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史锁芳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肺脏病临床研究

2 孙子凯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肺脏病临床研究

3 汪悦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风湿病临床研究

4 周学平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风湿病临床研究

5 纪伟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风湿病临床研究

6 何晓瑾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风湿病临床研究

7 韩善夯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风湿病临床研究

8 叶放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肝脏病临床研究

9 孙丽霞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肝脏病临床研究

10 韩旭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老年病临床研究

11 张彪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老年病临床研究

12 王晗 专业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老年病临床研究

13 王旭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内分泌疾病临床研究

14 尚文斌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内分泌疾病临床研究

15 沈洪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16 陆为民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17 商洪涛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18 吴静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19 董筠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20 徐艺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21 郑凯 专业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22 刘亚军 专业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23 朱磊 专业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临床研究

24 过伟峰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

25 吴明华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

26 常诚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

27 孙伟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肾脏病临床研究

28 盛梅笑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肾脏病临床研究

29 周恩超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肾脏病临床研究

30 何伟明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肾脏病临床研究

31 方祝元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心血管病临床研究

32 蒋卫民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心血管病临床研究

33 刘福明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心血管病临床研究

34 邹冲 专业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心血管病临床研究

35 朱学军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血液病临床研究

36 倪海雯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血液病临床研究

37 李峻 专业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血液病临床研究

38 王瑞平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肿瘤临床研究

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省中医院）

2020年接受2015级八年制学生硕士阶段导师名单

招生对象：2015级八年制

序号 导师姓名 导师类别 招生专业 硕导专业方向

符合招生资格的导师原则上每人每年可招收1名八年制学生。



序号 导师姓名 导师类别 招生专业 硕导专业方向

39 程海波 学术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肿瘤临床研究

40 舒鹏 专业型博导 中医内科学 肿瘤临床研究

41 沈卫星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肿瘤临床研究

42 邹玺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肿瘤临床研究

43 彭海燕 学术型硕导 中医内科学 肿瘤临床研究

44 姚昶 学术型博导 中医外科学 普通外科疾病研究

45 马朝群 专业型博导 中医外科学 普通外科疾病研究

46 卢子杰 专业型硕导 中医外科学 普通外科疾病研究

47 曾莉 学术型博导 中医外科学 肛肠外科疾病研究

48 陈玉根 学术型博导 中医外科学 肛肠外科疾病研究

49 杨柏霖 专业型博导 中医外科学 肛肠外科疾病研究

50 黄桂成 学术型博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1 马勇 学术型博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2 王培民 学术型博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3 沈计荣 学术型硕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4 魏成建 学术型硕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5 李志伟 学术型硕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6 闵文 学术型硕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7 茆军 专业型硕导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疾病临床研究

58 周惠芳 学术型博导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疾病临床研究

59 任青玲 专业型博导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疾病临床研究

60 洪艳丽 学术型硕导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疾病临床研究

61 殷燕云 专业型硕导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疾病临床研究

62 陈聪 专业型硕导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疾病临床研究

63 胡荣魁 专业型硕导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疾病临床研究

64 汪受传 全国名中医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疾病临床研究

65 赵霞 学术型博导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疾病临床研究

66 袁斌 学术型博导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疾病临床研究

67 高卫萍 学术型博导 中医五官科学 中医眼科疾病研究

68 魏伟 专业型博导 中医五官科学 中医眼科疾病研究

69 吴拥军 学术型硕导 中医五官科学 中医耳鼻咽喉科疾病研究

70 史军 专业型硕导 中医五官科学 中医耳鼻咽喉科疾病研究

71 张仕年 专业型博导 针灸推拿学 推拿手法、功法的临床应用和机制

72 薛明新 专业型博导 针灸推拿学 推拿手法、功法的临床应用和机制

73 周贤梅 学术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74 陈晓虎 学术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75 王振兴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76 俞鹏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77 刘鸣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78 赵崧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消化系统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79 陈珑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肾脏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80 高坤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肾脏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81 张露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肾脏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82 刘沈林 全国名中医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肿瘤内科中西医临床研究

83 于大海 学术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肿瘤内科中西医临床研究

84 马珺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肿瘤内科中西医临床研究



序号 导师姓名 导师类别 招生专业 硕导专业方向

85 周红光 学术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肿瘤内科中西医临床研究

86 余江毅 学术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代谢内分泌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87 安晓飞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代谢内分泌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88 王昕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代谢内分泌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89 于顾然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脑血管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0 芮庆林 学术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 急危重症中西医临床研究

91 江志伟 学术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普通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2 沈历宗 学术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普通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3 吴晓宇 学术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普通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4 柳欣欣 学术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普通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5 朱清毅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泌尿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6 袁琳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泌尿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7 陈赟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泌尿外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8 黄金龙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整形美容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99 姚晨 专业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骨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100 徐新荣 专业型博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眼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101 马华安 学术型硕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耳鼻咽喉科疾病中西医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