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导师简介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韩松，男，1962年出生，教授，沈阳医学院副校长。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慢性病流行病学。1996 年于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辽宁省教学名师、沈阳市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现任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辽

宁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参与省市课题 3项。组建沈阳市慢病评估与健康干预重点实验室。获沈阳市

科学进步一等奖 1 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2 项。主编规划教材 1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在国家

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篇。研究方向：慢性病

流行病学研究。

2.李荣梅，女，1968年出生，教授，硕士生导师，沈阳

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微生态与健康教育专业委

员会常委委员。主持省市研究项目11项，以第一作者发表学

术论文近20篇。参编国家规划教材等4部，主编专著1部，获

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4项。研究方向：慢性病流行病学。

3.郭宏，女，1970 年出生，教授，沈阳医学院护理学院

院长。2009年于泰国清迈大学获得护理哲学博士学位，现任

全国医学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护理教育分会委员、全国老年

医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委员、东北地区护理教育学会常务理

事、辽宁省护理学会护理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普通

高等学校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



护理学会理事、护理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主持省、市级课题科研及教改课

题 10项，发表论文 30篇，主编（副主编）专著及教材 7部。其教研项目“仿真

实训中心在高职护理专业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于 2014 年获辽宁省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1996年及 2007年分别于英国女王玛格丽特学院及美国

阿拉巴马大学做访问学者。被评为辽宁省高校教学名师、沈阳市名教师及沈阳市

优秀教师。研究方向：老年人群慢性疾病管理、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的干预研究。

4. 王慧文，男，1965 年出生，教授，沈阳医学院国际

教育学院院长。1993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卫生统计学专业

硕士学位。辽宁省优秀教师，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现任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医学统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

省预防医学会情报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数学会辽宁分

会副秘书长，沈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1998年和 2004 年先后赴瑞士巴塞尔大学和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访问学习。

主持、参与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及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多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一等奖及辽宁省高等教育研究优秀学术成果二等

奖等。主编、参编教材各一部。研究方向：慢性病流行病学。

5. 张莹，女，1979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公共卫

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慢性病流

行病学。2009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流行病

与卫生统计学学科带头人。现任辽宁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项，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辽宁省教育厅课题 1项，

横向课题 3项。获沈阳市科学进步一等奖 1 项；参编规划教材 3 部。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9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篇。研究方向：慢性病流行学研究。



6.史新竹，女，1975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2016年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获得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博士学位。2017年被评为沈阳医学院优秀教师。现任

辽宁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分会方法学组委员；辽

宁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

目 1 项，参与省市课题 2 项。获沈阳市科学进步一等奖 1 项。参编规划教材 3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 篇。研究方

向：地方病流行病学。

7.金喆，女，1973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公共卫

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教研室主任。学科为流行病学

与卫生统计学/社会医学。2007 年于辽宁师范大学获得教育

学硕士学位。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学术带头人，现任辽宁

省卫生经济学会理事；沈阳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常务理

事。近年来主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 1 项；主持省教研课题 3 项，横向课题 6项；参与省教育厅课题 3 项、国际

合作课题 1项，市级课题 2 项，获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奖 1 项，省自然科学学术成

果奖 1 项，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2 项；主编参编专著 5 部，参编规划教材 3

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0 篇。研究方向：基层卫生服务与卫生

政策研究。

8. 冯旭，女，1979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卫生统

计学教研室教师，党支部书记。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慢性病

流行病学。2017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博士学位。现任辽宁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健康教育协会理事。主持辽宁省教育厅

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辽宁省科技厅



项目 2项，横向课题 7项。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1 项；沈阳市自然科学

学术成果奖 2项；参编著作 1 部、参编规划教材 1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 篇。研究方向：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沈阳医学院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李树宝，男，1966年出生，主任医师（三级），现

任朝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2006 年—

2008年参加省委组织部举办的沈阳建筑大学与美国班尼

迪克大学联办的信息管理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先后获

得了“朝阳市计划免疫先进工作者”、“辽宁省优秀卫生

监督统计员”、“辽宁省文明执法优秀监督员”、“朝阳

市爱国卫生工作先进个人”、“ 辽宁省卫生监督统计报告工作先进管理干部”、

共青团朝阳市委“十大优秀青年”、“第四届朝阳青年科技奖”、“辽宁省抗震

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朝阳市优秀专家”、“朝阳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现任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常委、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疾病预防控制与信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学生与营养健康协会副会长、朝阳市预防医学研会主任委员，

被聘请为“辽宁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辽宁省公共卫生专家库”专家。先

后获朝阳市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朝阳市政府

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6 篇，李树宝同志参加

工作以来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成为朝阳市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并在全省公共卫生领域享有较高的

威望。研究方向：预防医学。

2.孙晓丽，女，汉族，1973年7月出生，公共卫生硕士

学位，流行病学主任医师。曾参与“SARS”、“禽流感”、

“H1N1流感”、“水传甲肝”、“食物中毒”等多起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期间，作

为盘锦市对口支援四川卫生防疫队成员在绵阳市安县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卫生防疫工作。 2009年被省卫生厅评为“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

工作先进个人”；2010年被市委办公室评为“2009年度全市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

进个人”；2011年被省卫生厅评为“2011年度全省卫生新闻宣传先进工作者”；

2012年被省卫生厅评为“辽宁省2012年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2013年被盘锦市

妇联评为“2012年度盘锦市三八红旗手”；2013年被盘锦市科学技术协会评为“盘

锦市科协创新创优先进工作者；2013年被市卫生局评为“十二运盘锦赛区医疗卫

生保障先进个人”；2014年获市中工会授予的“2013年度盘锦市五一奖章”荣誉

称号；2015年被盘锦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第二届盘锦市自然科学带头人”荣

誉称号。现任辽宁省营养学会常委委员。组织开展了中美合作肺炎监测项目、心

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中小学生“营养校园”项目、老年人

认知障碍预防与控制综合管理项目、0-18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查等国际、国

内重大疾病和公共卫生监测项目。2017年~2020年参与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辽

宁省创新诊疗装备区域应用示范项目（2017YFC0114200）”一项。2016年参与科

研项目“基因克隆技术在食品微生物检测中的研究与应用”获“盘锦市人民政府

科学技术一等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5篇，核心期刊4篇。研

究方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3.孙百军，男，1969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2011 年

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现任辽宁省预防医学

会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预防

医学会医学情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

应急与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预防医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沈阳市防痨协会常务理事。目前主持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1 项。

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1 项。



4.孙晋科，男，1968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硕士学

位，主任技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医院副院长，医

学工程与卫生装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军区卫生

装备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医学信息分会委员。

承担辽宁省科学技术项目 1 项，多篇论文被中文核心期刊收

录。荣获沈阳军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军队医疗成果奖

2项，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编写并出版《常见部队皮肤病预防》和《医院学科

建设与管理》等 3 本著作。在医院信息化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见解。

研究方向：医院信息化管理。

5.陈昌海，男，1966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1997

年于第二军医大学获得卫生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 202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辽宁省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

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军区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军区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承担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项目 1 项，辽宁省科技攻关项

目 1项。多篇论文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荣获全军医疗成果三等奖 1 项。出版《医

案追踪》和《健康管理学》两本著作。研究方向：医院质量管理。

6.韩悦，女，1965 年出生，主任医师。1989 年毕业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医科大学流行病

与卫生统计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教

科科长。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免

疫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异常反应鉴定专

家指导委员会成员。一直从事急性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免疫

规划管理工作，作为辽宁省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了全人群乙型病毒性肝炎血清

流行病学调查、辽宁、山东省风疹与先天性风疹综合征现况调查、紫癜发病率基

线调查。先后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作为主要贡献者，共获得省政

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省医学会医学科技三等奖 1项。研究方向：传染病防控



和免疫规划实施

7.景汇泉，女，1971年出生，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博士后。2010 年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社会医学

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 iCAN 中国联盟生物

医疗专委会主任，国家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评估专家，中国

医药协会老年医学与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老

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健康管理服务专委会专家，白求恩公益基

金会智慧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医药健康数据处理专

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重大决策咨询项目评审专家，和《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医学教育管理》等杂志审稿

专家。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等各级教学管理与科学研究课题 40 余项，主持参与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教育部、卫生部的重大改革项目，获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20余项成果奖励，发表教学、科研和管理论文 60 余篇，主编、参编著作和教材

17 部。获得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百佳科技创新能手，沈阳市“四个

一批”人才等荣誉称号。研究方向：卫生统计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8.王冰，男，1979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所，从事病原生物实验室诊断与研究工

作二十余年。专业学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2008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免疫学专业获得

医学硕士学位。获得过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沈阳市道德

模范（沈阳身边好人）和沈阳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现任辽宁省民族科普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免疫学学会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

微生物检验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等职。

《中华实验与临床病毒学杂志》、《国际病毒学杂志》等核心期刊审稿专家。目

前主持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1 项，参与省市课题 1 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 1项、市

科学进步奖 2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第一作者在国家级

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 篇。具有丰富的病毒学检



测与研究经验，参与并主持过 SARS、甲流、H7N9、诺如、新冠等重大疫情的实

验室诊断工作。研究方向：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9 王亚玉，女，1979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北部战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一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为流行

病学与卫生统计学。2009年于第四军医大学获得流行病学与

卫生统计学硕士学位。现任军队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目前主持军队横向课题 1 项，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三

五”计划 课题 1 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4 项；

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1 项；参编出版学术著作 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25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 篇。研究方向：传染病流行病学。

10.孙英伟，男，1976 年出生，主任医师，辽宁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急性

传染病控制/流行病学。2000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获

得学士学位。2017 年辽宁省卫生健康委“辽宁好医生”称

号。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月度人物。现任中国地方病协会布鲁氏菌病专业委员会委

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

技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1 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出版学术著

作 1 部、主编。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

相关论文 1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 篇。研究方向：传染病预防控制研究。



11.方兴，男，1978年出生，主任医师，辽宁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公共卫生专业。2002 年毕业

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预防医学学士学位，2018年获得公

共卫生硕士学位。2022 年辽宁省先进工作者，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先进个人。主要从事疫苗针对传染病防控、免疫规

划管理、预防接种信息化等方面工作。现为中华预防医学

会疫苗与免疫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疫苗行业协会疫苗经济学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与肝病专业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疫苗

行业学会免疫服务指导与评价专委会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免疫规划分会副主

任委员、辽宁省防痨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疾病预防控制与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先后发表本专业

论文多篇，2020 年省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甲肝病毒性肝炎病毒基因型分子流

行病学研究与基因库建立”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疫苗针对传染病防控、免疫

规划管理。

12. 王毳，女，1968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辽宁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指导所所长。公共

卫生/流行病专业，擅长疾病控制及相关领域，研究方向：

结核病基础和防治研究。200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大学获得

基础免疫学硕士学位。曾于 2008 年获“辽宁省优秀科技

工作者”称号，2009 年获“省百级人才”，2016 年被中

国防痨协会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2018 年被沈阳市授予“领军人才”称号，2020 年获得中国防痨协会

“全国最美防痨人”荣誉称号；是中国医科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的 “兼职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是结核病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现兼任中国防痨协会理事，中国

防痨协会基层结核病防治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痨协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防痨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防痨杂志》和《中国

热带医学》杂志编委会编委，《中国防痨杂志》、《结核病和肺部健康杂志》和

《中国热带医学》等杂志的审稿专家。长期从事结核病防治方面的研究工作，首



次提出"辽宁省结核病流行病学模型"和"辽宁省结核病专科医院疫情转诊、报告

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先后主持和承担省部级课题 20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1项，争取经费累计达千

万元。获省部级奖励 8项，其中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

等奖 2项、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团体标准 1 项。 作为副主编或编委参与编写教材 12

部，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刊物上 3 篇（SCI 收录 1 篇）。所领导的

团队多次被评为国家级和省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多年来作为“国家级结核病

防治规划督导员”，参与国家的技术指导工作。2 次组织实施了全省大规模的结

核病流调工作即“全省第四次和第五次结核病流调工作”。

13.刘蕾，女，1980年出生，副教授，辽宁中医药大学护

理学院基础护理教研室教师。护理学。2018年于北京协和医

学院获得护理学博士学位。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沈阳医学院

131人才百层人才。现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护理与智能化

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委员、

人民卫生出版社特聘讲师、高等医药院校混合式（教＋学）

金课讲师团讲师、沈阳市养老协会特聘等级评定专家、《中华现代护理杂志》《护

理实践与研究》《沈阳医学院院报》编委。目前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6 项。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二

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沈阳医学院著作奖 1 项，中华医学院医学教育分会优秀

论文三等奖 1 项。出版学术著作 1 部，副主编规划教材 3 部，参编 7 部。在国内

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60篇，其中 SCI 收录 3篇，核心期刊 16篇。研究方

向：慢性病管理、老年护理、护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