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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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对外合

作发展办公室主任、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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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疾病的诊断

及治疗。从事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 20 余年，先后出版著作 20 余部，发表学术

论文 9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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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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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六气理论对皮肤乳房疾病的防治研究

联系方式：15991289918

电子邮件：chenzhenlin1997@163.com

mailto:chenzhenlin1997@163.com


景慧玲，女，1979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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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兼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理事，陕

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美容

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疡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青年委员会主任

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常务委员，西安市中医医院伦理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2005 年 6 月硕士连读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班，2005 年至

今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皮肤科临床工作。从 2005 年工作至今

17 余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4项，主持市级课题 6项,先后

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皮肤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电子邮件：1641867369@qq.com



李美红，女，1982 年 4 月 12 日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陕西省第三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陕西省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继承人，长安医学成氏皮肤病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骨干

成员。兼任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常务理事。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理事，中

国女医师协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等社会任职。

2009 年 6 月硕士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一直在陕西省中医医院工作，主

要从事皮肤科临床、科研及带教工作。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

主持省级课题 1项，厅局级课题 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获陕西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常见皮肤病的中医特色疗法

电子邮件：18799078@qq.com



李文彬，男，1973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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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兼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理事、陕

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

肤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

1995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2005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

药大学，2009 年 9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陕西省

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皮肤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先后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省级课题 2项。

主要研究方向：银屑病的中医作用机制研究

联系方式：13571974387

电子邮件：349314241@qq.com



李智，男，1968 年 1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大外科主任、外科主任、乳腺病科主任、

院 GCP 药物临床试验基地外科组负责人，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五临床医院外科教研

室主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疡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创

面修复分会复杂创面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陕西中西医结合学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疡科专业委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疮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陕西省保健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市医学会微创腔镜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外科、疮疡病、血栓病、肝胆病、乳腺病分会委员。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围手术期分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乳腺癌专

业委员会委员。

1993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

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工作 29 年。担任外科主任工作 18 年，先后出版专著 2部，

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2项，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

标准化肠痈中医临床诊疗指南制定。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周围血管及乳腺疾病

联系方式：17792300210

电子邮件：zhili1128@126.com



王李雯，女，1987 年 6 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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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

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美容皮

肤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色素性皮肤病学组委员，中华中医药

学会外科疮疡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副总干事等学

术职务。

2012 年 7 月留校工作，于 2017 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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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参编参译专著 3

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省级课

题 6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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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件：418571301@qq.com



闫小宁，男，1971 年 3 月 19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医

师职称，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及“三秦人才”津贴专家，

省政协委员，省民进副主委委员，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

西省中医医院科技教育处处长、皮肤病院院长、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兼任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副主任委

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秘书长、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

专业委员主任委员、中整协中医美容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

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副会长及医学美容分

会副会长；《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北京

中医药》《中国医药科学》杂志常务编委、编委等多个国家级、省级学术任职。

2007 年 11 月博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先后在陕西友谊医院、陕西省中医

医院工作，主要从事皮肤疾病医疗、教学、科研近 27 年，先后出版《中医皮肤

性病学》、《中医皮肤病特色诊疗》、《当代中医皮肤科临床家丛书-韩世荣》、

《皮肤病蜡疗法》等学术专著 9部，发表论文 150 余篇，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二等

奖 1项（第一完成人）、河南中医药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项，主持科技部重大专

项 1项，国家行业标准 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项，主持参与省级厅局级课题 20 余项，目前培养皮肤病专业研究生 34 名。

主要研究方向：硬皮病、银屑病的发病机理及临床治疗研究

电子邮件：Yanxiaon2005@126.com



赵婵，女，1981 年 09 月 21 日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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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科主任职务，兼任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青委会副主

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分会常委。

200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在宝鸡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

事皮肤科工作。从皮肤科工作 14 年，发表论文 15 余篇，参与主持省级课题 3

项，主持并参与市级课题 10 项,获宝鸡市科技局三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面部损容性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电子邮件：shan4567@163.com



赵京霞，女，1981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进行中医药调节

免疫的机制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级项目 3项，省部级课题 8项。入选北京市科技

新星计划和卫生系统 215 高水平人才。发表 SCI 论文及核心期刊论文 40 余篇，

参编专著 2部。目前兼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青年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中医专

业委员会秘书、中国免疫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方向：中医药调节皮肤免疫

邮箱：zhaojingxia@bjzhongyi.com



赵一丁，女，1983 年 12 月生，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第 17 批“西部

之光”访问学者，陕西省首批中医药优秀中青年科技骨干人才。现任陕西省中医

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

国女医师协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常委，陕西省中医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医药临床杂志》

第三届编委会青年编委。

2013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在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科工作，主要

从事中医药防治炎症性皮肤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从 2013 年工作 9年，先

后发表论文 43 篇（第一/通讯作者 17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级

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3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等

课题 20 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电子邮件：zhaoyiding2083@126.com



冯文哲，男，1971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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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外科教研室主任，

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等职务，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国

健康教育与促进协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委；陕西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等。

1995 年 7 月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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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医肛肠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先后出

版专著 3部，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主持参与省部级

课题 12 项。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疾病证治规律研究

电子邮件：szfygck@163.com

mailto:szfygck@163.com


崔亚萍，女，1961 年 07 月生，本科学历，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

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荣获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授予的“崔亚萍名医工作室”“全国肛肠知名专家”称

号。

1985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医疗系，毕业至今一直从事肛肠疾病的

临床研究 36 年。近 3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2项。

主要研究方向：出口梗阻型便秘、内外痔、肛裂、肛周脓肿、复杂性肛瘘、

脱肛、直肠癌等。

电子邮件：913141097@qq.com

mailto:913141097@qq.com


冯群虎，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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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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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5919995869

电子邮件：dcfqh2004@aliyun.com



姜华，女，1976 年 0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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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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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5929360982

电子邮件：jhsd2004@163.com



高强强，男，1981 年 6 月 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

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

会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理事、陕西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6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在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医肛肠工作，先后发表论文 26 篇，参编论著

4部，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2项，参与市级课题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结合治疗肛肠疾病

电子邮件：16340047@qq.com



郭文涛，男，1976 年 04 月 1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

师，英国圣马克医院（St. Mark's Hospital）访问学者，新加坡菲瑞医院访问

学者，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现任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理事；中医

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

分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医师协会肛肠科

医师分会副会长；深圳市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委。

2009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2009.09-至今工作于深圳

市中医肛肠医院（福田），主编（副）《肛肠外科诊疗常规》、《肛肠疾病有问

必答》，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参与省级课题 1项，

主持市级课题 2项,主持区级课题 3项。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疾病的临床诊治

联系方式：13501561608

电子邮件：guowentao203@163.com



郭修田，男，1969 年 0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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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上海市中医医院外七科主任，兼任上

海市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肛肠病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

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1992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肛肠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从 1992 年工作

至今已近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 5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市级课题 1项，局级课题 8项。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电子邮件：guoxiutian@126.com



李朝阳，男，1975 年 10 月 20 日出生，本科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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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肛肠病医院副院

长职务，兼任西安市中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肛

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陕西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

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肛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肛门直肠

疾病术后并发症防治学组组长、中国西南西北肛肠协会伤口造口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

2000 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2013 年结业于陕西省中医药管理

局“西医学中医”培训班，2017 年获得空军军医大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西

医结合肛肠工作 22 年，主持省厅级重点课题 2项，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 7项，

主编参编专著 3部，在各大杂志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得专利 1 项，为《无张力

痔手术操作规范》团体标准负责人。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外科学肛肠方向

电子邮件：oklizhaoyang@163.com



李一兵，男，1961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主任医师、教授，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在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福田）工作，兼任深

圳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深圳市中医药健康服务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医师协会肛

肠科医师分会会长，深圳市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全国中医肛肠名专

家。

1982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深圳市

中医肛肠医院（福田）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40 年，培养硕士研究生 40

余人，广东省名中医师带徒 2人。完成陕西省卫生厅课题《高位肛瘘括约肌无损

伤根治术的临床研究》，深圳市科技局课题《高位复杂性肛瘘肛门小切口根治术

的临床研究》；《中低位直肠阴道瘘藏线缝合修补术的临床研究》；广东省中医药

局课题《中医术式藏线缝合修补术治疗肛瘘的临床疗效研究》；1993 年参与《牛

敬仁痔瘘学》的编写，2010 年主编并出版《肛肠外科诊疗常规》。独创中医肛肠

外科术式：高位肛瘘括约肌无损伤根治术、高位复杂性肛瘘肛门小切口根治术、

藏线缝合修补术、混合痔电凝切闭术、肛瘘挂线根治术等。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术式的研究肛肠疾病的临床研究。

联系方式：15986686013

电子邮件：3978650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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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福田）支

部书记、副院长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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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

肛肠分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肛肠分会副会长、深圳市健康管理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市中医药

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1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西安市中医医院、深圳市中医肛

肠医院（福田）工作。从事中医外科肛肠工作 31 年，先后出版专著 3部，发表

论文 50 余篇，获得专利 2项，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11 项、市级课题 3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外科学肛肠方向

电子邮件：liangjinghua0918@126.com



刘建国，男，1981 年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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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省中医医院男科与生殖医学

科主任，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西安市科技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男

科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生

殖医学分会暨男科医学研究院常委，中国中药协会男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性学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男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分会副

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师协

会男科医师分会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男科分会副主委。

博士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陕西省中医医院，担任男科与

生殖医学科主任，从事男科与生殖医学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 12 年，先后

参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1部，参与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

SCI 收录 2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主持省市级课题 5项。

主要研究方向：男科与生殖医学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电子邮件：Kukulius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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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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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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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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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肛肠临床

联系方式：13709575611

电子邮件：ljp56115@sina.com



沙静涛，女，1967 年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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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肛肠病医院院长兼一病区主

任，国家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全国中医肛肠名专家，西安市首届名中医，西部

肛肠名医名家，中国西部十大经典中医传承大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临床

分会常务理事，西北中医肛肠专科联盟主席，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

会长，世界中联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西南西北肛肠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医

药学会肛肠分会主任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肛肠分会主任委员，西安市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专家。

1990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西安市新城区中医医院、西安市中

医医院工作。从事中医肛肠医教研工作 32 年，先后出版著作 3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得专利 1项，主持省级课题 4项、市级课题 5项，参与国家课题 1项及

省市级课题 7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外科学肛肠方向

电子邮件：1245328255@qq.com



石鹏，男，1987 年 9 月 1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理事、西南西

北肛肠协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

员、咸阳市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011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咸阳市中心医院、陕西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医肛肠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8年，先后出版专

著 3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参与省级课题 4项，

主持厅局级课题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肛肠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电子邮件：shipeng653791@126.com



孙林梅，女，1978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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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肛肠病医院二病区主

任，兼任中国西南西北肛肠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

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

中华便秘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盆底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保健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西安市中

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6年 7 月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一直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中医肛肠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工作十六年来，参编专著 3 部，发表

SCI 论文 2 篇，省级以上医学核心期刊论文 30余篇，主持省厅级课题 8 项，参

与省市级课题 15项，其中 1项获得西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获得中国中

医药研究促进会“百强优秀成果奖”。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治疗肛肠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电子邮件：sunlinmei@126.com



孙兴伟，男，1983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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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陕西省保健协会肛肠专业委

员会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西安市中医学会肛肠专业委

员会秘书兼常委、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肛肠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200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甘肃中医药大学，2016 年硕士毕业于陕西中医药

大学。自 2008 年起一直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肛肠专业临床科研

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参编著作 1部，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各 1

项，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西安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肛肠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

电子邮箱：4866442@163.com



王俊，男，1978年 10 月 18日出生，研究生学历，中西医结合外科硕士，

中西医结合外科副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安康市

中医医院肛肠病医院副院长，肛肠科主任，兼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临床医

学院中医外科教研组组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肛肠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肛肠分会理事、中国便秘联谊会理事、陕西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陕西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肛肠专业

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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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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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医学会肛肠外科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外科委员会委员、安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2021年 7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安康市中医医院工作至

今，主要从事中医肛肠工作，先后发表论文 20余篇，主持市级课题 2项，参与

市级课题 5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肛肠

电子邮件：945915942@qq.com

mailto:945915942@qq.com


张溪，男，1975 年 6 月 26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主任医

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肛肠三科主任，

兼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肛肠病临床研究中心负责人、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痔病组副

主任委员、中国西南西北肛肠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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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学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中西

医结合诊疗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医药

高等教育学会临床研究委员会肛肠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结直肠肿瘤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国际

医学交流促进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9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先后在西京医院胃肠外

科、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西京消化病医院肛肠外科工作，主要从事临床工作。

从事肛肠外科工作 15 年，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省级课题

4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

主要研究方向：结直肠外科

联系方式：15809292508

电子邮件：65210238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