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仝警安，男，1962 年 3 月 1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省名中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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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官科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附属医院眼科首席专家，兼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

科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

会副主席，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

陕西省医学会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顾问，西安市

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

198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工

作，主要从事白内障、眼底病工作。从 1984 年工作至今 30 余年，出版及参编专

著 7部、教材 6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 4项。获陕西省

科学技术三等奖 1项。现正在进行 Eyedeal（眼得乐）人工晶体的三期临床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眼底病的临床和试验研究

电子邮件：tja1962@126.com



曹平，女，1979 年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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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副主

任、中医眼科教研室主任职务，兼任中医药产教融合促进委员会眼科专业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第五届眼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西安市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医学会眼

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咸阳市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7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陕西中医学

院,2016 年 7 月博士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眼科工作，主要从事眼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从 2007 年工作至今 15 年，

出版及参编专著 1部、教材 1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 1项，厅

局级课题 1项，参与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科

研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眼底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电子邮件：124460063@qq.com



寇列玲，女，1975 年 10 月 2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眼科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安康市中医医院眼科医院副院

长，安康市突出贡献专家，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常委理事、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眼整形眼眶病学会委员。

2004 年 12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13 年 12 月研究生毕业于陕西中

医药大学，目前在安康市中医医院眼科医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干眼及儿

童眼病、白内障、眼整形美容临床及科研工作。自工作以来，先后联合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省级课题 8项，目前主持省级在研课题 2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干眼及儿童眼病、白内障、眼整形美容

联系方式：15619150887

电子邮件：kll.hy-eye@163.com



雷晓琴，女，1967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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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

职务，兼任西安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眼底病专业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激光分会常委、陕西省医师协会眼外

伤整合眼外科医师分会常委。

1991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在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工作，主要

从事眼底病工作。从 1991 年工作至今 30 余年，出版及参编专著 3部，发表论文

7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市级科研项目 7 项。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 1项。获得省级科技奖 6项、市级科技奖 4项。研发院内制剂 2种。

主要研究方向：视网膜血管疾病

电子邮件：leixxqq@126.com



李建超，男，47 岁，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现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华民族医药副理事长，中华中

医药促进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保健协会眼科分会委员，世中联眼科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中医学会

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西安传统医学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家中医药青年智库人才，

国家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曾先后任《国际眼科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审稿专家、《眼科学报》青年编委。

毕业后在三甲综合医院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20 年。多次在中山大学眼科中心、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天津眼科医院、温州眼视光医院、江苏省中医院等国内一流

的医院进修学习，2009 年被选派医疗援疆，为期半年。共出版专著 13 部，发表

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项，省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主持市级课题 2 项。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

奖 19 项。2011 年获得第二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即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

献奖，2013 年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 1 项，读博期间获得国

家奖学金。获得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眼底病防治的研究、干眼症及青少年近视的中西

医结合防治，白内障、青光眼、眼鼻相关疾病的手术治疗。

联系方式：15249181975

电子邮件：jianchaoli@163.com

mailto:jianchaoli@163.com


刘珺，女，198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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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委员、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防盲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市中医

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Future

Integrative Medicine 青年审稿专家。

2012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专业。2017 年 5 月博

士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师从于陕西省眼科主任委员严宏教授。12 年 10 月在陕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工作，主要从事眼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从

12 年工作至今，出版及参编专著 4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SCI 2 篇，主持省部

级课题 1项，校级课题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

议重要报告 4次。

主要研究方向：白内障及眼表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电子邮件：452960189@qq.com



吕沛霖，男，1973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医眼科硕士，临床医学博

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科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眼科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西安市中

医药学会中医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中医眼科杂志编委，陕西中医药大

学学报、现代中医药、国际眼科杂志审稿专家。

1995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学院（现大学）中医临床系（本科）。2001

年陕西中医药学院（现大学）中医眼科学研究生毕业。曾在省重点学科（西安市

第一医院眼科）参加临床和科研工作 20 年。2021 年按照人才引进政策加入陕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要从事高度近视、小儿眼科、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视神

经疾病和葡萄膜疾病的临床工作。曾于 BEBC 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师从卢天健

教授、徐峰教授从事医工结合、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参与省级课题 3项，主持市级社发攻关课题 2项。获

陕西省科技进步奖 4次，其中获二等奖三次（第二研究者），三等奖一次（第三

研究者）。已发表论文 8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高度近视防控的医工结合研究。

电子邮件：1347116015@qq.com



沈兰珂，男，1960 年 3 月 31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一级主任医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省安

康市中医院眼科首席专家，兼任中华中医院学会眼科分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

眼科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医眼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眼科分会顾问等。

2002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郧阳医学院，先后在紫阳县人民医院、安康市中医

医院工作，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41 年，先后合作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

主持国家中医药标准化指南 1项、省厅级课题×5项、市级课题多项。以第一完

成人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3项，市级科技成果奖多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眼科优势病种

电子邮件：slk 1960@sina.com



王伟伟，女，198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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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

青光眼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微循

环学会眼微循环专业委员会青光眼学组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

兼副总干事、西安医学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

2006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2011 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

医学部，毕业后一直在西安四院工作，主要从事眼科临床与教研工作。眼科工作

11 年，先后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31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

级课题 2项、市级课题 3项。

主要研究方向：眼科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电子邮件：hybweiwei@126.com

mailto:hybweiwei@126.com


吴惠琴，女，1965 年 5 月 9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眼科主任

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安

市第一医院、西安市眼科医院眼底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

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常

委，陕西省保健学会防盲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

198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在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工

作至今，主要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 33 年。专业特长：眼底病、眼外伤、复

杂白内障、高度近视防治。参编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独立主持完

成省级科研项目二项、市级科研项目一项。目前在研省级科研项目二项，均为项

目第一负责人。

主要研究方向：眼科临床与实验研究

联系方式：13772103977

电子邮件：wuhuiqin65@163.com

mailto:hybweiwei@126.com


张妍春，女，1974 年 1 月 23 日出生，医学博士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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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省眼科医院副院长兼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中心主任职务，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学装

备协会眼科专委会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委会常务委员、西安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常务委员、欧洲视网膜专家学会会员。

1997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2004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陕

西省中医药大学，2013 年 7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先后在西安市

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工作，主要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临床及科研

工作。参加临床工作近 20 年，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8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白求恩基金会课题 1项。

获得陕西省及西安市科技进步奖 5项。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3项。

主要研究方向：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基础研究及内外科治疗，主要科研方

向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及临床防控方法、视网膜脱离复位后视功能恢

复。

电子邮件：zhangyanchun1239@126.com



张雄，男，1963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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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名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医学会

耳鼻喉分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第三届名中医，陕

西省中医学会理事。

1985 年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长期从事耳鼻喉科医教研工作，指导研

究生十余人，已分布在全国各地，部分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及后备学科带头人。主

持、参与省部级课题三项，撰写论文四十余篇，，主编教材 3部，开展喉部肿瘤

切除术、鼻侧切开术、外鼻整形术、舌根舌骨术、鼓室成形术、鼻中隔穿孔修补

术、鼻内镜下鼻窦开放及根治术、复杂瘘管切除术等手术。对鼻窦及耳部手术主

张微创治疗，在内窥镜下行鼓室探查及成形术，对难治性鼻出血、鼓膜穿孔的中

医修复等有较深入的研究，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功底，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耳

鼻喉科的疑难病症能采用中西医手段诊断治疗。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联系方式：13891011136

电子邮件：zxebh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