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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导师 

院系所 专业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101基础医学院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孟庆刚、 贺娟、刘晓燕、马淑然、徐雅、王

彤、林燕、许筱颖、张保春、钱会南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王庆国、王雪茜、赵琰、贾春华、屈会化、

钟相根、谷晓红、程发峰、李宇航、傅延龄、

陶晓华、李丽娜、陈萌、陈明、刘敏、赵岩

松、孙燕、郭华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王育林、杨东方、黄作阵、赵艳、孙晓光 

100504 方剂学 杨勇、谢鸣、杨祯、张林 

100505 中医诊断学 
王天芳、陈家旭、李峰、任小巧、薛晓琳、

吴秀艳  

1005Z1 中医体质学 王琦、王停、倪诚、王济、李英帅、骆斌 

1005Z2 中医临床药学 
钟赣生、胡素敏、张建军、闫兴丽、王淳、

贾德贤、王景霞 

1005Z7 中医养生康复学 林殷、廖艳 

1005Z8 中医文化学 张其成、李良松、段晓华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徐安龙、罗广彬、丁霞、赵宗江、郭书文、

邓秀兰、吴莹、郭健、彭桂英、李彧、李健、

郝钰、司银楚、孙红梅、牛欣、李卫红、王

谦、王青青、潘彦舒、赵丕文、胡秀华、姜

广建、史渊源、卢涛 

 

1006Z7 中西医结合循证

医学 
刘建平、刘兆兰、费宇彤、陈薇 

1006Z8 中西医结合药理

学 

王伟、陈建新、王勇、华茜、刘振权、续洁

琨、张东伟、郭淑贞、鲁艺、李春、韩静、

柴欣楼 

102临床医学院

(东直门医院)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商洪才、王耀献、高颖、丁霞、樊永平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蓬文、赵明镜、高永红、张冬梅、 

柴立民、聂波、吴爱明、娄利霞、曹俊岭、

刘玉宁、杨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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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01 中医内科学 

王世东、柳红芳、赵进喜、王耀献、    肖

永华、周静威、李靖、于秀辰、江锋、叶永

安、丁霞、李志红、孙劲晖、马斌、常静玲、

曹克刚、高颖、邹忆怀、张根明、吴圣贤、

钟利群、谢颖桢、张华、杨惠民、岳利峰、

韩丽蓓、冯淬灵、张立山、晏军 、苏惠

萍、唐雪春、王成祥、李杰、储真真、梁晋

普、徐光福、冯兴中、刘秀萍、魏汉林 

 

105702 中医外科学 
张书信、李海松、张耀圣、段行武、 

鞠上、李京向、李友山、史飞 

105704 中医妇科学 刘雁峰、李军、史云 

105705 中医儿科学 王俊宏、余惠平、尹丹 

105707 针灸推拿学 

汤立新、刘颖、刘云霞、马立新、杜琳、赵

吉平、王军、倪金霞、白鹏、王朋、刘长信、

刘焰刚、陈红、田贵华、周炜、于晓刚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戴雁彦、王显、沈晓旭、常佩芬、朱海燕、

李玉峰、孟伟、曹钋、李侠、孙鲁英、田金

洲、朱爱华、时晶、苗迎春、朱陵群、侯丽、

许亚梅、张洪钧、贾玫、姜苗、李冬云、田

邵丹、董青、李雁、寇兰俊、王兰、徐红日、

梁腾霄、李建红、史晓光、王广、丁治国、

闫永吉、张先杰、俞兴、赵子义、李春根、

牟明威、穆晓红、王建军、贾育松、矫红、

许家骏、薛晓鸥、王必勤、陈正光、刘巧平、

周桂琴、江宇泳、王宪波、李建民、冯学功、

徐丽梅、马建伟、胡海翔、任添华、冯伟、

李月廷、魏玮、冯利、张学智、吴红金、李

秀玉 

103临床医学院

(东方医院)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

床（放射） 
王志群 

 

105701 中医内科学 

谢春娥、韩刚、孟繁兴、刘文娜、黄淑芳、

张春艳、侯秀娟、王琦、张永生、金香兰、

王嘉麟、张涛静、王暴魁、杨晓晖、李军祥、

张允岭、郭蓉娟、孟凤仙、焦扬、朱跃兰、

史利卿、张立平、韩振蕴、陈志刚 

105702 中医外科学 贾玉森、代红雨、张丰川、杨碧莲、孙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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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04 中医妇科学 黄海涛、佟庆 

105705 中医儿科学 吴力群 

105707 针灸推拿学（针

灸、推拿各 1） 

 

付国兵、胡慧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郭自强、吴旸、安海燕、龚燕冰、王芬、曹

阳、孙韬、李泉旺、孟捷、韩海啸、姜敏、

安超、丁晓庆、张綦慧、谢连娣、胡凯文、

林谦、左明焕、王伊光、刘宝清、曹建春、

杨宝钟、祝东升、周春宇、楼姣英、郝宏文、

卫利、柏立群、王嘉玺、孙艳红、宫晓红 

104临床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

院)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李小黎、唐启盛 

105701 中医内科学 

崔红生、李平、李侠、李小黎、刘金民、刘

子旺、娄锡恩、裴清华、曲淼、孙文军、田

青、王庆国、吴建军、杨晋翔、张丽芬、赵

海滨、赵琰、赵永烈 

105702 中医外科学 裴晓华、闫英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 王庆甫 

105704 中医妇科学 王国华 

105707 针灸推拿学 
秦丽娜、王爱成、赵建新、赵瑞珍、 

黄金昶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鲍身涛、陈兆军、崔霞、李俊海、李仝、李

云波、鲁卫星、陶庆春、田向东、王再见、

息金波、徐峰、徐国梅、黄金昶、马小娜 

105710 全科医学 
李仝、李平、裴晓华、唐启盛、王国华、徐

峰、杨晋翔 

105临床医学院

(中日友好医

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张洪春、李友林、杨道文、孔维萍、陶庆文、

杜金行  

105702 中医外科学 杨顶权、夏仲文、王传航、刘保兴 

105707 针灸推拿学 李石良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程文立、刘尊敬、谭明生、郭万首、    金

明、张知新、张晓艳、樊碧发、李利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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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强、谭煌英、黄力、朱宇清、      姚树

坤、白彦萍、崔慧娟 

106临床医学院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花宝金、仝小林、卢雯平、周斌、侯炜、黄

世敬、刘绍能、齐文升、倪青、吕文良、胡

元会、魏军平 

105702 中医外科学 李华山 

105704 中医妇科学 赵瑞华 

105705 中医儿科学 韩斐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 吴烈（眼科） 

105707 针灸推拿学（针

灸、推拿各 1） 

 

刘志顺（针灸）、 

丁全茂（推拿）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阶、占永立、饶向荣、崔向宁、           

孙书臣、李杰 

107临床医学院

(西苑医院) 
1008Z6 中药药理学 刘建勋、 任钧国 

105701 中医内科学 
李跃华、 唐旭东、 李浩、 胡晓梅、   周

彩云、李秋艳 

105702 中医外科学 郭军、 庄百溪 

105704 中医妇科学 杜宝俊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杨志旭、 郭朋、 毛丽军、 吴显文、   杨

宇飞 史大卓 徐凤芹 

108临床医学院

（北京中医医

院）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徐旭英、张广中、孙丽蕴、张董晓        

100509 中医妇科学 许昕 

100512 针灸推拿学 王麟鹏、 刘存志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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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笑民、刘清泉、周滔、孙凤霞 

105701 中医内科学 
张声生、汪红兵、陶琳、王振裕、      刘

红旭、王玉光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 柳根哲、雷仲民 

109中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黄建梅、马长华、张玉杰、孙毅坤、卢建秋、

高晓燕、马群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

学 

王春梅、孙震晓、王耘、史新元、王如峰、

王灵芝、刘颖 

1008Z1 中药资源学 
刘勇、孙志蓉、李卫东、侯俊玲、魏胜利、

张子龙、王文全 

1008Z2 中药炮制学 李飞、李向日、杜红、胡慧华、谭鹏 

1008Z3 中药鉴定学 
刘春生、王学勇、石晋丽、王晶娟、闫永红、

张媛、杨瑶珺、华国栋 

1008Z4 中药化学 

乔延江、石任兵、雷海民、林瑞超、    刘

勇、张兰珍、高增平、张宏桂、     李强、

刘斌、徐暾海、刘洋、折改梅、屈会化、屠

鹏飞、张燕玲、刘永刚、刘元艳、姜艳艳、

柴兴云、李军、     张园园、续洁琨、史

社坡、肖红斌、马志强 

1008Z5 中药分析学 

王耘、乔延江、张玉杰、黄建梅、马群、马

长华、卢建秋、孙毅坤、高晓燕、袁瑞娟、

詹雪艳、陶欧、肖红斌、张加余、吴志生、

关君 

1008Z6 中药药理学 
唐民科、王晶、张硕峰、方芳、孙文燕、畅

洪昇、刘振全、赵保胜、王志斌 

1008Z7 中药药剂学 

倪健、杜守颖、王宝华、吴清、蔡程科、王

英姿、董玲、戴俊东、王秀丽、陆洋、邬瑞

光、王林元、史新元 

1008Z8 临床中药学 张冰、翟华强、吴嘉瑞、曹俊岭、聂波 

1008Z9 民族药学 刘春生、王学勇、石晋丽、闫永红、林瑞超 

105600 中药学硕士 

刘勇、孙志蓉、李卫东、侯俊玲、魏胜利、

张子龙、李飞、李向日、杜红、胡慧华、谭

鹏、刘春生、王学勇、石晋丽、王晶娟、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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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红、张媛、杨瑶珺、华国栋、乔延江、石

任兵、雷海民、林瑞超、张兰珍、高增平、

张宏桂、李强、刘斌、徐暾海、刘洋、折改

梅、屈会化、屠鹏飞、张燕玲、刘永刚、刘

元艳、姜艳艳、柴兴云、李军、张园园、续

洁琨、史社坡、肖红斌、马志强、王耘、张

玉杰、黄建梅、马群、马长华、卢建秋、孙

毅坤、高晓燕、袁瑞娟、詹雪艳、陶欧、肖

红斌、张加余、吴志生、关君、倪健、杜守

颖、王宝华、吴清、蔡程科、王英姿、董玲、

戴俊东、王秀丽、陆洋、邬瑞光、王林元、

史新元、张冰、翟华强、吴嘉瑞、曹俊岭、

聂波、石钺、叶敏、魏锋、丁岗、王振中、

王英新、阳长明、袁海龙、傅欣彤、王钢力、

张永文、武惠斌、张相林、王文全、李先恩、

陈士林、钟国跃、金城、郭洪祝 

110针灸推拿学

院 

100512 针灸推拿学 

赵百孝、图娅、张莉、于天源、李志刚、郭

长青、刘清国、李瑞、嵇波、魏玉龙、邬继

红、程凯、睢明河、王燕平、薛卫国、辛随

成、马惠芳、马文珠、张红林、赵慧玲、白

兴华、王朝阳、马良宵、李文迅、任秀君、

卢峻、侯中伟、朱文莲、陈幼楠 

111管理学院 

1005Z9 健康管理学 朱燕波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 

王志伟、程薇、孔军辉、朱文涛、曾光、黄

炜、洪宝林、武锋、李瑞锋、谭巍、赵静、

段利忠、戴力辉、侯胜田、汪晓凡、李祺、

石学峰、马星光、吴欣、张丹、刘伟、何静、

郭冬梅、郑秋莹、王艺桥、彭明强、孙瑞华、

陈校云、郭丽萍、佘靖 

112人文学院 
1005Z4 医药卫生法学 

王梅红、霍增辉、马韶青、冉晔、杨逢柱、

王良滨、赵丽、毛嘉陵       

1005Z5 中医药外语 
王天芳、张立平、刘艾娟、沈艺、贾德贤、

陈锋、赵霞、吴青、李晓莉、都立澜 

113护理学院 1006Z9 中西医结合 

护理学 

段红梅、郭红、郝玉芳、刘红霞、于春光、

岳树锦 

105400 护理 
段红梅、郭红、郝玉芳、刘红霞、刘宇、岳

树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