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杨锋，男，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国家一流专业中医学专业负责人，陕西高校青年创新

团队负责人，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系副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分会骨质疏松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骨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骨伤专业委员会基础

工作委员会委员，Malaysia university of TCM 客座教授，上海石氏伤科医学

中心特聘研究人员。陕西省首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陕西中医药大学“百名人才

工程”骨干教师，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科技标兵。

从事工作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益性

行业专项课题 1项。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获陕西省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 1项，咸阳市科技奖 3项。咸阳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骨退行性疾病。



昝强，男，1962 年 12 月 14 日出生，大学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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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第一

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系党总支书记；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骨伤分会副主任委员、骨质疏松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学会骨科学会委

员，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陕西省脊柱外科学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骨

伤学会副主任委员。

1986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即工作于陕中附院，从事骨

科临床、教学工作 30 余年，曾任骨关节科主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擅

长于骨关节疾病及骨肿瘤的诊治，完成膝、髋、肩关节置换手术上千例，开展骨

肿瘤的大段异体骨移植术等多项保肢手术。从事工作 30 余年，先后撰写学术论

文 10 余篇，参与编著《中医骨病学》、《实用中医正骨手册》等著作 5本，参

与科研项目 5项，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 2项。

主要研究方向：筋骨痛症的中医临床治疗与实验研究

电子邮件：zanqiang2009@163.com

mailto:zanqiang2009@163.com


殷继超，男，硕士学历，在读博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卫生学校校长职务，陕西省关中李氏骨伤学术流派第四代

主要学术继承人，长安郭氏骨伤学术流派第三代传承人，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

队骨干成员。兼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

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多个国家、省、市级学术团体副主

委、常委、委员职务。

从事筋骨痛症（骨骼肌肉疼痛）临床研究近二十年，擅长运用中医正骨手法、

超声引导下针刺技术以及冲击波技术治疗颈肩腰腿疼痛、足底筋膜炎及难治性疼

痛。先后主持省、市级课题 13 项，参与国家 973 以及省市级科研立项 25 项。获

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专利 7 项。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10 余篇，参与中国骨肌疾病体外冲击波疗法指南 2017 版、2019

版的编写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筋骨痛症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及基础研究。



余红超，男，1980 年 12 月 1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在职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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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

学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

分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骨伤科分会骨质疏松专委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第二届针刀医学专业常务

委员兼秘书长，陕西省骨与关节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

会第一届骨与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先后荣获陕西中医药大学“优秀医务工作

者”、“优秀共产党员”，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先进个人”、“十佳青年

医生”等荣誉称号。

2010 年 06 月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从事医、教、研工作。主要从事骨与关节、脊柱退行性疾病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临床擅长针刀治疗各种颈肩腰腿痛疾病、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强直性脊

柱炎等疾病。从事骨科临床工作以来，先后出版专著 3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

主持省科技厅课题 1项、咸阳市科技局课题 2项、省中管局课题 1项，校级及院

级课题各 1项，参与省、市级课题 10 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1 项，陕西

高等学校科技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咸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

项，陕西中医药大学科技二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骨与关节、脊柱退行性疾病的针刀基础与临床研究

电子邮件：yuhongchao1980@163.com

mailto:yuhongchao1980@163.com


程延，男，1975 年 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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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现

陕西中医药大学），2002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现陕西中医

药大学），先后在西电集团医院、 陕西省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骨伤科工作。

现任陕西省中医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职务，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青年

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委员、

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骨与关节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

常务委员、骨与关节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常

务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杂

志（核心期刊）编委。从事骨伤科工作 20 年，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2 项，主持

市级课题 3项，先后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负责或参与国家级、省

局级课题 11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编、参与编著著作 2部。

主要研究方向：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中西医基础与临床。



党建军，男，1966 年 2 月生，大学本科，学士学位，主任医师，陕西中医

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省中医医院骨伤一科科主任，兼任陕西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名中医、陕西省“三秦学者”

及“三秦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长安朱氏流派传承人与负责人、省重点专科学

术带头人。

党建军 1989 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同年于陕西省中医医院开始从事骨

科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1998.05-1999.05 在洛阳正骨医院进修学习；

2011.09-2012.09 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被中央组织部派至北京协和医院骨

科访问交流，期间师从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邱贵兴院士，访问学习的

同时交流传播中医药在骨伤科的精细应用，和中医正骨手法在骨伤科保守治疗方

面的特色优势。临床工作 30 余年中，擅长使用党氏手法诊治颈椎病，类肩胛上

神经卡压症，颈性眩晕（椎动脉型颈椎病），股骨头坏死，腰腿痛，腰椎间盘突

出症，膝退行性骨关节炎，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等。党建军主编《颈椎病》专著 2部，作为副主编参与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教材（第二版——中医骨伤）（人卫版），参编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整脊常见

病诊疗指南》，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2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3项，获省部级课题 7项，共发表论文论著百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诊治颈椎病

联系方式：13909265508

电子邮件：dang6@126.com



窦群立，男，1963 年 9 月 26 日出生，本科，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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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科科主任，兼

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药学会康复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

西省中药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工作，先后在唐都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89 医院进修学习。主要从事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工作。先后

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先后主持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1项，陕

西省教育厅课题 1 项，咸阳市科技局课题 2 项；获得咸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陕西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骨折并发症防治基础及临床研究

联系方式：13992099981

电子邮件：1178683337@qq.com



李延红，男，博士在读，主任医师，西安市中医医院科教科副科长，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实验动物学报》《中国比较医学杂志》通

讯编委、陕西省预防医学会骨关节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第一届骨与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运动医学

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疡科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2020 年获西安市“人民健康卫士”称号。

2022 年担任西安市中医医院援沪医疗队副领队圆满完成抗疫任务，并获陕西省

支援上海抗疫医疗队“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

临床工作中，学各家所长，注重中西医结合，在创伤和关节领域取得一定成

绩。科研方面，近年来致力于骨科生物力学和骨质疏松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陕

西省科技厅项目一项、西安市科技局项目一项、西安市卫健委项目一项，参研省

市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一项、“甘肃省皇普谧中医药科技奖一等奖”一项、“西安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一项、“西安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两项、“西安市中医医院科学技术奖

（论文奖）”五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创伤和关节领域

电子邮箱：350132494@qq.com



李引刚，男，1963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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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骨创伤一科

科主任，兼任陕西省医学会骨科创伤分会常委、陕西省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第

四批名老中医经验优秀继承人。

198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留校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骨伤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2012 年 12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

医药大学。从 1986 年工作至今 30 余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主持省级

课题 5项，市级课题 3项。负责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及陕西省十创计划项目

等各项科研经费总计 100 余万。先后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得专

利 4项，获咸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创伤、脊柱及退行性疾病。



鲁超，男，1984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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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关节病院病区

副主任，西安市红会医院中青年领军人才，西安市健康科普专家。兼任中国康复

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

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担任《中医杂志英文版》、《Orthopaedic Surgery》

等杂志审稿人。

2014 年 7 月博士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同年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至今，

2017 年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骨关节疾

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从事临床工作 13 年，先后出版专著 2部，以第一或

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省级课题 10 余项，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 1项，省级课题 3项，市级课题 2

项。

主要研究方向：骨关节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电子邮件：luchao0925@163.com



桑晓文，男，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临床研究与评

价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手法医学专委会委员，中

国中药协会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担任西部精品教材《中西医临

床骨伤科学》第一、二版及数字化教材编委，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十四五规划教

材《实验骨伤科学》编委，担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十四五规划教材《中西医骨伤

科学》编委。获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优秀临床带教老师”，陕西省优秀中

医药临床人才。

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骨伤科研究所。曾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学习、进修。学习吸收四川杜氏伤科、上海石氏伤科手法、方药，在临床中

喜用擅用“简、便、廉、验”的手法、针刀、汤药、练功等方法治疗患者，入选

陕西省第三批优秀中医药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擅长骨关节病、运动损伤中西医治

疗。从事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基础与临床研究以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 2项，承担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课题一项，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主要研究方向：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基础与临床研究



孙晴，女，1974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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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中正骨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传承人，

西安市中医医院名中医，西安市中医医院骨伤科脊柱二病区主任。兼任陕西省中

医药学会康复专业专委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脊柱与关节疼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保健学

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两次获得西安市自然科学论文

二等奖；曾经被市妇联授予“西安最美女性”荣誉称号。

1997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

慢性脊柱疾病的手术及中医特色治疗；慢性脊柱筋伤可视化精准诊疗研究、骨质

疏松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近几年研究开展新技术 “可视化超微针刀”，治疗各

种顽固性软组织疼痛。从事骨伤科临床工作 25 年，先后出版 2著作。 曾发表论

文 20 余篇，主持省级课题 1项、参与省级 4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参与市级

3课题。主持参与厅局级课题 3项

主要研究方向：退行性脊柱疾病及筋伤疼痛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联系方式：13572136900

电子邮件：sunqing2111@126.com



孙银娣，女，1963 年 06 月 18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一级主任医

师，二级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陕西省名中医，西安市名

中医，陕西省“三秦人才”。现任西安市红会医院康复医院院长，兼任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筋膜分会副会长，中

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师分会传统医学治疗学组组长，陕西省冲击波医学委员会主

委，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康复学组主委，陕西省保健学会脊柱与关节疼痛委员会主

委，陕西省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

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等 30 余项学术团

体职务。荣获陕西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优秀指导老师、西安市“巾帼建功”标兵、

2018 年度国家卫健委改善医疗服务优秀个人、西安市“五一巾帼标兵”、中国

医师节“优秀医生”等荣誉称号。

1986 年 0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先后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工作，主

要从事骨科疼痛类疾病、创伤术后肢体功能障碍、脊柱脊髓损伤术后合并症的中

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工作。从骨科临床工作 35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3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参与市级课题 4项，主持及参

与厅局级课题 9项。

主要研究方向：骨科疼痛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

联系方式：13991838966

电子邮件：1158122013@qq.com



王雷，男，1980 年 12 月 20 日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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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质疏松专委

会委员。

200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2008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陕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一直从事中医骨伤科学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在颈肩腰

腿痛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四肢骨折、

骨性关节炎、骨质疏松症、股骨头坏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及风湿类疾病，

特别在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方面具有一定的造诣。从医 14 年来，先后出版专

著 2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3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骨与关节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电子邮件：wanglei2010@126.com。

mailto:wanglei2010@126.com


王向阳，男，1972 年 01 月 01 日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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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科脊

柱一病区主任，兼任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与关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

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健学会中医保健

学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中医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长安郭氏骨

伤流派第三代传承人，陕西姚氏太和医学内科流派第六代传承人，西安市中医医

院名中医,脊柱病区学科带头人。

1997 年 0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至今，主要

从事脊柱外科工作。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篇，

发明专利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5项，主持市级课题 3

项。

主要研究方向：从事脊柱退行性疾病及脊柱伤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研究。

电子邮件：wxyang511@126.com



王永铭，男，1972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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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名中医,陕西省第三批名老中医学

术经验继承人，陕西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现任安康市中医医院骨伤病院副院长、

骨一科主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七临床学院骨伤科教研室负责人。兼任现任陕西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骨与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陕西省骨与关节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

委员会委员；安康市中西结合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康市中西医结合骨科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安康市医学会骨科专业会副主任委员。

199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在安康市中医医院工作，主要从事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 26 年，先后发表论文 20 余篇，SCI1 篇，

参与省级课题 3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 1项，安康市

科学技术进步奖 4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骨伤科

电子邮件：wangyongming1972@163.com



赵颖林，男，1964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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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华中

医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改革与发

展研究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药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专家库成员，陕西中医药学会常务委员，陕西中西

医结合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第六届骨伤科分会常

务委员，陕西省和西安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西安市中医药学会常务委员。

198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铜川市中医医院、西安市中

医医院工作，从事中医骨伤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30 年，先后发表论文 25

篇，参与省、市级课题 6项，其中主持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2项,获西安市

科学技术三等奖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骨伤科学

电子邮件：16.zyl@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