运用 3D 技术对复杂的足踝部畸形，严重的马蹄内翻足、高弓足、平

足畸形进行个体化多层次矫治，对各种青少年平足症实施早期干预矫正，以及各

种足踝部严重创伤导致的畸形愈合的矫正重建术等一系列代表性手术项目。个人

年手术量 1000 余台。

现任西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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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OT 中国部足踝外科培训基地主任，史赛克创奥集团足踝

（中国）培训中心主任，大博医疗足踝培训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足踝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常务委员，SICOT 中国部

足踝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美国 AOFAS 国际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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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公益基金足踝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足踝

外科高级讲师，史赛克创奥集团足踝（中国）培训中心、大博足踝培训中心高级

讲师。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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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解剖与临床杂志》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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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骨科临床工作 30 余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5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参编 3部，参译 2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得专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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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辉,男，西安市红会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2011 年毕业

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骨科学博士学位。主攻髋、膝关节重建和微创外科，在骨

科疑难疾病的诊治和骨关节炎的规范化治疗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研究方向为

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陕西

省自然基金和博士后基金各 1项，参与国家和省部级基金 5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 6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

社会任职：中国骨科菁英会会员、吴阶平基金会骨科青年医师联盟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委员会委员。



李世梅，女，196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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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解放军第 323 医院中医科主任职务，

兼任全军妇科内分泌学会委员，全军中医学与中药学会委员，全军中医药学会内

科学会委员。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甘肃中医药大学，先后在甘肃中医药大学、解放军

第 323 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妇科工作。从 1986 工作近 30 年，先后出

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省级课题 1项，兰州军区课题 2项。

陈艳妮，女，1968 年 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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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儿童医院副院长职务，兼任中

华医学会儿科学会青年委员、儿童保健学组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主

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199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先后在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安市妇

幼保健院工作，主要从事儿科临床和管理工作。从事儿科工作 20 余年，先后出

版专著 7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课题 3项，

主持市级课题 1项。

史艳平，女，1974 年 10 月 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西医结合

儿科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儿童医院中西

医结合科副主任，兼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中医药

学会理事，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陕西省保健医学会委

员等职务。

199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西安市中医医院、西安市儿

童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儿科工作。从 1997 年至今工作 20 年，先后出

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6项，主持 2项。

段玉红，女，1977 年 2 月 2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3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2003 年 9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

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内分泌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内分泌二工作，主要从事内分泌专业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主攻方向为中

医药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现担任陕西省内分泌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世界中联代谢病专业委员会理

事、陕西省保健学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

陕西省保健学会性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协会

糖尿病药物研究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健促会糖尿病足病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保

健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咸阳站副站长、咸阳脑心同治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从 2006 工作至今，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4项，主

持市级课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3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专利 3项。其毕业

课题“糖尿病足的优化方案”获得中华医学会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全建峰，男，1970 年 5 月 2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主

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1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临床医疗系中医专业；2003 年 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中医诊断学；2010 年 6 年，博士研究生

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1991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

在汉中市勉县褒联区医院、汉中市汉江职总工医院（现西安医学院汉江医院）从

事内科临床工作。于 2003 年 7 月至今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从事行

政、临床及教学工作。

现任肿瘤二科科主任，兼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理事，世

中联肿瘤外治法专委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肿瘤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陕西省分会肿瘤内科专委会委员，西北中医药肿瘤防治联盟常务理事，陕西省抗

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委会常委，陕西省肿瘤微创治疗专委会常委等。



从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工作 17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课题

1项、陕西省教育厅课题 1项、国家临床基地横向合作课题 1项、已结题；参与

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 6 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

文 2篇，核心期刊 7篇，参与编写出版专著 5部，其中肿瘤学专著 1部。

主要研究方向：1、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2、证候学规范化研究。

司海龙，男，1982 年 3 月 1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主任

医师、讲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10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

中医学院，2016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先后在湖南省邵阳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恶性肿瘤防治的

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普分会理

事，陕西省中医药专家协会肿瘤专家分会常务委员。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1项，

参与其他各类项目多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王伟卓，王伟卓，性别，1978 年 3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硕

士研究生导师。

200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4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

中医学院，2008 年 12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骨外科工作。

现任陕西省产业监督协会医用耗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预防医学会骨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脊柱微创学会委员，陕西省骨与关节学会中

西医结合分会常委，陕西省临床治疗与物理康复学会委员，陕西省小儿外科学会

委员，北美脊柱学会（NASS）会员。



从事医教研工作十余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项目 1项、国际对外合作项目 2项（中美、中澳），参与（第二，100 万）陕

西省骨关节炎创新团队项目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1

项（第三，293 万）及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

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论著 15 篇。

主要研究方向：关节外科、脊柱外科及大骨节病。

李 霞，女，1975 年 12 月 15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教

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海军军医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

1999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长春中医学院，2002 年 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长春

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专业，2011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中

医内科学，先后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及上海长海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经典理论

的教学及中医内科的临床工作。

现任上海长海医院中医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病

分会委员，内经专业委员会委员会，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健康分会常务理事，全

国肝胆病咨询专家。

2010 年至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面上项目各 1 项，省级课

题 4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先后出版专著 2部，获得省级以上科

研及教学成果奖 9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3 篇。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内科学（中医药治疗肺病）。

翟笑枫，男，1975 年 1 月 6 日出生，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2006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第

二军医大学，2012 年 7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在上海长海医院中

医肿瘤科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

现任上海长海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兼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中西医结

合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



会肿瘤精准医学专委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兼秘书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国际中医药肿瘤联盟 ICCMC

专家组成员，中医肿瘤学杂志编委等职。

从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工作 20 余年，致力于肝癌等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

防治研究，在中药预防肿瘤术后复发、中西医结合微创治疗以及晚期癌症的中医

综合治疗等方面形成临床特色，建立了肝癌分阶段中医干预系列方案，开展了华

蟾素介入等多项创新微创技术，开发了软肝解毒方、止痛消癥散等多个中药制剂，

担任国家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课题等多项肝癌大型多中心临床研究主要负责

人。近年来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国家科技部十三五重大专项

子课题 1项、上海市卫计委重大研究项目 2项、上海市科委等省部级科研课题 7

项。研究成果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中西医结合科技三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三等

奖各 1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

SCI 期刊收录 15 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6部。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肝胆肿瘤研究

周 锋，男，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西安交大在职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国家（陕西）援鄂中医抗疫医疗队队员、

科研秘书，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副主任医师、师承导师（援鄂），子洲县中医院副

主任医师（支医扶贫）。2007 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从

事神经外科医、教、研工作。曾在西安交大一附院、上海华山医院、第四军医大

学唐都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修功能神经科学、神经血管病学。现为全国

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方药量效委员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NSFC）函评专家，陕西省保健学会急诊创伤重症分会委员，陕西咸阳市中青

年科技领军人才，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结合神经外科后备学术带头人，

Biotechnol Appl Biochem 杂志审稿人，中国志愿医生，中国卒中学会资深会员，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会员，陕西省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会员，陕西省医学会

神经外科分会会员，陕西省保健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会员，曾被评为陕西中医药大

学优秀共产党员。



主持或参与各级课题 13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SFC）一项，发

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在 Am J Transl Res, Biotechnol Appl Biochem 杂志发表

SCI 2 篇，参编专著 2部，获咸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技术专长：注重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脑部疾病，对脑血管病、功能性脑

病及中医脑病有丰富经验，致力于脑血管病、退行性脑病、认知障碍、脑损伤保

护技术等脑科学研究。擅长脑梗死、脑出血、血管畸形、动脉瘤、血管瘘、脑供

血动脉狭窄闭塞等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头颈肌张

力障碍等功能性脑病的神经调控治疗；擅长运用中医辩证论治脑血管病、功能性

脑病、脑损伤、脑肿瘤等脑病，对各类脑病、神志病的神经康复及预防有一定研

究。

方永军，男，1978 年 1 月 17 日出生，42 岁，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

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

2002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2008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

于陕西中医学院，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脑血管病的中

西医结合治疗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三科副主任、介入导管室副主任职务，

兼任陕西省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方药量效专业

委员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会员。

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 18 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主

持省级科研课题 1项、参与 2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参与 4项，先后参与出版

专著 2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专利 2项，获咸阳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2项，获咸阳市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脑血管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雷 霆，男，1978 年 9 月 13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2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2010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

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系。现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从事普通外

科工作。

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一科科室副主任，外科一党支部书记，兼

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委

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陕西省疝和腹壁外科专业联盟

常任理事；中国肿瘤防治联盟陕西分会肝癌专业组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外

科、肝胆外科分会委员；咸阳地区微创外科专科联盟秘书长。

从事临床科研工作 18 年，主持省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4项,先后发表

论文 3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咸阳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急腹症

张维华，男，1976 年 4 月 8 日出生，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职称，陕西

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15 年 6 月博士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咸阳彩虹医

院（咸阳市儿童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儿科危重症及心血管的教学、临床及科研

工作。

现任咸阳彩虹医院副主任医师，PICU 副主任及科教科副主任，兼任中国医

师协会儿科重症分会感染学组委员，陕西省儿科医师协会委员，陕西省川崎病诊

治委员会常委；陕西省国际儿科胃肠肝病营养委员会委员。

从事儿科工作 22 年，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 1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小儿危重症及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

胡珍渊，男，1965 年 12 月 05 日出生，本科学历，医学学士学位，主任医

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8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后在 1989.07 至 2001 年凤翔

县医院外科工作，主治医师；2001.08-今，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工

作，主任医师，脑病三科科主任。主要从事神经介入、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工作。

现任脑病三科科主任医师职务，兼陕西省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咸阳市

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咸阳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

从神经外科工作 31 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3项，

主持市级课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

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疾病与基础；脑血管病

周 军，男，1965 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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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先后在商洛地区医院/咸阳 215 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普通外科工作。

现任普外一科主任职务，兼任陕西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中华医学会陕西省

普通外科分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咸阳市肝胆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咸阳地区微创外科联盟执行理事长；中国

肿瘤防治联盟陕西分会肝癌专业组委员。

从 1988 年工作已 32 年，主持或参与省市级课题 6项,先后出版专著 3部，

发表论文 5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急腹症中西医结合治疗

黄艳红，女，196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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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 8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1991 年 6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第四

军医大学，2004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

（现为：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和西京医院妇产科工作。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陕西省医学会妇女保健学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性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性学会妇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分别承担了国家“863”课题的子课题、国家自然科金基金、陕西省及军队

等 10 余项课题的研究。2020 年获陕西省重点产业创新链-社会发展领域课题 1

项，题目“牙髓干细胞的定向分化及用于重度宫腔粘连的临床研究”（课题号：

2020ZDLSF03-01）；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和

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0 余篇。参编 10

部专著。

主要研究方向:妇科生殖内分泌、辅助生殖技术、妇科肿瘤内分泌及更年期

妇女保健

张家墉，男，51 岁，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二科主任，

硕导

在上海瑞金医院、上海市微创外科中心郑民华教授团队学习胃肠外科和腹壁

外科的微创手术，在本阜率先移植开展。

社会学术兼职

1.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 MDT 专家组委员

2.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学组）

委员

3.陕西省医师协会胃肠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4.陕西省康复医学会腹部外科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5.陕西保健协会消化道疾病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6.陕西省医学会普通外科分会、腔镜外科分会会员

7.陕西省医学会胃肠分会委员

8.陕西省营养学会咸阳分会副主任委员

9.陕西省咸阳市医学鉴定专家组成员。

10.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



张 玲，女，196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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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现任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科教部主任，中医脑病科

医师，西安岐奥丰脑病研究所负责人。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建

设脑病协作组疑难病协作分组学术秘书，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小儿脑瘫专

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内科分会、中医药文化

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陕西省分会会员，

陕西省医学会医史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专科专病建设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针灸学会理事。

1993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中医院

中风科和西安中医脑病医院脑病科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临床和科研工

作。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20 篇，参与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2 项，中医药行业

专项 3项，主持省级课题 1项，参与省级课题 13 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参与 2

项，获科技进步奖 6项。完成科研成果登记 2项。

主要研究方向：脑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

张 毅，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教授，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咸阳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咸阳市医德标兵，咸阳市跨世纪学术技

术带头人。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外科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区域外

科诊疗中心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

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

委、急诊创伤重症常委，陕西省医学会院前急救分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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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