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导师 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研究方向 电子邮件 全日制或兼读制

1 基础医学院 杨爱东 中医临床基础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机制研究 aidongy@126.com 全日制

2 基础医学院 王雨秾 方剂学 医学硕士 中药复方对脂肪肝合并糖尿病的临床治疗和机制研究 yaoxt_yn@sina.com 全日制

3 基础医学院 郭晶磊 方剂学 医学硕士 方剂配伍与临床应用 guojinglei@aliyun.com 全日制

4 基础医学院 许朝霞 中医诊断学 医学硕士 月经病的中医证治规律探讨 zhaoxia7001@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5 基础医学院 朱诗国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肿瘤免疫治疗 jusco105@163.com 全日制

6 基础医学院 徐颖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药对神经系统疾病的机制研究 ying6122003@aliyun.com 全日制

7 基础医学院 柯尊记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 kezunji@shutcm.edu.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8 针灸推拿学院 刘胜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刺效应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lskingcn@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9 针灸推拿学院 夏勇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的调节作用 xiayongbrave@sina.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0 针灸推拿学院 姚斐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推拿练功效应及机制研究 doctoryaofei@126.com 全日制

11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李洁 中医医史文献 医学硕士 太极健康，治未病 lijietcm@163.com 全日制

12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应荐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灸法的养生保健研究 yingjian03@sina.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3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陈昌乐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气功结合治疗脊柱病 chenchangle2002@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4 中药学院 冯年平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新型给药系统 npfeng@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5 中药学院 付文卫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活性成分研究 fu_wenwei@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6 中药学院 黄诚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代谢性疾病中药药理 chuang_shutcm@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7 中药学院 劳远至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抗肿瘤药物药理 laurence.ylao@g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8 中药学院 谭红胜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新药研发 ths97029@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9 中药学院 徐宏喜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活性成分及其药效机制研究 xuhongxi88@g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0 中药学院 朱国福 中药学 理学硕士 1.抗肿瘤中药研究；2.本草文献研究 gfz1998@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1 中药学院 李医明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ymlius@163.com 全日制

22 中药学院 张彤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制药及中药分析技术研究 zhangtdmj@hotmail.com 全日制

23 中药学院 张永太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药剂学 analysisdrug@126.com 全日制

24 中药学院 王冰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微粒给药系统研究 annabel_cn@163.com 全日制

25 中药学院 王海颖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小复方改善糖尿病肾损害的药效基础机理研究 wanghaiying_7@hotmail.com 全日制

26 中药学院 崔亚君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质量标准、标志物研究，尤其是显微质量标志物的研究 janney808@sina.com 全日制

27 中药学院 马秉亮 药理学 理学硕士 中药提取物肠道吸收机制研究 bingliang.ma@hotmail.com 全日制

28 中药研究所 侴桂新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化学成分与质量标准研究 chouguixinzyb@126.com 全日制

29 中药研究所 季莉莉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改善肝损伤或血管新生的研究 ji-ll@163.com 全日制

30 中药研究所 王顺春 中药学 理学硕士 糖化学与生物学 shunchunwang@126.com 全日制

31 中药研究所 王长虹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新制剂与体内过程研究 wchcxm@163.com 全日制

32 中药研究所 王峥涛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标准 ztwang@shutcm.edu.cn 全日制

33 中药研究所 吴弢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质量标准研究 laurawu2000@163.com 全日制

34 中药研究所 窦薇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活性成分及药理机制 douwei123456@126.com 全日制

35 龙华临床医学院 方邦江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疾病 fangbji@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 龙华临床医学院 安红梅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脑病的临床与基础 lhsoatp@163.com 全日制

37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川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老年医学研究 Ch9453@126.com 全日制

38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昕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 heal7374@163.com 全日制

39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运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病的临床研究 13701625535@163.com 全日制

40 龙华临床医学院 邓海滨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 shchinall@163.com 全日制

41 龙华临床医学院 邓跃毅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肾脏病 dengyueyi@medmail.com.cn 全日制

42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杜兰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肾脏疾病 longhuahospital@aliyun.com 全日制

43 龙华临床医学院 费晓燕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胃肠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23386348@qq.com 全日制

44 龙华临床医学院 甘欣锦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血液病 ganxinjin11@sohu.com 全日制

45 龙华临床医学院 顾军花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风湿病的中医诊疗与中医传承 gjh2383@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6 龙华临床医学院 顾耘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老年病，动脉粥样硬化临床研究 birgitgu@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7 龙华临床医学院 季光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消化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jiliver@vip.sina.com 全日制

48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李和根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shlaogen@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9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李红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药防治甲状腺、糖尿病疾病研究 shanhongli@126.com 全日制

50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李莹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慢性肝病发病机制和中医药诊疗 liying_tcm@hotmail.com 全日制

51 龙华临床医学院 刘苓霜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综合治疗提高晚期肺癌疗效 liulingshuang107@hotmail.com 全日制

52 龙华临床医学院 茅建春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药治疗风湿性疾病 mjczyczx@163.com 全日制

53 龙华临床医学院 申定珠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老年医学研究 doudoulong007@126.com   全日制

54 龙华临床医学院 沈克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机理研究 shen0313@163.com 全日制

55 龙华临床医学院 沈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  cathylin927@126.com 全日制

56 龙华临床医学院 孙建立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肺癌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sunjianli19987@hotmail.com 全日制

57 龙华临床医学院 汤诺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 tangnuo2002@163.com 全日制

58 龙华临床医学院 唐红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中医治疗 tanghong6010@sohu.com 全日制

59 龙华临床医学院 唐志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胃肠疾病 zhipengtang@sohu.com 全日制

60 龙华临床医学院 田建辉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hawk7150@hotmail.com 全日制

61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菊勇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wangjuyong1@126.com 全日制

62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立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及相关疾病 13816927507@139.com 全日制

63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难治性肾病的研究 happytlynn@hotmail.com 全日制

64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秀薇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脑病科 wxw231888@126.com 全日制

65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佑华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doctorwyh@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66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中奇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 aledx@sina.com 全日制

67 龙华临床医学院 邢练军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慢性病毒性肝炎 xingdoctor@126.com 全日制

68 龙华临床医学院 徐振晔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xuzhenye1947@126.com 全日制

69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杨华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中医药治疗 jenifer982969@hotmail.com 全日制

70 龙华临床医学院 袁建业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脾胃病研究 yuanjianye@hotmail.com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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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龙华临床医学院 苑素云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高血压病 yysy999@163.com 全日制

72 龙华临床医学院 张惠勇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zhanghuiyong1963@hotmail.com 全日制

73 龙华临床医学院 张玮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肝病 18918104444@189.com 全日制

74 龙华临床医学院 赵晓珍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抗肿瘤转移和复发 zhxzhtiger2001@126.com 全日制

75 龙华临床医学院 郑敏宇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病临床与科研 zmy616161@hotmail.com 全日制

76 龙华临床医学院 周时高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风湿免疫、代谢类疾病 dr-shigao@163.com 全日制

77 龙华临床医学院 曹永清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肛肠疾病防治 caoyq88@sh163.net 全日制

78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红风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乳腺疾病的研究 chhfluk@126.com 全日制

79 龙华临床医学院 高尚璞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和脱发研究 gaoshpg@gmail.com 全日制

80 龙华临床医学院 郭修田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肛肠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guoxiutian@126.com 全日制

81 龙华临床医学院 刘胜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乳腺病研究 yige823@aliyun.com 全日制

82 龙华临床医学院 潘一滨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肛肠疾病的临床研究 panyibin29@163.com 全日制

83 龙华临床医学院 阙华发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防治血管病及促创面修复研究 huafaque@126.com 全日制

84 龙华临床医学院 宋瑜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湿疹等变态反应性疾病 sonyui@126.com 全日制

85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琛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肛肠良性疾病防治 wangchen_longhua@163.com 全日制

86 龙华临床医学院 邢捷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中医外科疾病、中医药治疗慢性难愈性创面 jx0306@sina.com 全日制

87 龙华临床医学院 殷立新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肛肠疾病防治 ylx_5111@163.com 全日制

88 龙华临床医学院 郁超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泌尿男科学 yubeyond@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89 龙华临床医学院 崔学军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颈椎病的循证医学研究 diyiucixj@sohu.com 全日制

90 龙华临床医学院 梁倩倩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慢性骨与关节疾病 liangqianqiantcm@126.com 全日制

91 龙华临床医学院 马俊明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脊柱脊髓损伤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脊柱退变性疾病的临床研究 junming236@aliyun.com 全日制

92 龙华临床医学院 莫文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急慢性脊柱脊髓损伤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 mw2218@126.com 全日制

93 龙华临床医学院 施杞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脊柱骨与关节等慢性筋骨病的研究 shiqish@hotmail.com 全日制

94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杨燕萍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骨肿瘤发病分子机制和中医药防治 yanpingyangks@163.com 全日制

95 龙华临床医学院 叶秀兰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骨与关节退变性疾病 yexiulan888@sina.com 全日制

96 龙华临床医学院 舒冰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慢性退行性骨病 siren17721101@163.com 全日制

97 龙华临床医学院 张霆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急慢性关节病 ztingdd@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98 龙华临床医学院 付金荣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研究 fujinrong2006@sina.com 全日制

99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李佶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生殖内分泌的中医药调节 drliji@eastday.com 全日制

100 龙华临床医学院 徐莲薇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诊治妇科内分泌失调和不孕 sherryxlw@hotmail.com 全日制

101 龙华临床医学院 郑锦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卵巢早衰的临床研究 zhengj718@sohu.com 全日制

102 龙华临床医学院 姜永红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儿科肺系疾病及肝胆疾病 jyh203225@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03 龙华临床医学院 姜之炎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儿科肺系疾病及肝胆疾病 jzycm@sohu.com 全日制

104 龙华临床医学院 肖臻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儿科肺系疾病及肝胆疾病 xiaozhen61@126.com 全日制

105 龙华临床医学院 张殷建 中医五官科学 医学硕士 眼病中医治疗 zhangyinj@hotmail.com 全日制

106 龙华临床医学院 刘新泉 中医五官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 drliuxinquan@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07 龙华临床医学院 裴建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病原理研究 longhuaacup@aliyun.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08 龙华临床医学院 戴明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痛证、胃病、中风、失眠、抗衰 mingdai2003@sina.com 全日制

109 龙华临床医学院 孙德利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镇痛与免疫调节的研究 shpjjs@sina.com 全日制

110 龙华临床医学院 赵海音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脑源性疾病、妇科疾病、泌尿男科疾病、

胃肠功能紊乱、颈腰椎病变及代谢综合症
drzhaohy@sina.com 全日制

111 龙华临床医学院 戴薇薇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医药延缓衰老机制研究 viviandaivv@163.com 全日制

112 龙华临床医学院 刘特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卵巢早衰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liute1979@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13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磊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学 joe8989@163.com 全日制

114 龙华临床医学院 郑坚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消化道恶性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 zzf725@sina.com 全日制

115 龙华临床医学院 胡兵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肿瘤基础与临床 beearhu@hotmail.com 全日制

116 龙华临床医学院 唐靖一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 dr_tang@163.com 全日制

117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蕾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感染性疾病客观化指标的相关研究 wolei6610@126.com 全日制

118 龙华临床医学院 袁灿兴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 ycanxing@hotmail.com 全日制

119 龙华临床医学院 章怡祎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心血管疾病诊治研究 eezh@msn.com 全日制

120 龙华临床医学院 赵爱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消化道恶性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 aiguang@hotmail.com 全日制

121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拥军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方向 yjwang88@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22 龙华临床医学院 胡志俊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hzjz1062@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23 龙华临床医学院 史秀峰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制剂外用制剂研究平台建设 shi_yai@sina.com 全日制

124 龙华临床医学院 周昕 中药学 理学硕士 医院药学与中药药理 2479707904@qq.com 全日制

125 龙华临床医学院 张岩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调控骨代谢 medicineyan@163.com 全日制

126 曙光临床医学院 潘卫东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脑病科）、临床诊疗技术、帕金森病、阿

尔茨海默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panwd@medmail.com.cn 全日制

127 曙光临床医学院 聂红明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肝病 beining0630@126.com 全日制

128 曙光临床医学院 孙明瑜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肝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mysun369@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29 曙光临床医学院 张昕贤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内科学、肾病、临床诊疗 yinglianz@126.com 全日制

130 曙光临床医学院 高建东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病 gaojiandong@hotmail.com 全日制

131 曙光临床医学院 付晓伶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道恶性肿瘤 fuxiaoling111@163.com 兼读制

132 曙光临床医学院 汪庆明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疑难肛肠病诊治 davidwqm@163.com 全日制

133 曙光临床医学院 柳国斌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外科学、周围血管疾病的中医药诊疗技术 15800885533@163.com 全日制

134 曙光临床医学院 张慧敏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研究 happy2003_1@msn.com 全日制

135 曙光临床医学院 石瑛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骨与关节疾病 shiying1974@126.com 全日制

136 曙光临床医学院 陈东煜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老年腰腿痛中医药防治 dychen26603@126.com 全日制

137 曙光临床医学院 钱麟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妇科肿瘤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qqqq19740@vip.sina.com 全日制

138 曙光临床医学院 张勤华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结合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不孕症 shumeier@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39 曙光临床医学院 赵鋆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与内分泌疾病 annezhao@sina.com
 全日制

140 曙光临床医学院 关鑫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在中医治未病中应用研究 doctorguan@126.com 全日制

141 曙光临床医学院 沈卫东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临床机制研究 shenweidong1018@hotmail.com 全日制

142 曙光临床医学院 刘希茹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临床研究 lllxr66@163.com 全日制

143 曙光临床医学院 陶艳艳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肝病 taoyanyan1023@126.com 全日制

144 曙光临床医学院 李琦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lzwf@hotmail.com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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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曙光临床医学院 成扬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肝病 drchengyang@126.com 全日制

146 岳阳临床医学院 龚亚斌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gongyabin@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47 岳阳临床医学院 郝微微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胃肠病研究 hwwwork@163.com 全日制

148 岳阳临床医学院 陈咸川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老年心血管疾病 chxch199@126.com 全日制

149 岳阳临床医学院 史晓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老年病（骨质疏松、衰老防治） mdshixiao@163.com 全日制

150 岳阳临床医学院 肖姝雲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老年痴呆及骨质疏松的中西医防治 lindaxsy@163.com 全日制

151 岳阳临床医学院 张振贤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心血管疾病及心身疾病 zhenxianzhang@hotmail.com 全日制

152 岳阳临床医学院 周韶虹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 zhoush66@126.com 全日制

153 岳阳临床医学院 朱文伟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血液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wwz3006@163.com 全日制

154 岳阳临床医学院 薛鸾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风湿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断和治疗 xelco@163.com 全日制

155 岳阳临床医学院 胡建东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诊治风湿病的临床研究 hamlethu@163.com 全日制

156 岳阳临床医学院 徐艳秋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 xuyanqiu6@medmail.com.cn 全日制

157 岳阳临床医学院 陈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 chenmin73@yahoo.cn 全日制

158 岳阳临床医学院 方盛泉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脾胃病临床及基础研究 shengquanfang@yahoo.com 全日制

159 岳阳临床医学院 郑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及代谢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Sammyzh@126.com 全日制

160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李福伦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的临床与机制研究 drlifulun@163.com 全日制

161 岳阳临床医学院 王振宜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肛门大肠良性疾病 drxinhuo@163.com 全日制

162 岳阳临床医学院 张明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皮肤病及痛风 drzhangming.sh@163.com 全日制

163 岳阳临床医学院 董莉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生殖内分泌疾病 yyyydongli@163.com 全日制

164 岳阳临床医学院 纪军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文献研究 jijunmm@126.com 全日制

165 岳阳临床医学院 冯燕华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小儿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fyh65@aliyun.com 全日制

166 岳阳临床医学院 张喜林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脊柱推拿的基础与临床 xilinz@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67 岳阳临床医学院 孙武权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脊柱病手法治疗临床研究 drsunwuquan@126.com 全日制

168 岳阳临床医学院 龚利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四肢关节疾病的推拿临床与基础研究 、膏摩研究 、推拿文献研究 drgongli@26.com 全日制

169 岳阳临床医学院 顾非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推拿学术流派传承与脊柱骨关节及相关疾病的推拿临床应用研究 gufeiking@163.com 全日制

170 岳阳临床医学院 吕强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调整手法、功法、脊柱退行性变失稳代偿期的干预 cheesharn@126.com 全日制

171 岳阳临床医学院 齐瑞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神经系统疾病的中西医康复 qirui36@126.com 全日制

172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李昌植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面瘫、腰椎间盘突出症、失眠的临床研究 4231453@qq.com 全日制

173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李璟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老年性疾病、妇科病 lj0806@hotmail.com 全日制

174 岳阳临床医学院 鲍春龄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刺治疗脑病的临床及机理研究 chunlingb@163.com 全日制

175 岳阳临床医学院 丁邦友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 dingbangyou@hotmail.com 全日制

176 岳阳临床医学院 东红升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刺活血化瘀效应机制研究 dhsdoctor2005@126.com 全日制

177 岳阳临床医学院 梁艳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刺戒毒、镇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针灸延缓衰老研究与针灸效应研究

dr.liangy@163.com 全日制

178 岳阳临床医学院 施征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的免疫学机制研究 shizhengmm@163.com 全日制

179 岳阳临床医学院 王晓梅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肠道微生态与胃肠疾病的针灸机 wxm123@vip.sina.com 全日制

180 岳阳临床医学院 王宇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防治哮喘临床评价与机制研究 wwangyu100@163.com 全日制

181 岳阳临床医学院 崔云华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免疫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cui_yunhua@126.com 全日制

182 岳阳临床医学院 徐鸣曙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 mingshuxu001@hotmail.com 全日制

183 岳阳临床医学院 赵琛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延缓衰老研究与针灸效应研究 chris_0127@126.com 全日制

184 岳阳临床医学院 侯文光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泌尿生殖疾病及药物成瘾的临床和机理研究  houwenguang@126.com 全日制

185 岳阳临床医学院 韩燕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神经病学、脑血管病和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hanyan.2006@aliyun.com 全日制

186 岳阳临床医学院 黄海茵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haiyin_huang@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87 岳阳临床医学院 汤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tangtanghaihai@sohu.com 全日制

188 岳阳临床医学院 薛晓红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乳腺疾病防治 xiaohong_xue@126.com 全日制

189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杨宏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及代谢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yanghongjie1964@163.cpm 全日制

190 岳阳临床医学院 张云云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脑血管疾病、神经病学 zhangyyun@hotmail.com 全日制

191 岳阳临床医学院 陈洁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皮肤病 dercj36@hotmail.com 全日制

192 岳阳临床医学院 姜淑云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硕士 小儿常见病的推拿治疗与下肢力线异常儿童的步态分析研究 yadancoo@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9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卜建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危重急诊医学&老年病学 1147@szy.sh.cn 全日制

19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陈东林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临床肿瘤治疗 0017@szy.sh.cn 全日制

19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陈旻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消化道肿瘤中医药防治研究 0012@szy.sh.cn 全日制

19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陈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冠心病的中医治疗 0009@szy.sh.cn 全日制

19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董耀荣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心力衰竭、冠心病、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的中医治疗 1067@szy.sh.cn 全日制

19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方志红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阻抑恶性肿瘤的研究 1114@szy.sh.cn 全日制

19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冯其茂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冠心病的研究 8003@szy.sh.cn 全日制

20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龚学忠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肾小管-间质疾病分子机制及中医药干预 1097@szy.sh.cn 全日制

20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胡琦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血液病 1090@szy.sh.cn 全日制

20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文涛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神经变性疾病研究 1132@szy.sh.cn 全日制

20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雁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1131@szy.sh.cn 全日制

20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刘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脾胃病、脂肪肝等消化疾患 0625@szy.sh.cn 全日制

20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刘毅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神经变性疾病 0446@szy.sh.cn 全日制

20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陆嘉惠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血液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lujiahui73@yahoo.com.cn 全日制

20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任建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肿瘤基础及临床研究 1246@szy.sh.cn 全日制

20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施慧芬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脑病 0210@szy.sh.cn 全日制

20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石克华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1085@szy.sh.cn 全日制

21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苏晓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风湿免疫病 0214@szy.sh.cn 全日制

21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孙永顺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1274@szy.sh.cn 全日制

21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王胜林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心血管病的中医药防治 1142@szy.sh.cn 全日制

21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吴美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干预心脏重构及机制 1041@szy.sh.cn 全日制

21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夏海岩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症、慢性肾功能不全、尿路感染 0283@szy.sh.cn 全日制

21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徐建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睡眠疾病及其相关躯体疾病 0296@szy.sh.cn 全日制

21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徐瑛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心血管疾病中医治疗 0305@szy.sh.cn 全日制

21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许良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睡眠疾病临床研究 1167@szy.sh.cn 全日制

21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虞胜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肝病 1069@szy.sh.cn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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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长明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早中期慢性肾衰和复发性尿路感染中西医结合治疗 1076@szy.sh.cn 全日制

22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朱凌云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中药研究 0914@szy.sh.cn 全日制

22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朱为康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恶性肿瘤的中医预防及治疗 1039@szy.sh.cn 全日制

22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祝峻峰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慢性肝病的中医防治 7140@szy.sh.cn 全日制

22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蔡希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过敏性疾病 0003@szy.sh.cn 全日制

22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萍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外科、皮肤病疑难杂症 0932@szy.sh.cn 全日制

22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王群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乳腺疾病 0619@szy.sh.cn 全日制

22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王小平 中医外科学 医学硕士 周围血管病、乳房病、甲状腺疾、疮疡 1044@szy.sh.cn 全日制

22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戴琪萍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骨伤 0039@szy.sh.cn 全日制

22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邱卫东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骨关节退变性疾病 0497@szy.sh.cn 全日制

22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裘敏蕾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 0551@szy.sh.cn 全日制

23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邵萍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电针治疗骨伤科慢性疾病 0193@szy.sh.cn 全日制

23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吴文虎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脊柱退变性疾病、骨关节病的研究和治疗 0277@szy.sh.cn 全日制

23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郑晓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股骨头坏死临床研究 0545@szy.sh.cn 全日制

23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胡国华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朱氏妇科学术经验传承研究 0083@szy.sh.cn 全日制

23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倪晓容 中医妇科学 医学硕士 生殖内分泌 1120@szy.sh.cn 全日制

23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封玉琳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小儿脾系、心肝病证 0944@szy.sh.cn 全日制

23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利清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儿科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 1113@szy.sh.cn 全日制

23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林洁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小儿脾胃病的临床研究 0945@szy.sh.cn 全日制

23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吴杰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小儿哮喘 1143@szy.sh.cn 全日制

23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薛征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呼吸系统疾病；脑病；流派 1249@szy.sh.cn 全日制

24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虞坚尔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小儿肺、脾、肾系疾病 1066@szy.sh.cn 全日制

24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新光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与机理研究 1110@szy.sh.cn 全日制

24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周静冬 中医儿科学 医学硕士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1183@szy.sh.cn 全日制

24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郭裕 中医五官科学 医学硕士 耳鼻咽喉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0073@szy.sh.cn 全日制

24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洪钰芳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神经与运动系统疾病 0080@szy.sh.cn 全日制

24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纪清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脊柱及相关性疾病 0101@szy.sh.cn 全日制

24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徐世芬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脑病的临床与机制研究 7066@szy.sh.cn 全日制

24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许红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药、综合治疗失眠症、更年期综合征及抑郁、焦虑等神志疾病 0449@szy.sh.cn 全日制

24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管宇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1112@szy.sh.cn 全日制

24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晓峰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中医脑病”基础及中药药代实验 0387@szy.sh.cn 全日制

25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蔡枫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临床免疫学与免疫学检验 1182@szy.sh.cn 全日制

25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陈伟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泌尿系肿瘤的研究 1196@szy.sh.cn 全日制

25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陈兆善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结合心血管疾病 1078@szy.sh.cn 全日制

25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程蓉岐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超声诊断学 1096@szy.sh.cn 全日制

25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樊天佑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关节外科及脊柱疾病 1102@szy.sh.cn 全日制

25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高令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脊柱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107@szy.sh.cn 全日制

25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侯风刚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消化道肿瘤中医药防治研究 1127@szy.sh.cn 全日制

25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勇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 1098@szy.sh.cn 全日制

25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刘静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道恶性肿瘤 0651@szy.sh.cn 全日制

25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石坤和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胆道外科学 1008@szy.sh.cn 全日制

260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王开强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疼痛与康复 1100@szy.sh.cn 全日制

261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夏亦冬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盆腔炎、围绝经期综合征 0544@szy.sh.cn 全日制

262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于永春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 1255@szy.sh.cn 全日制

26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闽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肿瘤介入治疗 1172@szy.sh.cn 全日制

26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郑亚江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慢性肝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1179@szy.sh.cn 全日制

26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朱莺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眼底病 0414@szy.sh.cn 全日制

26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闫国良 全科医学 医学硕士 危重病及感染 7120@szy.sh.cn 全日制

26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雯静 全科医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预防神志疾病 1072@szy.sh.cn 全日制

26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徐燕丰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抗肿瘤药理学 1243@szy.sh.cn 全日制

26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立超 药剂学 理学硕士 经皮给药系统研究 1261@szy.sh.cn 全日制

270 普陀临床医学院 韩吉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胃肠病 13816845258@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71 普陀临床医学院 韩建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 Yedu9@Hotmail.com 全日制

272 普陀临床医学院 梁芳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消化道恶性肿瘤 hulutianshi@126.com 全日制

273 普陀临床医学院 刘龙民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心脑血管疾病 longminliu@126.com 全日制

274 普陀临床医学院 刘淑清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风湿病 baobeiqi2002@126.com 全日制

275 普陀临床医学院 刘育军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 liu_1785@163.com 全日制

276 普陀临床医学院 石晓兰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lan701206@163.com 全日制

277 普陀临床医学院 薛冬英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肝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dongying11@citiz,net 全日制

278 普陀临床医学院 朱晏伟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肿瘤研究 shzxn@hotmail.com 全日制

279 普陀临床医学院 姜玉祥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jiangyu8409@sina.com 兼读制

280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振永 中医五官科学 医学硕士 眼视光学、眼表疾病 zzyly818@sina.com 全日制

281 普陀临床医学院 刘桂珍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慢性脊柱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后遗症 liuguizhen001080@126.com 全日制

282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鹏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基础 zhangnep@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83 普陀临床医学院 白宇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的研究 baiyu_bb@sina.com 兼读制

284 普陀临床医学院 曹勤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胃肠道早期肿瘤及慢性肝病 caoqin434@sina.com 全日制

285 普陀临床医学院 曹亦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胆胰疾病的微创治疗 caoyijun66.@sina.com 全日制

286 普陀临床医学院 陈琳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糖尿病早期并发症防治，骨质疏松症 18602108180@163.com 全日制

287 普陀临床医学院 陈腾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胃肠道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机制研究 13801842406@163.com 全日制

288 普陀临床医学院 陈武荣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术后尿潴留的研究 2472336724@qq.com 全日制

289 普陀临床医学院 程立山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 cgq558@sina.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90 普陀临床医学院 樊伯珍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妇科肿瘤、妇科盆底学 fbz628@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91 普陀临床医学院 高朋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牙体牙髓 cgq5980773@sina.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92 普陀临床医学院 顾新刚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消化系统肿瘤诊断中西医结合治疗 kyk6619@sina.com 全日制

293 普陀临床医学院 蒋霆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肿瘤介入治疗 jiangtinghui@sina.com 全日制

294 普陀临床医学院 康向东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肿瘤发病机理、诊断及实验治疗研究 xd_kang@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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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普陀临床医学院 雷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糖尿病血管病变与脂代谢 Leitao5899@126.com 全日制

296 普陀临床医学院 李梦帆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下肢动脉闭塞症中西医结合治疗 1004821935@qq.com 全日制

297 普陀临床医学院 李青松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眼表疾病、白内障、青光眼 liqingsong1969@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298 普陀临床医学院 李英梅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心衰、冠心病研究 liyingmei@yeah.net 全日制

299 普陀临床医学院 刘成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肝纤维化 liucheng0082010@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00 普陀临床医学院 刘宗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冠心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lzj72@126.com 全日制

301 普陀临床医学院 倪雷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肝胆外科临床研究 nileiputuo@163.com 全日制

302 普陀临床医学院 欧少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 luyu8043@hotmail.com 全日制

303 普陀临床医学院 彭屹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影像诊断 peng2188@sina.com.cn 全日制

304 普陀临床医学院 石继祥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四肢骨与关节创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shijixiang75@sina.com 全日制

305 普陀临床医学院 宋娟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大黄对百草枯中毒急性肺损伤保护机制 uniquelingdang@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06 普陀临床医学院 苏文利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创伤急诊急救 swlrchsy@sohu.com 全日制

307 普陀临床医学院 孙建民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肿瘤 24727410@163.com 全日制

308 普陀临床医学院 孙剑玥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sunjianyue@126.com 全日制

309 普陀临床医学院 孙燕妮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脓毒症的中西结合治疗 sunstone1974@163.com 全日制

310 普陀临床医学院 所广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普外微创 leosgj@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11 普陀临床医学院 王大英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冠心病心力衰竭诊治 daying_wang@aliyun.com 全日制

312 普陀临床医学院 王浩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病 wang402hao@163.com 全日制

313 普陀临床医学院 王雄彪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呼吸内科 xiongbiao6@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14 普陀临床医学院 王毅鑫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创伤后免疫功能紊乱 www19660102@126.com 全日制

315 普陀临床医学院 王云满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 yunmanwang@163.com 全日制

316 普陀临床医学院 吴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肿瘤发病机理诊断及实验治疗研究 rong701@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17 普陀临床医学院 项敏泓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眼表泪液学疾病，白内障，青光眼 xiangminhong@sohu.com 全日制

318 普陀临床医学院 邢丽娜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病 ptgcp4404@126.com 全日制

319 普陀临床医学院 徐侃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diansi9@aliyun.com 全日制

320 普陀临床医学院 许国军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心律失常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xuguojun2001@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21 普陀临床医学院 许文娟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妇产科及围产医学 xwjns@sohu.com 全日制

322 普陀临床医学院 杨海波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肛肠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yhbys@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23 普陀临床医学院 杨伟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冠脉介入诊疗、心衰非药物治疗 13817057122@126.com 全日制

324 普陀临床医学院 殷佩浩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yinpeihao1975@hotmail.com 全日制

325 普陀临床医学院 于宏梅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冠心病、高血压 yhm7573@hotmail.com 全日制

326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洁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各种感染及传染性疾病 pzxgrk@163.com 全日制

327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肠屏障功能障碍 yichengzhangli@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28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强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肿瘤综合治疗（放射治疗） shdoctor@vip.sina.com 全日制

329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青川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泌尿系统肿瘤诊断及治疗 qczhang888@yeah.net 全日制

330 普陀临床医学院 张兴儒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眼表疾病 zhangxingru928@hotmail.com 全日制

331 普陀临床医学院 周军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修复重建骨关节软骨 boysroger@126.com 全日制

332 普陀临床医学院 周强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创伤骨科 zhouqiang619@aliyun.com 全日制

333 普陀临床医学院 袁易 药理学 理学硕士 基础药理学 yuanyi0625@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34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冯蓓蕾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睡眠、情感障碍和痴呆 blf_2100316@163.com 全日制

335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傅志泉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脾胃病研究 mr.fzq@163.com 全日制

336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钟薏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治疗恶性肿瘤 zhongzixian2000@163.com 全日制

337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盛昭园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高脂血症及慢性疲劳 rjwm@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38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胡智海 针灸推拿学 医学硕士 针灸治疗代谢综合征，经络电测定 keyanzhenjiu @126.com 全日制

339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钟萍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硕士 脑血管病 zphgl@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0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春霞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眼底病 cxli_66@163.com 全日制

341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于朝春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神经外科 yuchaochun2006@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2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鸣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乳腺外科 doc_wa@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3 康复医学院 冯伟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硕士 中国传统功法的临床与机理研究 fwginger@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4 第七人民医院 顼志兵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急救医学 xzb6160@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5 第七人民医院 孙建明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男性病 sunjm67@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6 第七人民医院 王文海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肿瘤 13564758729@189.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7 第七人民医院 叶玉妹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内科 yeyumei0206@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8 第七人民医院 胡静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肾病科 6264570@qq.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9 第七人民医院 周一心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 asadezh@sina.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0 第七人民医院 杨晓萍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内科学 yangxiaoping126@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1 第七人民医院 盖云 中医内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内科学 gaiyunlucky@163.com 全日制

352 第七人民医院 董跃滨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消化系统疾病 yuebindong@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3 第七人民医院 詹青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神经内科、神经康复 zhanqing@tongji.edu.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4 第七人民医院 孟繁杰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普外科 17721355261@189.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5 第七人民医院 夏伟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影像医学 awingxia@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6 第七人民医院 雷鸣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急救医学 leiming6891@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7 第七人民医院 赵滨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zhaobin66@sina.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8 第七人民医院 黄卫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 xzhuangwei@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9 第七人民医院 李岩松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心血管 377169339@qq.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0 第七人民医院 刁枢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diao_shu@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1 第七人民医院 杨振熙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yangzhenxi26@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2 第七人民医院 路建饶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肾病方向 jianraolu@aliyun.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3 第七人民医院 王杰宁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sevenhos_yb@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4 第七人民医院 宋旭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 1418855811@qq.com 全日制

365 第七人民医院 于阅尽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 dryuyj@163.com 全日制

366 第七人民医院 李晓华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硕士 内分泌代谢病 13816805177@163.com 全日制

367 第七人民医院 韩振翔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硕士 康复学 hanxiang798007@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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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第七人民医院 陈伟成 中药学 理学硕士 药理学、中药学 wisechn@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69 第七人民医院 张宏 中药学 理学硕士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中药新药研究开发 hqzhang51@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70 国际教育学院 鉏桂祥 中医诊断学 医学硕士 中医诊法客观化研究 chuguix@yahoo.co.jp 全日制

371 国际教育学院 林勋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硕士 中医药治疗脊柱与关节退行性疾病 linxund@hotmail.com 全日制

372 公共健康学院 沈红艺 中医基础理论 医学硕士 基于体质辨识的现代药膳研究 1443964368@qq.com 全日制

373 科技人文研究院 李海英 中医医史文献 医学硕士 中医药文化 editor_lhy@126.com 全日制

374 科技人文研究院 袁久林 中医医史文献 科学学位 中医临床文献 yuanjl20032001@aliyun.com.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375
上海中医健康服务
协同创新中心

袁敏 中医医史文献 医学硕士 中医药文献信息 yuanminny@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76 外语教学中心 高芸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外宣翻译 gybook2002@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77 外语教学中心 桑珍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药国际标准化 sangzhen8507@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78 外语教学中心 赵海磊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药术语英译与应用、中医药高等教育与国际教育传播 haileizhao@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79 外语教学中心 周恩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johnzhou323@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80 外语教学中心 任荣政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英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shzyyzz007@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81 外语教学中心 徐永红 翻译 翻译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文化传播、翻译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xyhoo2000@aliyun.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82 外语教学中心 韩丑萍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翻译与中医药国际化 hanchouping@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83 外语教学中心 杨渝 翻译 翻译硕士 中医翻译与典籍翻译 82487545@qq.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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