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医科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师生双选导师名单 
 
 

各位考生： 

请根据下列研究方向和导师名单选择拟选导师，并填于师生双

选表（一式两份），递交时无须导师签字。 

请于 3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带至考场，在听力测试

结束后由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统一收取、汇总和封存，后续根据复试

结果由各学位点开展导师确认工作。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1 临床医学院     （专业学位导师名单同学术型）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0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与临床研究 贾绍斌 

02 代谢综合征与冠心病 杨锐英 

03 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薛莉、谢萍（甘肃） 

04 动脉粥样硬化与心肌重构机制 何军 

05 冠心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徐清斌、李星辉（甘肃） 

06 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马萍 

07 心电生理学基础与临床 杨震 

08 基于移动互联平台的心血管病管理效果评价 刘芳 

09 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及高血压的发病机制 陈永清（兰总） 

10 心血管基础与临床 苏晓灵（青海） 

11 肺动脉高压及右心衰的机制研究 曹云山（甘肃） 

12 动脉粥样硬化机制、肺动脉高压与右心功能 王楠（甘肃） 

呼吸内科 

01 间质性肺疾病 
陈娟、杨艳娟、张淑香、李秀忠、刘华（甘

肃）、李芳、侯嘉、张科东 

02 肺血管病 周玮 

03 间质性肺疾病 雷丰丰（甘肃） 

04 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疗 薛庆亮（兰总） 

 
风湿内科 

 

05 风湿病性疾病 竺红、池淑红 

06 类风湿关节炎 刘荣清 

内分泌 

01 老年骨质疏松症和妊娠期骨代谢 雷晨 

02 糖尿病神经病变机制研究 何兰杰（山东齐鲁） 

03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机制研究 赵家军（山东省立）、刘萍、权金星（甘肃） 

04 代谢性骨病机制研究 田利民（甘肃） 

肾脏内科 01 慢性肾脏病的防治 陈孟华、周晓玲 

传染内科 01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盛慧萍 



02 重症肝炎的诊治 王煜 

03 病毒性肝炎相关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丁向春 

消化内科 

01 消化道肿瘤、慢性肝病、炎症性肠病 杨少奇 

02 消化道肿瘤 
赵晓红、阮继刚、张飞雄、刘凯歌（西安）、

于晓辉（兰总） 

03 胰腺炎症与癌症基础与临床 黄李雅 

04 消化道肿瘤及慢性肝病 胡建国 

血液内科 01 抗肿瘤药物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李红玲（甘肃） 

 

02 血液系统疾病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础研究与临床

应用 
郑波 

03 多发性骨髓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潘耀柱（兰总） 

04 恶性血液病的诊治及干细胞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 孙延庆（甘肃） 

100211 妇产科学  

01 妇科肿瘤与妇科微创 
张雪玉、哈春芳、丁永慧、刘丹、杨彩虹、

张少华（西安） 

02 围产医学 张慧萍、潘丽华、段丽君（甘肃） 

03 生殖与内分泌 
徐仙、赵君利、刘春莲、陈耀平、胡蓉、哈

灵侠、包俊华（银川市妇幼） 

100203 老年医学   

01 老年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研究与健康管理 姜敏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01 感染性及免疫性皮肤病 喻  楠 

02 色素性皮肤病 汪京峡 

03 变态反应及免疫性皮肤病 施惠娟 

04 皮肤肿瘤及病理 葛新红 

100217 麻醉学   

01 围术期器官保护 
孟尽海、张冬梅、倪新莉、阎文军（甘肃）、

耿智隆（兰总） 

02 老年麻醉学 闵红星 

03 围麻醉期并发症 邓立琴 

04 麻醉药理学 陈学新、马汉祥 

05 麻醉生理学 王建珍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 

01 肿瘤影像与介入治疗 王志军 

02 心脏大血管磁共振功能成像 朱力 

03 心胸疾病影像诊断 平学军 

04 肿瘤影像 刘云 

 

05 腹部影像与介入治疗 陈勇 

06 神经影像 陈兵 

07MR 功能成像在神经和骨肌系统的应用 陈志强 

08 神经系统磁共振功能成像 王晓东 

超声 

01 超声医学 米成嵘 

02 外周血管、小器官的超声造影研究 王  文 

03 心脏大血管超声 纳丽莎 

04 心脏超声诊断 王  琴 

05 产前超声诊断 纪学芹 



核医学 
06 肿瘤核医学 李娟 

07 分子核医学 赵倩 

100212 眼科学  

01 视光学 马雅玲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2 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发病机制及干预研究 方建群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外科 

01 乳腺、甲状腺肿瘤 刘奇伦 

02 乳腺肿瘤 李金平 

03 胸部肿瘤 叶晓峰、李涛 

04 消化道肿瘤 蔡辉（甘肃） 

肿瘤内科 01 乳腺癌基础及临床研究 刘新兰 

放疗学 01 肿瘤放射治疗 折虹、王艳阳、詹文华 

100204 神经病学  

01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脑血管病 王振海 

02 脑血管病 
陈桂生、尹榕（兰总）、马斌武、成江、杨

笑、侯晓霖、李亚军（西安）、高飞（西安） 

03 癫痫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张庆 

04 神经系统变性病 李海宁 

05 神经康复研究 尤红（甘肃） 

06 认知功能障碍与痴呆 范学文  

07 神经遗传疾病 杨平 

100202 儿科学   

01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马金海 

02 儿童血液系统及肿瘤 张晓春 

03 儿童肾脏免疫及消化疾病 梁丽俊 

04 儿童肾脏疾病 高霞（甘肃）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01 颅内肿瘤（胶质瘤、鞍区肿瘤等）基础与临床 

夏鹤春、田继辉、张庆华、马辉、刘建雄（甘

肃） 

02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基础与临床 荔志云（兰总） 

03 功能神经外科基础与临床研究 王峰 

04 脊柱脊髓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 徐军 

05 脑血管病 张强（青海） 

骨外科 

01 关节外科 
金群华、庞龙、甄平（兰总）、钱耀文（甘

肃） 

02 脊柱脊髓损伤 丁惠强、袁海峰 

03 脊柱结合 王自立、施建党、金卫东 

04 骨关节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陈德胜 

05 脊柱畸形 司建炜 

06 脊柱感染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牛宁奎 

07 四肢骨折 杨海波 

08 脊柱骨外科 戈朝晖、张强（北京地坛） 

泌尿外科 
01 泌尿系统肿瘤和前列腺疾病 李培军、赵瑞宁 

02 男性生殖的应用基础研究 马良宏 



03 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卢冠军、师宏斌 

04 男性矫形和生殖外科 李广永 

05 泌尿系统肿瘤 吕志勇 

胸心外科 

01 冠心病的外科研究 王云 

02 肺肿瘤 韩育宁 

03 肺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马云帆 

04 胸部疾病的微创外科治疗 李庆新（兰总） 

05 胸部肿瘤临床与基础研究 朱自江（甘肃） 

普外科 
01 消化道肿瘤的微创治疗 刘宏斌（兰总）、李洪涛（兰总） 

02 胃肠道肿瘤的诊断及治疗 郭天康（甘肃）、陈泉（甘肃） 

结直肠外科 

01 结直肠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海 

02 结直肠肿瘤的临床研究及治疗 杨雄飞（甘肃） 

03 结直肠肿瘤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高峰（兰总） 

烧伤外科 01 创面修复 姚明 

 

02 烧伤与整形外科转化医学研究 刘毅（兰总） 

03 慢性创面愈合 周军利（甘肃） 

04 组织修复 谢岩 

05 瘢痕及创面愈合机理研究 沈江涌 

肝胆外科 

01 肝胆胰肿瘤的临床研究及微创治疗 王琦 

02 肝胆胰肿瘤的临床研究 于松宁 

03 消化道肿瘤、肝脏移植的相关研究 卢震辉 

04 肝胆胰肿瘤基础与临床研究 雷鹏、杨晓军（甘肃） 

05 肝癌的复发及转移 卜阳 

06 肝胆胰肿瘤的临床研究 陈本栋 

07 胆胰肿瘤临床研究 达明绪（甘肃） 

08 肝脏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刘清 

09 胰腺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王锋 

10 胆道胰腺疾病的内镜诊治 王佐正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01 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头颈部肿瘤的治疗 马瑞霞 

02 头颈部肿瘤的发病机制及治疗 卫旭东（甘肃） 

03 慢性鼻窦炎及过敏性鼻炎 钟翠萍（兰总） 

100218 急诊医学   

01 急性肺损伤 马希刚 

02 器官保护与复苏 王晓红 

03 重症呼吸与感染 马晓薇 

04 严重脓毒症 杨晓军 

05 急性中毒与复苏 马磊 

1002Z1 重症医学   

01 脓毒症与急性肺损伤 马希刚 

02 脓毒症器官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杨晓军、王晓红、马晓薇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运动系统相关疾病的康复治疗研究 林瑞珠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临床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检验 徐广贤、王利新、段相国 



02 动脉粥样硬化分子诊断技术 姜怡邓 

03 临床微生物耐药及分子流行病学 贾伟、魏莲花（甘肃） 

04 微生物与宿主细胞免疫表达调控机制研究（细菌耐药分子流行病学与耐

药机制研究） 
赵志军 

05 干细胞基础与临床研究 梁雪云 

06 临床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检验 杨华、楚元奎 

07 分子诊断 赵巍 

08 心血管疾病的实验室诊断 于欣 

09 临床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及生物技术药物研究 郭乐 

10 抗菌肽对临床病原生物及肿瘤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王秀青 

11 分子病毒学 孙玉宁 

12 细胞遗传诊断与干细胞应用等研究方向 朱永朝 

13 临床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 王立斌 

105127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   

01 脑卒中二级预防 张庆 

02 呼吸道感染病原学的研究 李芳 

03 消化系统疾病诊治 阮继刚 

105128 临床病理学(专业学位)   

01 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理学 侯绍章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2 基础医学院 

071003 生理学  

01 应激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李光华 

02 神经干细胞与癫痫基因治疗 扈启宽 

03 慢性心衰与心肌细胞钙离子调控异常的机制研究 胡淑婷 

04 泌尿生殖系肿瘤的炎症分子机制 聂黎虹 

05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丁  娟 

071005 微生物学  

01 感染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张艳丽 

02 DNA 甲基化的调控 摆  茹 

03 感染与免疫 万巧凤  梁锦屏 

04 微生物功能蛋白研究 杨延辉 

05 微生物学 王  浩 

06 结核病易感性研究 杨玉荣 

071007 遗传学  

01 人类群体遗传学 霍正浩  陆  宏 

02 分子遗传学 赵  巍 

03 肿瘤遗传学 焦海燕 

04 消化道疾病群体遗传 杨文君 

05 多基因病易感基因的鉴定及功能分析 党  洁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1 神经与性腺 赵承军 



02 生育力保持 常  青 

03 雌性生殖干细胞 吴  际 

04 雌性生殖干细胞及卵泡发育相关分子机制研究 杨延周 

05 中医药防治生殖障碍的研究 马会明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1 内分泌与代谢病 杨怡 

02 生殖细胞发育及损伤修复 裴秀英 

03 分子病毒学 孙玉宁 

04 眼血管和神经生物学研究 姚青 

05 细菌小分子第二信使及其信号转导机制研究 黄卫东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1 神经损伤与修复 何仲义  李军平  牛建国  秦  毅   

张莲香  贾  桦  文玉军 

02 海马神经发生与神经精神疾病 刘  娟  马全瑞  丁银秀 

03 记忆力减退的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田建英 

04 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 苗珍花 

05 生育力保持 常  青 

06 生殖干细胞再生与分化 马文智 

07 神经与性腺 赵承军 

100102 免疫学  

01 自身免疫病 韩  梅  杨志伟  苏春霞  万巧凤 

02 肿瘤信号传递与靶向治疗 孙建民 

03 肿瘤免疫 王  浩 

04 感染免疫 王  琦  赵嘉庆 

100103 病原生物学  

01 感染与免疫 杨志伟  王 琦  梁锦屏  万巧凤 

赵嘉庆 

02DNA 甲基化的调控 摆 茹 

03 感染与肿瘤 韩 梅 

04 自身免疫性疾病 张艳丽 

05 新型疫苗 苏春霞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1 心脑血管病理 景  丽 

02 脑肿瘤分子病理及脑缺血疾病研究 曹相玫 

03 糖尿病肾病与脑卒中病理研究 侯绍章 

04 脑卒中机制和脊髓损伤分子病理学 马  轶 

05 消化道肿瘤 徐远义 

06 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 姜怡邓 

07 动脉粥样硬化与血管钙化 李桂忠 

08 动脉粥样硬化表观遗传学调控 杨晓玲 

09 代谢性疾病的病理生理学 杨晓明 

10 生物钟与心血管疾病 李光华 

100105 法医学  



01 心脑血管疾病法医病理和法医临床 景丽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3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1 慢性病流行病学 张毓洪、刘兰、赵海萍、丁文清、 
尚玉秀、邱红燕、何淑兰 

02 精神障碍与精神卫生流行病学 费立鹏 

03 传染病流行病学 梁沛枫、雷静 

04 健康统计与卫生服务研究 郭忠琴、乔慧、赵瑜 

05 消化道疾病群体遗传 杨文君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01 环境有害因素的健康效应研究 曹佳、杨惠芳、黄敏、李玲、张亚娟 

02 职业危害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志宏、宋琦如、王发选 

03 应激与心身疾病研究 宋辉、关素珍 

04 外源化合物检测技术方法研究 李永红、田大年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01 营养代谢与疾病 杨建军、冉林武、谢晓敏、 

02 植物提取物与慢性病 蔡慧珍 

03 营养与慢性病 高清菡 

04 营养流行病 赵燚 

05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徐海滨、朱美霖 

100405 卫生毒理学  

01 职业毒理 刘志宏、杨惠芳 

02 环境毒理 曹佳、黄敏 

03 应激毒理 李光华、关素珍 

04 药物毒理 李娟、周茹 

105300 公共卫生(专业学位)  

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同学术型 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 

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20401 行政管理  

01 地方治理 王俏荔、汤波 

02 公共政策 任天波 

03 公共事务管理 梁勇、单彬、徐萍风、窦红莉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01 卫生管理与卫生政策 郎颖、汤榕、李银山、王维成 

02 医院管理与药事管理 张文学、杨德仁、郭丽芳、周涛、 
陈耀庚 

120404 社会保障  

01 医疗保险 孙玉凤 

02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马国栋、马冬梅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4 中医学院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01 中医理论同构律系统性规范化研究 王全年 

02 中医药数据智能分析与处理  武永利 

03 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  周小平、俞洋 

04 中医药信息标准与集成   黄银兰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01 中医药治疗脾胃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李卫强 

02 情志相关疾病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张皞珺 

03 外感及内伤杂病辩治规律研究 周波、徐建虎 

04 张仲景学术思想及其应用研究 周小平 

05 脾胃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朱西杰 

06 温病卫气营血理论与临床研究 牛阳 

100506 中医内科学  

01 中医药防治肿瘤 马科、马玉宝 

02 中医药防治心脑疾病及老年病 赵凯、张常喜 

03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党毓起、南一 

04 中药防治肾病及生殖相关疾病 杜小利、路艺、崔瑞琴、童安荣 

05 中医药防治与情志相关的脾胃疾病 郭维、李卫强 

06 中医药防治眼科病 俞洋 

100512 针灸推拿学  

01 筋伤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马惠昇 

02 经穴效应特异性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黄银兰 

03 骨关节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武永利、许建峰、夏铂 

04 针灸治疗脑病基础及机理研究 冶尕西 

05 针灸临床应用 杨桦、李国徽 

105700 中医（专硕） 李卫强、牛阳、周波、周小平、朱西杰、

张皞珺、徐建虎、马惠昇、黄银兰、武永

利、许建峰、夏铂、杨桦、李国徽、冶尕

西、马科、马玉宝、赵凯、张常喜、党毓

起、杜小利、路艺、崔瑞琴、童安荣、郭

维、俞洋、贾孟辉、南一、王全年、马力、

王立平、马红炜、申艳慧、常红卫、廉凤

霞、刘建平、杨云、王键、张敏、汪燕燕、

黄华、何晓华、牛桦、雷小宁、宋秀娟、

梁爽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5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01 口腔颌面部畸形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黄永清 

02 组织工程学在颌面骨缺损中的修复作用研究 孙小娟 

03 口腔组织工程与再生修复研究 张华林 



04 颌骨修复重建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马东洋 

05 口腔颌面部畸形和缺损的整复及病因学研究 马坚 

06 牙体硬组织疾病的基础研究 赵琳 

105200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01 口腔颌面外科学 黄永清、景捷、孙小娟、张雷 

02 口腔正畸学 张佐、雍敏、何琴、刘伟 

03 口腔修复学 张华林、尹东 

04 口腔内科学 李睿敏、朱琳虹、 

05 口腔外科学 马坚、乔光伟、万应彪、刘锋 

06 牙周病学 霍永力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7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01 药物设计与合成研究 张万年 王昊 黄宇  邢成国   庄春林  

02 天然药物化学 白长财  姚遥 

02 超分子化学药物与化学生物学研究 王志忠  

100702 药剂学  

01 纳米、微粒给药系统研究 王文苹  

02 新型药物载体与靶向递释系统 刘艳华   

03 缓控释制剂与快速释放制剂研究 杨建宏 苟国敬 

100703 生药学  

01 天然药物与中药活性物质研究及开发利用 付雪艳 王汉卿  张立明  隋宏  董琳 

02 中药品种、质量与资源开发研究 张新慧 赵云生 

100704 药物分析学  

01 药物电分析化学 姚惠琴 

02 药物质量控制与药物代谢组学 马学琴  

03 天然产物品控智能专家系统  于永杰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1 药用微生物资源与天然产物生物合成机制研究 吴秀丽 

02 基因工程药物研究 王志昇  刘昆梅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  师 

006 护理学院  

101100 护理学  

01 社区护理 刘国莲、宁艳花、王艳梅（上海公利医院） 

02 临床护理 李胜玲、李玉香、米光丽、刘淑敏 

03 心理与精神护理 刘娟、马丽，刘晓慧 

04 老年护理 芦鸿雁 

105400 护理学（专业学位）  

01 慢性病护理 丁雯、杨丽娜、赵彩萍、 

02 急危重症护理 米光丽、李桂芳、赵丽丽、张曦 

03 老年护理 芦鸿雁、梅迎雪、夏莉娟 



100706 药理学  

01 神经精神药理学 余建强 彭晓东 李娟  

02 心脑血管药理学 周茹 赵启鹏 郑萍 王锐 

03 肿瘤药理学 汪静 

05 分子药理学 袁玲 邢成国 

105500 药学（专业学位）  

01 合理用药与药学服务 刘晨  张文萍 

02 药品生产与流通 王志忠 王昊 黄宇 

03 医药健康产品研究与开发 余建强 周茹 汪静 袁玲 赵启鹏 李娟  杨建宏        
王文苹  刘艳华  张立明  付雪艳  王汉卿  赵云生  
张新慧  隋宏  白长财  吴秀丽  董琳  王锐 

04 药物质量控制与评价 于永杰 马学琴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8 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071006 神经生物学  

01 颅脑疾病基础应用研究 孙涛 牛建国 王峰 李平安 顾金海 余建强 

02 神经胶质细胞与疾病 王银 刘昆梅 

03 神经系统肿瘤干细胞表观调控机制研究 扈启宽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09 回医药现代化重点实验室  

1005Z1 回族医学  

01 回医理论及临床研究 牛阳 

02 回医药文化及文献研究 窦红莉、惠宏 

03 中医、回医防治脑病的理论及临床研究 贾孟辉 

04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中（回）医药防治 南一 

05 筋伤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马惠昇 

06 回医药防治肿瘤 马科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10 生育力保持重点实验室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1 干细胞生物学 吴际 

02 生殖细胞发育及损伤修复 裴秀英 

03 生殖干细胞再生与分化调控机制 马文智 

04 干细胞及中西医药治疗生殖障碍的机制研究 马会明 

05 卵泡发育及功能异常分子机制研究 杨延周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11 研究生培养基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100201 内科学（学术学位）   

01 心力衰竭基础与临床 葛智儒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12 第二临床医学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学位导师名单同学术型） 

100201 内科学   

心内科 01 高血压 陈芳 

呼吸内科 
0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陈丽君 

03 睡眠呼吸疾病 黄晓波 

内分泌 04 糖尿病内分泌疾病的基础、临床及预防研究 谢晓敏 

100217 麻醉学   

01 临床麻醉 曾玲双 

100204 神经病学  

01 脑血管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杜秦川 

100202 儿科学   

01 新生儿 陈彦香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01 甲状腺乳腺外科 周炳刚 

02 非血栓性髂静脉狭窄合并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治疗 闫波 

100204 神经病学（学术学位）  

01 血管神经病学 李龙宣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学术学位）  

01 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与临床研究 卜晓琳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学术学位）  

01 多模态 CT、MR 新技术结合脑血流及血清学指标构建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

体系 
黄丙仓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学术学位）  

01 临床检验诊断学 邓生琼 

02 肝炎病毒致病及致癌机理 刘兴晖 

100210 外科学（学术学位）  

骨外 
01 骨肿瘤 张岩 

02 骨质疏松调控机制研究 邵进 

泌尿外 03 尿路结石的微创治疗 胡传义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学术学位）  

01 甲状腺及耳鼻咽喉头颈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陈晓平 

100217 麻醉学（学术学位）   

01 围术期输血与血液保护 郭建荣 

100218 急诊医学 （学术学位）    

01 脓毒症 郭东风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导师 

013 第三临床医学院（宁夏人民医院） 
（专业学位导师名单同学术型） 

100201 内科学   

风湿内科 01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的研究 郭江涛 

肾脏内科 02 慢性肾脏病发病机制及诊治的研究 郑亚莉 

消化内科 
03 消化道肿瘤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 呼圣娟 

04 幽门螺杆菌与消化道早癌的研究 白飞虎 

100211 妇产科学  

01 妇科肿瘤 樊杨 

100217 麻醉学   

01 麻醉学 叶青山、叶振海 

100212 眼科学  

01 眼科学 盛迅伦、庄文娟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外科 01 乳腺、甲状腺肿瘤 余建军 

100210 外科学  

骨外科 
01 关节外科 牛东生、马军 

02 骨外科 赵飞、马锋、马军、蔡利军 

普外科 03 胃肠道肿瘤 黄允宁 

肝胆外科 04 肝移植免疫耐受与肝胆胰疾病微创治疗 李明皓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实验室检测与诊断 朴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