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临床医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拟招生导师名单（推免）
专业 研究方向 招生导师 学位类型

100201 内科学  
01 心血管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刘新灿 解金红 王贺 陈玉善 麻京豫 学术学位

02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刘全忠 学术学位
100202 儿科学

01 儿科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郭庆寅 学术学位
100204 神经病学

01 脑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吴涛 张燕平 学术学位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研究 任伟宏 学术学位
100210 外科学

01 泌尿外科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王光策  何文强  王锁刚  学术学位
02 普外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张楠  学术学位
03 急慢性疼痛机制研究 吕志峰 学术学位

100214 肿瘤学
01 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研究 王涛  学术学位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01 耳鼻喉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郭向东 学术学位

100218 急诊医学
01 急危重症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毛峥嵘 学术学位

100506 中医内科学（学术
型）

01 中医药防治呼吸疾病研究 李建生  李素云  余海滨  余学庆      王
海峰  王明航  王至婉  谢洋  李亚  赵鹏 学术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消化疾病研究 赵文霞  李合国  朱平生 
学术学位

03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研究 朱翠玲  学术学位



04 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疾病研究 张运克  杨俊红  刘向哲  崔书克 学术学位
05 中医药防治肾脏疾病研究 张琳琪  邓伟 学术学位
06 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疾病研究 李松伟 学术学位
07 中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研究

徐立然  郭会军  许前磊  桑峰 金艳涛   
王丹妮  张淼

学术学位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
学位）

01 中医药防治呼吸疾病研究 李建生  李素云  余海滨  余学庆 王至婉  
王海峰  王明航  谢洋 张海龙   李亚 专业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消化疾病研究 赵文霞  韩捷 朱平生 马素平 刘江凯 李合
国 

专业学位

03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研究 邵静   朱翠玲 专业学位

04 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疾病研究 王新志  王宝亮  张怀亮  刘向哲 张运克  
金杰  杨俊红 崔书克  武继涛  王彦华  专业学位

05 中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研究 徐立然  郭会军  许前磊  桑峰 王丹妮  张
淼

专业学位

06 中医药防治内分泌疾病研究 冯志海  李力 专业学位

07 中医药防治肾脏疾病研究 张琳琪 邓伟  王峥 专业学位

08 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疾病研究 周全  李松伟 专业学位

100509 中医妇科学（学术
型）

01 中西医结合防治自然流产 陈萍 学术学位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
学位）

01 不区分方向 卫爱武 胡小芳 徐广立 陈萍 翟凤霞 康志媛 专业学位

100510 中医儿科学（学术
型）

01 中医药防治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研究 马丙祥 郑宏 周正 都修波 冯刚 学术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小儿肾脏疾病研究 丁樱 任献青 翟文生 黄岩杰 宋纯东 张建张
霞 杨濛

学术学位

03 中医药防治小儿呼吸疾病研究 宋桂华 学术学位
04 中医药防治小儿感染与消化疾病研究 闫永彬 马淑霞 黄甡 陈文霞 邱建利 学术学位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
学位）

01 中医药防治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研究 马丙祥 郑宏 周正 都修波 冯刚 专业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小儿肾脏疾病研究 丁樱 任献青 翟文生 黄岩杰 宋纯东 张建张
霞 杨濛 专业学位

03 中医药防治小儿呼吸疾病研究 宋桂华 专业学位

04 中医药防治小儿感染与消化疾病研究 闫永彬 马淑霞 黄甡 陈文霞 邱建利 专业学位

100507 中医外科学（学术
学位）

01 中医药防治肛肠病研究 张相安 学术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男科疾病研究 王祖龙 琚保军 学术学位

03 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研究 刘学伟 学术学位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
学位）

01 中医药防治肛肠病研究 张相安  张双喜 专业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研究 刘学伟 专业学位

03 中医药防治男科疾病研究 王祖龙 琚保军 专业学位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专
业学位）

01 中医药防治眼科疾病研究 霍勤 专业学位

02 中医药防治耳鼻喉疾病研究 申琪 专业学位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专
业学位）

01 中医药防治关节及脊柱相关疾病研究 李慧英 汪利合 李现林 专业学位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学术学位）

01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研究 朱明军  王永霞 崔琳  闫奎坡 高原 李彬 
王幼平

学术学位

02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疾病研究 张振强 王保奇 赵铎  沈晓明 兰瑞 学术学位
03 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疾病研究 刘光伟 邵明义 陈晓琦 陈欣菊 学术学位
04 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的研究 郑玉玲 蒋士卿 学术学位
05 中西医结合防治内分泌疾病研究 燕树勋 符宇 学术学位
06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疾病研究 马继伟 学术学位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专业学位）

01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研究 朱明军 杜廷海 王永霞 闫奎坡 高原 李彬 
崔琳 

专业学位

02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疾病研究 蒋士卿 郑玉玲 孙士玲 

03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疾病研究 钱仁义 赵敏 沈晓明 赵铎 王保奇 兰瑞 专业学位

04 中西医结合防治周围血管疾病研究 崔炎 专业学位

05 中西医结合防治泌尿外科疾病研究 赵润璞 专业学位

06 中西医结合防治普外科疾病研究 夏长军 专业学位

07 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疾病研究 刘光伟 邵明义 陈晓琦 专业学位

08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疾病研究 马继伟 专业学位

09 中西医结合防治乳腺病研究 程旭锋 专业学位

10 中西医结合防治内分泌疾病研究 燕树勋  符宇 专业学位
101000 医学技术

01 肿瘤分子检测技术研究 任伟宏 学术学位

02 多排螺旋CT血管与功能成像研究 王道清 学术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