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外科学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孙成林，男，1971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普外一科副主任。所属二级

学科/领域:外科学/普通外科。2004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

获外科专业博士学位。2007 年赴日本富山大学第二外

科研修。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

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营养学青委会委员，

辽宁省营养学会肿瘤营养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

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电

子版）特约编委等兼职。主持辽宁省科技厅 2项科研项目及医学院、卫计委等共

十 10 项科研项目，先后在《中华外科杂志》等国家级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临床上擅长各种普外科肿瘤根治术如甲状腺癌、乳腺癌、胃癌及大肠癌等

根治术及腹腔镜微创手术。研究方向：血管外科疾病及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机制及

防治的研究。

2. 张春阳，男，1971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

师，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外科学/普通外科。2007 年

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普通外科学硕士学位。沈阳医学

院附属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

院急诊教研室主任。急诊党支部书记。急诊医学学科

带头人。所属二级学科/领域：急诊医学。现任：中

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老年创伤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分会委员，辽宁省细



胞生物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辽宁省急诊医学会青年委员。辽宁省综合招

标委员会医药类常务委员。曾主持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1项，沈阳市科技局项

目 3项。目前主持沈阳医学院课题 1项。沈阳医学院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项。参

编规划教材 1 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20 余篇。参加工作以来多

次获得医院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先进青年、优秀代教老师。临床多年从

事普外科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工作，擅长普外科常见病疑难病诊治及手术。一

直担任中国医学生临床技能大赛培训指导教师。研究方向：消化道恶性肿瘤的病

因学及治疗学研究。

3.卢永浩，男，1973 年出生，讲师，副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外科学/神经外科。2007 年获得日本国立信州大学医学博

士。目前主持辽宁省省科里厅项目 1 项（项目编号

L2014413），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

中 SCI 收录 2篇。临床擅长脑血管病、脑外伤及肿瘤的手

术治疗。研究方向：脑外伤、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PSD 神经可塑性及淀粉样变性相关脑病研究。

4.荣道建，男，1963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

域：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外科学/神经外科。2005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疼痛学科带头人。现任

辽宁省疼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

厅项目 1 项，主持完成沈阳市和沈阳医学院课题各 1项。

获沈阳市卫计委应用推广新技术二等奖 1项。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

表相关论文 10 篇，SCI 收录论文 2 篇。擅长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椎间盘突出症等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技术。研究方向：神经病理性疼痛研

究。

5.郎晓讴，女，1970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普外五科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外科学/普通外科。200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

外科学博士学位。现任辽宁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

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

省医学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血管外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肿瘤营养治疗专委会委员；

沈阳介入委员会委员；全国贲门癌委员会委员。曾主持

或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及辽宁省自然基金项目各 1项，参与市课题 1项；人民卫生

出版学术著作 1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0 余篇，从事普外科工

作多年，以乳腺、肛肠、血管外科为专业特色，开展临床乳腺肿瘤、结直肠肿瘤

的综合治疗及相关的腔镜微创手术治疗；肛周良恶性疾病的手术治疗；周围血管

外科疾病的开放手术和介入治疗。研究方向：乳腺癌的靶向治疗；结直肠癌的转

移机制；周围血管阻塞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等。

6. 潘海，男，1970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

外科硕士学位，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所属

二级学科/领域：外科学/神经外科。现任沈阳医学院附属

中心医院常务副院长；辽宁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辽宁省

康复医学会骨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骨与软骨再生修复专委会

常委，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神经外科急危重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辽宁冲击波医学教育与培训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药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医学

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目前主持沈阳医学院科技基金项目 1项；辽宁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1项；荣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20 余篇；医疗专著 1部。研究方向脑血管病外科治疗。

7.高飞，男，1967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外二科科主任，所属二级学

科/领域：外科学/神经外科。200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

得外科学博士学位。沈阳医学院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

辽宁省神经创伤青年协作组委员，沈阳市医疗鉴定组专

家，辽宁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

省科技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1项。国家级核心期

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篇，擅长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研

究方向脑血管病外科治疗。

8. 陈振军，男，1970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硕

士学位。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院长。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外科学/神经外科。荣誉称号：沈阳市师德建设先进

个人、沈阳市五一奖章荣誉称号。现任中华医学会辽宁省

神经外科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辽宁脑损伤疾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目前

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曾主持市级课题 1 项，参与

省级课题 1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二

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成果奖 1项。研究方向：脑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刘东举，男，196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现任沈

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普外肿瘤科主任，外科系教研室主

任，199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外科学系医学博士学位。所属

二级学科/领域：外科/普外科肿瘤外科。曾经担任汕头大学

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腹部外科主任，广东省肝病学会理事，

广东省肝病学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辽宁省抗癌协会

理事，辽宁省抗癌协会胃癌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

宁医学会肿瘤学会委员，沈阳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

分会会员。辽宁省抗癌协会胰腺癌学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胰腺学组委员，辽宁

省生命科学学会头颈肿瘤专业会常务委员，曾主持过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及多项省市课题的研究，曾获得 1 项省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及多项市级研究成

果。目前主持沈阳市科委项目 1 项，在中华系列等核心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篇。

从事普外科和肿瘤外科多年，对普外科及肿瘤外科有较深入的研究，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及解决疑难重症的能力。开展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腹膜后肿瘤切除术

及胃肠癌联合脏器切除等重大复杂手术。创立了应用胃回肠瓣修复十二指肠手

术，经腹同时缩窄及部分栓塞脾动脉治疗肝癌合并脾功能亢进手术。擅长甲状腺、

乳腺、腹部、皮肤软组织等肿瘤重大疑难的手术治疗。研究方向：结直肠癌肝转

移癌的综合治疗和转移性皮瓣在软组织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2.孙冬弢，男，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主任

医师,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2008 年获

得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学位。现聘为辽宁省医学会医

疗事故鉴定组委员，沈阳卫生系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评审专家。曾先后主持辽宁省科技局课题、沈阳市

科技局课题多项，先后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获

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沈阳市科技成果奖 1 项。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擅长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研究方向：缺血性脑

血管病的血管内治疗。

3.沈春健,男，1975 年 12 月出生，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胸外科主任，兼任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医疗组长、主

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201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沈阳市临床重点

专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带头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层次人才，沈阳市心血管病质量控制中心首任主任。现

任中华医学会胸心外科分会大血管学组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辽宁省康复医学会心肺康复整合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

教育协会心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亚洲心脏瓣膜病学会中国分会委员，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脏瓣膜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血管影

像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房颤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生

物技术协会心血管外科技术与工程分会委员，辽宁省心血管病专业质量控制中心

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心脏预防与康复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胸壁

外科联盟东北地区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辽宁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委员。首都医科

大学学报编委，中国医科大学学报、沈阳医学院学报审稿专家，卫生系列高级职

称评审专家，参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和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目前主持辽宁省科

技厅重点研发项目 1项，沈阳市科技局科技基金课题 2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1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项；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三

等奖 3项，辽宁医学科技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沈阳市卫生

局应用推广新技术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沈阳市沈阳市职工技

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1项，沈阳市重大技术难题攻关活动优秀项目 1项。主编学术

著作 5 部，参编 4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篇。主要开展先天性心脏

病、复杂瓣膜病（经皮主动脉瓣置换）、低 EF 冠状动脉搭桥、心脏移植、房颤

消融、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等外科手术和介入治疗。研究方向：心血管外科疾



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4.侯明晓，男，1963年出生，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沈阳医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

退役军人总医院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担任中国

研究型医院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孕产期母儿

心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

医学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长和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出生缺陷防控专业委员会名誉主

任委员；担任全军科委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创伤与急危重病医

学》杂志主编、《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中国医院管理》杂志常务理事和《中

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编委。承担全军重大科研课题新上项目 1项、全军重大新

药研制项目 1项、全军面上连续科研项目 3 项、辽宁省科技攻关项目 4项，经费

累计 1532万；荣获全军优秀院长、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军医院建设先进个人、

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奖章/荣立二等功、军中良剑等荣誉称号；荣获中国医院协

会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国医院杰出领导者奖和中

国医院院长杂志睿智创新院长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辽宁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 1

项、辽宁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 238 篇，

SCI 论文 66 篇（影响因子：267.98），出版专著 4 部，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研究方向：心血管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5. 周毅，男，197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平院区）骨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外科学/骨外科学。2014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外科

学博士学位。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学科带头人，

骨科教研室主任。现任辽宁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运动医学

青委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脊柱外科分会，创伤

骨科分会理事。目前主持沈阳医学院科技基金课题一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10 篇，其中 SCI 收录 2篇。研究方向：骨

质疏松相关性骨折的基础与临床以及椎间盘退变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擅长骨质疏

松相关性骨折的临床诊治以及骨关节创伤退变疾病的微创治疗。

6. 曾宪利，男，1967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外科学/骨科。2007 年于南方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

位。现任中国医师学会手外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

医学教育学分会临床培训与实践学组组员。目前主持沈

阳医学院课题 1项。参与“863”课题 1项，主持省课题

2 项、市课题 2 项、学院课题 1 项。获沈阳市科学进步

二、三等奖各 1项；参编著作 3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7篇。研

究方向：组织工程研究。

7. 陈铁，男，1966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科主任。1988 年于沈阳医学院

获得临床医学学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小儿

骨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康复医学会第二届骨手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出版学

术著作 3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精通各类骨创伤，骨

关节手术治疗方法。研究方向：骨创伤，骨关节手术治疗研究。

8.何旭，男，主任医师，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胸心

外科，医学硕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胸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心房颤动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肺癌诊断

与微创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

心肺康复委员会理事，辽宁省医师协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讲师，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临床类别）主考官，本人长期从事胸

心外科临床和教学工作。多次获得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优秀教师”称号。

目前主持沈阳医学院课题 1项，参与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市课题 3项。主编

出版学术著作 1部。获实用新型专利 1项。发表国家级核心期刊 10 余篇。擅长

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气胸、胸外伤、手汗症、瓣膜性心脏病和冠心病等胸

心外科疾病的诊治。主要研究方向：胸部疾病的外科诊治，尤其是肺癌。

9.沈滔，男，1970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暨辽宁省退役军总和平院区泌尿外

科主任。200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

现任辽宁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第八

届委员会结石学组组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辽宁省泌尿

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参与主持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10 篇/在国家

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篇。长期致力于泌尿外科疾病微创治疗，如腹腔镜

泌尿外科疾病治疗，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手术，擅长输尿管软镜激光碎石，经

尿道前列腺剜切术及膀胱肿瘤切除术。研究方向：泌尿系结石微创研究。

10. 杨清泉，男，1972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科主任。普外科/外科学。

2008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外科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

抗癌协会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

标志物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营养与支持治疗

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外科分会第九届委员会疝与腹壁

外科学组组员.目前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篇。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腹腔镜手术治疗开

创者，开展腹腔镜手术 20 年，擅长腹腔镜手术治疗、胃肠肿瘤、甲状腺癌、乳

腺癌等肿瘤的临床治疗。研究方向：消化道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11.姚健 ，男，1981 年 7 月出生，副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胸外科科秘书。硕士和博士阶

段分别师从我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侯明晓和孙立忠教

授。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中国医师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会员，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理事，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医学

院学报》青年编委。主持科研项目 5项（已完成 3项），出版学术论著 2部，获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 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5 篇。研究方向: 心胸外

科基础，临床和教学研究 。

12. 车艳，女，1974 年生，副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胸外科。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外科学/心胸外科。2004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外科学硕

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心肺健康专业委员会理

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房颤动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

省细胞生物学会肺癌诊断与微创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理

事。主持沈阳医学院及市卫生局课题 3 项，参与省市级课题 6 项。参编著作 1

部。获实用新型专利 5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0 余篇。从事心

胸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 20 余年，多次获医院优秀教师，擅长心脏瓣膜病、主动

脉疾病、冠心病及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及围术期管理，擅长术中经食道心脏

超声技术。研究方向：心血管外科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13. 高顺，男，1982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心

血管外科。2008 年于沈阳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学士学位。

获沈阳市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优秀进修医生。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心肺疾病预防

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肺癌诊断与微创综合治疗委员会

理事。目前参与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参与市级课题 3



项,参与校级课题 2项。获辽宁医学科技三等奖 1项；沈阳市重大技术难题攻关

活动优秀项目 1项；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 1项。出版学术著作 1部。获

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3

篇。擅长心脏不停跳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及主动脉溃疡

等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动静脉内瘘术（肾衰透析）等 。研究方向：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与心力衰竭的相关研究。



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1. 王杨，女，1962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硕士

学位，主任医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烧伤整形

美容科主任。从事烧伤整形专业 30 年，在皮肤软组织缺损修

复、褥疮及糖尿病足等复杂创面修复、各种皮肤移植术方面

有专长。整形美容方面擅长先天畸形整形、器官缺损修复与

再造及重睑术、隆鼻术、小切口面部提升及全颜面除皱术和

面部自体脂肪移植术、微整形面部年轻化等各种整形手术。现任中华医学会辽宁

分会烧伤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烧伤创伤修复重建与康复学会

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师协会烧伤外科分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

烧伤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辽宁分会整形外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康复

医学会修复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修复重建与组织年轻化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承担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多篇论文被中文核心

期刊收录，获批发明专利 4项。荣获军队科技成果三等奖 1项，中国医师协会烧

伤科医师分会首届优秀青年医师奖。出版《新编临床外科学》和《性病诊断与防

治》两本专著。研究方向：双黄烧伤膏对 II 度烧伤的治疗作用及其机理研究。

2.全亮亮，女，1978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沈阳军区

总医院整形美容科微创中心主任。整形外科/外科。2010 年

于日本金泽医科大学获得整形外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广

东省医学美容学会皮肤修复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

外科学分会激光美容学组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微创与皮

肤整形美容分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整形与美容

专业委员会委员、日本整形外科学会会员、日本美容外科学会会员、日本皮肤美

容学会会员。翻译医学专著《再生医学》丛书，参编 1部医学专著。获国家发明

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色

素性、血管性、增生性疾病的激光治疗;肉毒素与玻尿酸的注射美容;各种瘢痕的

综合治疗;水光、微针的皮肤美容治疗;面部年轻化微创综合治疗。研究方向：脂



肪干细胞、脐带干细胞、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年轻化应用研究。

3. 孙竹波，男，196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

2009 年于辽宁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是辽宁医学院研究

生导师。辽宁省 2011 年优秀医疗卫生工作者，2011 年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现任瓦房店市中心医院院长兼普外科系主任，是辽

宁省医学会普外分会委员，大连医学会普外分会委员。曾先后主持辽宁省卫生计

生委课题、大连市科研课题多项，并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 2项，先后获得瓦房店

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多项。研究方向：普外科专业肝胆方向包括微创技术应用。

4. 孙怀宇，男，1973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铁煤集

团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2010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神经外

科硕士学位，2009 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医院访问学习，

现任辽宁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参与

辽宁省科技厅课题，主持铁岭市课题多项，并参与撰写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现代高血压脑出血微侵袭手术治疗》。先

后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铁岭市自然科学学术

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第二届铁岭市青年科技奖一项。获得铁法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技术专家”称号、铁煤集团公司“学科带头人”称号。在中文核心

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9 篇。熟练开展显微神

经外科手术，包括脑动脉瘤开颅夹闭手术、颅内外血管架桥手术、脑血管畸形切

除手术、脑出血规范化外科治疗（包括脑干出血手术、微创手术）。 脑垂体瘤

经蝶窦经额切除手术、颅底肿瘤切除手术、椎管内肿瘤切除手术，熟练掌握颅脑

创伤手术。研究方向：脑血管病外科治疗。



5.谷野，男，1963 年出生，主任中医师。2001 年 7 月于

辽宁中医药大学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于 2003 年到 2005 年

在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工作。现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第

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预防医学信息专业委员第

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卫生法学会第二届理事

会副会长；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肝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基

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中医药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中国学生

营养与健康促进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从事骨科中医中药、传染病防治、肝

脏肿瘤的研究，主持和合作承担国家级“十三五”、省级、市级等十余项科研课

题，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厅成果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项。在国际学

术会议、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编委。已带 4

名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肝脏肿瘤早期诊断及抗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介入等）、

门脉高压症征的研究。

6. 姜力，男，1965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毕业于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泌尿

小儿外科主任。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 25 年，在前列腺增

生、前列腺炎等常见病多发病和泌尿外科创伤、疑难危重症

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擅长腹腔镜、肾镜、输尿管镜

及膀胱尿道镜下的泌尿外科各种微创手术。辽宁医学院硕士

生导师，兼任沈阳军区泌尿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泌尿外科学会和男科学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结石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辽

宁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沈阳市泌尿外科及生殖医学专业组委员。承担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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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性病诊断与防治》及《部队常见皮肤病防治》2本专著。研究

方向：肾癌术后的免疫辅助治疗。



7.程云飞，男，1959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1982 年

于沈阳医学院毕业。现任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手外

科主任，亚太重建与外科联盟中国部委员、全国显微外科学

会委员、全国骨显微外科学修复组委员、辽宁省手外科学会

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辽宁省显微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正高职晋升委员会专业评委、省医

疗事故鉴定专业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实用手外科杂志编委、沈阳市人才专项资金

评审专家、沈阳市高职晋升委员会专业评委、沈阳市医疗事故鉴定专业委员会专

家库专家、沈阳市医疗质控专家组成员、大连医科大学特约讲学教授、沈阳市优

秀专家、沈阳市卫生局优秀专家。从事本专业工作 30 余年，对手足部各种疾患

的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以各种手部及四肢创伤，断肢、指再植再造，手足

部组织缺损进行移植修复，四肢大血管、神经损伤及组织缺损修复，手足损伤术

后的晚期功能重建，手足部各种肿瘤的治疗，手足部先天畸形矫形的治疗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在全国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参与《实用血管外科学》、

《局部解剖与手术学》、《显微外科修复学》三部专著的编写工作，获得多项省、

市科技进步奖。研究方向：手足部肿物切除术后组织缺损的治疗方法，手足部肌

腱损伤的修复方法研究。

8. 蔡相军，男，1961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普外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干细胞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

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普通外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胃肠外科学

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东北三省肠外肠内营养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等职，是吉林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

师。承担辽宁省科学技术项目 2项，多篇论文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荣获军队医

疗成果二等奖 1项。研究方向：胃肠肿瘤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甲状腺、乳腺、

疝与腹壁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微创外科。



9.颜鸿飞，男，1963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主任医师。

现任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肿瘤重点实验室带头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执委、辽宁省

医学会理事会理事、沈阳市防痨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沈阳

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沈阳市抗癌协会会长、理事长。主

持和参与辽宁省公益基金项目、辽宁省科技项目、沈阳市

科技项目 11 项。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发表学术期刊多篇，其中 SCI

收录 1篇，主编和参编多部专业书籍。研究方向：肺部肿瘤的临床研究。

10.韩毅，男，1963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所在单

位职务：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兼泌尿外科主任。所属二

级学科/领域（泌尿外科/外科学）。1986 年于锦州医学院

获得医学学士学位，2009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泌尿外科

学博士学位。荣誉称号：泌尿外学科带头人、沈阳市第六届

优秀专家，沈阳市创新型领军人才。现任中国老年医学会机

构管理分会常委，中国医促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泌尿外科专

家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第四届结石病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主持科研课题 4 项，参与省市科研课题 8 项，目前主持

在研课题 1项。获得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主编出版学术著作 1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 篇。所在科系是沈阳市临床重点专

科，主要开展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治，尤其是泌尿系统结石的微创治疗以及预防

的相关研究。

11.柳青，男，1967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所在单

位职务：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泌尿

外科学/外科学。199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大学获得医疗系学

士学位。荣誉称号：辽宁省第六届“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

次人才；沈阳市领军人才，享受沈阳市政府特殊津贴。现任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东北地区尿石症防



治基地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辽宁省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秘书长；

中华医学会辽宁省泌尿外科学分会结石学组副组长；辽宁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

泌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目前主持沈阳市课题 1项，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2项；沈阳市科技成果 2项。出版学术著作 1部。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篇，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1篇。

其所在科室以尿路结石的诊断、手术治疗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为主要研究方向。

擅长经皮肾镜、输尿管镜治疗肾、输尿管结石；各种复杂性泌尿系统结石的综合

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经尿道微创手术；精囊前列腺炎精囊镜诊治；肾、输尿管、

膀胱肿瘤的根治性手术；泌尿系统腹腔镜手术。研究方向：微创手术治疗泌尿外

科疾病。

12. 刘永煜，男，1965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院长 胸外科主任。胸外科/外科学。

199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外科学硕士学位。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百千万人

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现任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

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副主席 东北联盟主席，中国抗癌协会

纵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辽宁省抗癌

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

委员，《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杂志编委。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

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1项。获辽宁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三项，辽宁省科学技

术三等奖一项。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累计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 19 篇，影

响因子 107.114

在国内较早开展食管癌现代胸腹二野淋巴结清扫以及颈胸腹三野淋巴结清

扫术。在国际上首次报道食管癌 Ivor Lewis 手术新型吻合术（T 型吻合），其

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4 年 12 月美国 The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杂志。较

早开展肺癌微创手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先后两次举办大型手术表演，与国际、

国内知名胸外科专家同台进行现场胸腔镜微创手术演示。率先在国内开展应用电



磁导航支气管内镜（ENB）标记定位肺局部精准切除及经支气管镜超声引导纵隔

和肺内肿物针吸活检术（EBUS-TBNA）实现术前精准分期。在国内率先开展多基

因检测方法，为肺癌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简单敏感的检测技术，优化了

EGFR、ALK 等单个基因检测技术，首次发现：外科手术可影响 EGFR 突变丰度变

化。结果发表于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IF:10.336)等杂志。在 2016

年奥地利维也纳 WCLC 首次报道肺静脉血中 EGFR 突变丰度显著高于外周血。在

2018 年肺癌大会首次报道对于早期肺癌应用 3D 单孔胸腔镜对比传统 2D 单孔胸

腔镜进行肺段切除术，可显著缩短手术时间。

13.任翼，男，1977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市第十人民医院 胸外一科主任。胸外科学/外科学。201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胸外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抗癌

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胸壁外科联盟 副主

席，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胸部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

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胸外科学

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兼秘书，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

年委员会 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委。目前主

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 9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5篇。精通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等胸外科常见肿

瘤和普胸外科复杂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肺小结节的鉴别诊断及个体化治疗，在

肺癌术前精准分期和局部晚期肺癌的扩大根治上颇有建树。特别擅长胸部疾病的

微创外科治疗。在省内率先开展单孔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胸腹腔镜联合全程微

创食管癌切除术；单孔胸腔镜下纵膈肿瘤切除术；剑突下胸腺瘤切除术；tubeless

（非插管）保留自主呼吸单孔胸腔镜肺切除术等复杂胸外科手术。



14.袁和学，男，1976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现任

沈阳市肛肠医院肛肠外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外科学/肛肠外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全

国肛肠学科名专家，沈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中

国医师奖”，“沈阳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优秀科

技工作者”，“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青

年岗位能手”， 沈阳市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沈阳市医

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

作二十余年，曾先后到英国圣马克医院（St.Marks hospital）、广州、南京、

天津等地进修学习。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大肠肛门病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

结合大肠肛门病委员会 IBD 学组专家组成员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中国炎症性肠

病联盟肛周病变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消化道外科专业委

员会员；辽宁省中医药肛肠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肛肠病预防与康复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大肠肛门病委员会委员。发表国家级及

核心论文 20 余篇，主编《肛肠保健与疾病诊治》、《肛肠病知多少》2部著作、

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主持省级课题 3项，现在研课题 2 项、主持沈阳市科技局

项目 1 项。获辽宁省医学科技奖 1 项。擅长肛肠外科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断和

微创无痛治疗。研究方向：肛肠疾病的微创无痛治疗，复杂性肛瘘的治疗对肛门

功能保护的研究。

15. 田雅光，女，1979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所在单

位职务：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所属临床医

学/外科学。2012 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获得

外科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

青年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医学与

艺术学组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

分会新技术学组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

建专业委员会美容外科学分会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美容外科专



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现任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整形美容专业分委会

脂肪学组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美容整形外科学》杂志编委。目前主持辽宁省

科技厅项目 1 项。参编出版学术著作 6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擅长面部年轻化手术、眼综合整形、鼻综合整形、

脂肪移植、射频溶脂、激光溶脂、唇裂 II 期畸形修复、耳畸形修复、乳房整形、

体表肿瘤及瘢痕治疗、妇科整形、微创面部年轻化治疗、腋臭治疗等。研究方向：

创面修复与瘢痕研究。

16. 陈广泉，男，196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现

任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肿瘤外科博士。198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分会第

八届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分会第七届胃肠学组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辽宁省医学

会血管外科分会第四届委员，辽宁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

专家，辽宁省劳动力及伤残鉴定专家库专家，《中华疝和

腹壁外科杂志（电子版）》特约编委，《现代康复杂志》编委。从事普外临床工

作 31 年，现主持和承担市级课题 2项，获得市政府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项。在

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6篇，研

究方向：消化道肿瘤的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