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神经病学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马莉 女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四科主任，神经病学教研室学术带头

人，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辽

宁省抗癫痫协会理事会理事，辽宁省脑血管病临床医学协

同创新联盟理事会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睡眠障碍

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神经退行性病专

业委员会理事。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课题一项，主持沈

阳医学院临床课题一项，曾主持省教育厅课题一项已结题,参与国家“十三五”

慢病重点专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临床研究,参与多中心临床课题研究多项，出版

学术著作一部、主编，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临床相关优势脑血管

病及癫痫病的诊断和治疗。研究方向：癫痫。

2. 刘芳，女，1971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一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神经病学/神经内科。200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细胞生物

学博士学位，美国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Center Neuroscience 硕士, Ph.D candidate。

现任美国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科学协会会员，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专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康复医学会第三届神经康复

专业委员会委员, 沈阳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神经病学学术带头人。《中

国民康医学.心脑血管专版》编委。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承担省、市

及学院科研课题 6项，参加国际合作课题多项，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0 余篇。参

编国家级规划教材《神经病学》第 3版。研究方向：脑血管病与痴呆及神经退行



性变的机理研究。

3. 刘艳杰 ，女，1965 年 9 月出生， 教授 ,主任

医师;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干诊二科主任，沈阳医学

院老年医学教研室主任，老年医学学科带头人。所属二

级学科/领域：神经病学/神经内科。2003 年于中国医科

大学获得神经病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

神经退行性病分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老年

医学分会常务理事。沈阳医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承担

历届留学生神经病学教学任务，获“留学生喜爱授课教师”称号。目前主持市卫

生局课题 1项，医学院课题 1项，参与省科技厅课题 1项，参编学术专著 2部。

近年来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3篇。从事老年神经病学医疗、教学、科

研工作 20 余年，对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如：缺血性脑血管病、脑出血、老年痴

呆、癫痫、帕金森病等疾病的预防及诊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研究方向：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阿司匹林抵抗及相关研究；老年综合评估在老年

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临床应用研究。

4.李润辉，女，1971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教研室主任兼神经内二

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神经病学/神经内科。200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神经病学硕士学位。神经病学教

研室学科带头人，沈阳市优秀医师，沈阳市十佳青年科

主任等。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神经退行性病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老年痴呆

与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卒中学会常委，辽宁省神经内科疾病质控中

心委员等。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4项，参与省市课题 3项，并参与多项国

际、国家级课题，与北京宣武、天坛等多家医院合作开展的横向课题 5项，获市

卫生局新技术三等奖，出版学术著作 4部、主编、参编规划教材 2部。获实用新



型专利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篇。

在脑血管病、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痴呆、癫痫、周围神经病、重症肌无力等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脑血管病和神

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痴呆、运动神经元病等）的诊断及治疗。研究

方向：脑血管病及神经退行性病临床疗效与机制研究。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 王一沙，女，1966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平院区神经内一科主任，神经病学教

研室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神经病学。2011 年于中国

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荣誉称号：神经病学学科带

头人。现任辽宁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

物学学会神经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

学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抗癫痫协会理

事、辽宁省卒中学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脑血管病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理事、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医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

委员、沈阳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老年性痴呆与认知

障碍专业委员会理事等。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及沈阳市科技局项目各 1项；主

持完成辽宁省科技厅及卫生局课题各一项；参与省市课题 3项。获沈阳市科技局

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

录论文 1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擅长缺血性脑血管病、脊髓病、周围神经病、

颅内感染、脱髓鞘病、帕金森病等的诊断及治疗，具备较强的解决多学科疑难重

症患者诊疗的能力。研究方向:缺血性脑血管病及神经系统变性病的临床和基础

研究。

2. 杜岩，女，1969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皇姑院区神内二科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神经病学。2007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荣

誉称号：曾被评为沈阳市卫生局文明职工、卫生局白求恩杯

先进个人，沈阳医学院先进工作者、院十大健康卫士，十大

先进典型、最佳科主任、院优秀医师、优秀教师等。现聘为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神经退行性病分会理事会副主任委员、脑血管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辽宁省卒中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癫痫协会理事会理事、辽

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脑血管病临床医学协



同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沈阳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目前主持沈阳市科技厅项

目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

表相关论文 10 余篇，有两篇文章被美国《化学文摘》（CA）和荷兰《医学文摘》

（EMBASE）收录。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篇。主要专长于脑梗死急性期的静脉溶栓

治疗和恢复期配合康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方向：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和

预防的研究。



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1. 王禹，男，1971 年出生，解放军 202 医院康复理疗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学位。从事风湿免疫

性疾病、急慢性软组织疼痛及康复医学的诊治工作 20 余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各种疼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现

任中国针灸学会经筋诊治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军中医药学会针

刀医学和针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军物理治疗与康复医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军区物理治疗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

针灸学会经筋诊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物理治疗与康复医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疼痛专业及高压氧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全军课题、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各 1项，参与完成省级课题 2项。参编专著 8部，发表

论文 20 余篇。

2.孙锋，女，1962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1987 年毕

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现任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

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运动疗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常务编委、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

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专业

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神经

康复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会沈阳市神

经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铁西区人大代表、沈阳市劳动鉴定专家、沈阳市医疗事

故鉴定专家、辽宁省及沈阳市卫生系统高级职称评委。先后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

范、沈阳市“三八”红旗手、沈阳市优秀专家，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级

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篇。十六次获得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及科研成果奖。研究方

向：急性脑血管病早期康复治疗、神经电生理检查。



3. 金香兰，女，1972 年出生。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博士后工作。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

工作 20 余年，对神经系统常见疾病诊治和急危重症抢救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痴呆、癫痫、神经肌肉病、神经系统感

染等疾病的诊治方面有进一步研究。现任世界疼痛医师协会中国分会臭氧治疗专

业委员会全国委员，全军神经内科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委

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及神经肌肉病学组委员，沈阳军区医学心理学与

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承担辽宁省科技项

目 1项，发表多篇论文，其中 SCI 收录 2篇。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奖二等奖 1项。出版《疑难神经病例》、《实验神经病

学》等三本专著。研究方向：神经病学。

4. 周进，女，1969 年出生，2003 年中国医科大学博

士毕业，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 24 年，目前负责记忆力下

降与睡眠医学亚专科，曾先后担任中国睡眠科学分会委员、

北京神经内科学会神经精神临床心理分会常委、中国卒中

学会脑静脉病变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脑血管病分会

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分子

生物学第二届专业委员会理事、美国神经科学协会会员、辽宁省中西医学会脑心

同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理事会理事、《中

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学科编委,辽宁省脑防委专家组专家，辽宁省细胞

生物学学会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变性病专业委员会理事，沈阳医学会第一届健康管理学分会委

员。先后主研、参与多项国际多中心课题如英国牛津大学-阜外血管病中心的

《HPS2-THIVE》、《CHINA-PEACE》,目前与天坛医院合作国内多中心课题《CNSR-3

卒中登记及睡眠亚组研究》，与宣武医院合作 RICA 课题即《远隔缺血适应治疗

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临床研究》，任科研室负责人、副主任多年，主

持科研工作数年，主研、参与省、市科研课题数项，获市科技进步奖多次，沈阳



市职工科技创新奖数次，发表 SCI 文章数篇，核心期刊数篇，在全美神经科学年

会发表文章多次，先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奥地利等国研习与交流学习。

5. 徐冰，女，1968 年出生，主任医师。2007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神经病学博士学位。现任沈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院长助理，神经内科主任兼神经内七科主任，被沈阳

市科委评为百名科技英才，脑卒中防治工程中青年专家委

员会委员，辽宁省及沈阳市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辽

宁省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

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

老年性痴呆与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

员会委员，辽宁省脑卒中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沈阳市医疗事故鉴定

专家组成员、辽宁省抗癫痫协会理事、沈阳市健康教育专家讲师团成员。在干细

胞与脑血管病和神经系统变性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擅长痴呆及脑血管病

病急性期溶栓治疗及脑血管病后抑郁症和焦虑症等诊断和治疗。多次被评为沈阳

市卫计委和沈阳市第一医院优秀共产党员及大东区健康卫士。科研成绩：有《缩

胆素 1受体调节成体中脑神经发生的研究》国家科学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1项；市

科委立项项目 5项；沈阳市卫计委立项项目 3项；沈阳市科技成果 8项；沈阳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沈阳市卫计委应用推广新技术一等奖 2项；三等奖 5项；

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1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文章 6篇。

6. 隋轶，1977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2012 年 3 月获得

墨尔本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后于附属圣文森特医院（St.

Vincent Hospital Melbourne）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沈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沈阳医学院附属沈阳脑科

医院）神经内科五病区主任，沈阳市脑病研究所所长。担任

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神经医学分会委

员会委员兼青年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科学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委员。Journal of Current Chronic



Diseases 编 委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

Interventions 编委。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杂志青年编委，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Oncotarget、《中国组织工程研究》审稿专家，辽宁

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脑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辽宁省抗癫痫学会理事，美国心脏学

会/美国卒中学会（AHA/ASA）会员，国际脑血流及及代谢学会（ISCBFM）会员，

中国卒中学会（CSA）会员及美国神经科学学会（SfN）会员。目前主持国家、省

市级科研基金 4项，在研经费 80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37139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5M581375；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5020547；

沈阳市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2014051103004）。国内合作课题两项，国际合作

课题一项。发表 SCI 论文 8 篇，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发表文章累计影响因子达 17

分。主要研究方向：成体嗅觉系统神经发生的调控机制，成体神经发生和中枢神

经系统的修复，帕金森病模型和帕金森病的抗炎疗法，帕金森病生物标记物，趋

化因子及其受体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生，静息性脑梗死抗血小板治疗的疗效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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