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2022 年统招博士研究生导师联系方式

（一）学术学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工作单位及部门 工作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071003 生理学 武宇明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13831155501 wuyum@yahoo.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071003 生理学 王升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18832115988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071003 生理学 袁芳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13833105518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071003 生理学 马会杰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lily564300@163.com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王升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18832115988

071006 神经生物学 史海水 河北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 18031124163

071006 神经生物学 袁芳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13833105518

071006 神经生物学 张杰 厦门大学 18250881316 jiezhang@xmu.edu.cn

071006 神经生物学 张凡 河北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 0311-86266347 zhangfan86@126.com

071006 神经生物学 武胜昔 空军军医大学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13991121618 shengxi@fmmu.edu.cn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吕品 河北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13933182856 lvpin@hebmu.edu.cn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聂磊 河北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 15100313798 leinie@hebmu.edu.cn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郑斌 河北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 0311-86265563 doublezb@sina.com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孙绍光 河北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 sunshaoguang00@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崔慧先 河北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cuihxf@126.com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石葛明 河北医科大学神经生物研究室 shigm369@163.com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王磊 河北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0311-86261246 wangleilion1@126.com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Gary Paul Duffy 爱尔兰国立戈尔韦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

0311-86266548 助理导

师：马隽
junmahmu@163.com

100102 免疫学 魏林 河北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 0311-86261191 weilin21@sina.com

100102 免疫学 李苗 河北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 18733146907 lmiao0214@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2 免疫学 马翠卿 河北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 13803397572 macuiqing@hebmu.edu.cn

100102 免疫学 赵连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科研中心 0311-86095290 lianmeizhmail@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2 免疫学 桑梅香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科研中心 0311-66696220 mxsang@hotmail.com

100102 免疫学 王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8531115723 wangling2016uw@126.com

mailto:junmahmu@163.com


100102 免疫学 曾瑞红 河北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 0311-86266480 1937149518@qq.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2 免疫学
Matthew Dallas

Griffin
爱尔兰国立戈尔韦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

0311-86266548 助理导

师：马隽
junmahmu@163.com

100103 病原生物学 谭文杰 中国疾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技术中心
13833189452 助理导师：

揣侠
tanwj@163.com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史永红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647 yonghongshi@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刘淑霞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 13831105810 shuxialiu@hebmu.edu.cn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邢凌霄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研究室 0311-86265587 xinglingxiao@hotmail.com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郝军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 0311-86265724 haojun2004@hotmail.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赵松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 13653312160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申海涛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研究室 18633070250 haitaoshen78@hotmail.com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丛斌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0311-86261150 hbydcongbin@126.com

只接收申请

考核考生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张敏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hebmuzhangmin@163.com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许顺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 18633889913 sjxu66@sina.com

100105 法医学 李淑瑾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0311-86261150 shujinli@163.com

100105 法医学 丛斌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0311-86261150 hbydcongbin@126.com
只接收申请

考核考生

mailto:junmahmu@163.com


100105 法医学 李英敏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病理教研室 0311-86261004 liyingmin888@126.com

100105 法医学 丛斌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0311-86261150 hbydcongbin@126.com
只接收申请

考核考生

100105 法医学 黄平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病理研究室 021-52367986 huangp@ssfjd.cn

100105 法医学 马春玲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毒物教研室 0311-86266334 chunlingma@126.com

100105 法医学 文迪 河北医科大学法医毒物教研室 0311-85917997 wendi01125@126.com

1001Z4 医学教育学 武宇明 河北医科大学 13831155501 wuyum@yahoo.com

1001Z4 医学教育学 张新平 河北省人民医院
13582019530/0311-85988

588
hbghzhang@126.com

1001Z4 医学教育学 张勤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010-65105909/010-65105

915
zhangqinpumc@hotmail.com

100201 内科学 唐熠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 tangyida@bjmu.edu.cn

100201 内科学 阎锡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一科
15803210959 xi_xin_yan@163.com

100201 内科学 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15803212979 xiaolanzh@126.com

100201 内科学 南月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 nanyuemin@163.com

100201 内科学 李玉坤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二科 lykun1962@163.com

100204 神经病学 张祥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15803210578 zhang6xj@aliyun.com

100204 神经病学 王玉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13501186298 wangyuping01@sina.cn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赵新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核医学科 xinm_zhao@163.com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

学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院党委/科研中心 baoenshan@hbydsy.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

学
赵建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 15803210790 zhaojh_2002@yahoo.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210 外科学 张英泽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创伤急救中心 yzling_liu@163.com
只接收申请

考核考生

100210 外科学 丁文元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 18533112333

100210 外科学 王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一科 doctorwf@yeah.net

100210 外科学 侯志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创伤急救中心 18533112800 drzyhou@gmail.com

100210 外科学 陈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创伤急救中心 surgeonchenwei@126.com

100210 外科学 王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二科 wangj_heb3y@163.com

100210 外科学 张迪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脊柱一科 18533112872

100210 外科学 黎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 15803210525

100210 外科学 谷军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 15175176523 gjffjg123456@163.com

100210 外科学 赵宗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3930466038 zzm69@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210 外科学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13331369926 zhangqfdoctor@163.com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王宝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研究所
hebwangbs@163.com



100214 肿瘤学 汪治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科（免疫） 13831195070 327369979@qq.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214 肿瘤学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治疗科 13803335932 sczhu1965@163.com

100214 肿瘤学 刘丽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科（免疫）（东） lihualiu567@hotmail.com

100214 肿瘤学 杨展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人才与学术交流中

心
13933101854 yangzhan@hebmu.edu.cn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
张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二科 18533112393 zjk20019@126.com

100217 麻醉学 王秀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科 18533112928 wangxl301@aliyun.com

100217 麻醉学 黄立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 15803213730

1002Z2 临床口腔医学 邓旭亮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8617961628 助理导师：

陈志宇
kqxfchen@163.com

1002Z2 临床口腔医学 刘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8617960885 助理导师：

刘春艳
liuchunyan0313@163.com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胡洁 河北医科大学 13933063316 huj3993@sina.com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康维钧 河北医科大学卫生检验学教研室 0311-86266834 kangwj158@163.com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牛凌梅 河北医科大学卫生检验学教研室 0311-86261043 lingmei622@126.com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贺宇彤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研究所 13903398303 hytong69@yahoo.com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李琦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防治所 13831155617 liqinew@aliyun.com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杨瑞馥 河北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15933118021 助理导师：

杨磊
leiyang1127@hotmail.com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杨海涛 河北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15373018204 haitaoyang@hebmu.edu.cn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
李增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 0311-85917003/85917108 lizengning@126.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
凌文华 河北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0311-86265601 助理导

师：刘文宣
lingwh@mail.sysu.edu.cn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张荣 河北医科大学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13933024632 rongzhang@hebmu.edu.cn

100405 卫生毒理学 郭会彩 河北医科大学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18931108951 huicaiguo@hotmail.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

础
张炜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zhangwei_wz59@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

础
孔德志 河北医科大学中药与中药药理教研室 13582025200 kongdezhi@hebmu.edu.cn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

床
吴以岭 河北以岭医院 15830976492 yiling@yiling.cn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

床
李晶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lijingtiger@163.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

床
贾振华 河北以岭医院 18503210608 jiatcm@163.com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

床
李琦 河北医科大学

15032818025 助理导师：

霍炳杰
hbj331@163.com

100701 药物化学 贾庆忠 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 13582338072 qizhjia@hebmu.edu.cn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701 药物化学 王磊 河北医科大学药物化学教研室 18630185996 wanglei_roy@hotmail.com



100702 药剂学 王静 河北医科大学无机物化教研室 0311-86266173 jingwang@home.ipe.ac.cn

100702 药剂学 李蒙 河北医科大学无机物化教研室 0311-86266072 limeng87@hotmail.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702 药剂学 向柏 河北医科大学药剂学教研室 13483128369 baixiang@hebmu.edu.cn

100702 药剂学 李春雷 石药集团研究院 13513210570 lcllib@126.com

100703 生药学 许彦芳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850 yanfangxu@hebmu.edu.cn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703 生药学 赵丁 河北医科大学生药学教研室 13803335829 zhaodingd@163.com

100704 药物分析学 王巧 河北医科大学药物分析教研室 0311-86266023 qiaowang89@163.com

100704 药物分析学 籍雪平 河北医科大学医用化学教研室 15833980679 xuepingji@126.com
只接收硕博

连读考生

100704 药物分析学 王明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临床药理研究部 0311-66696233 mxia_wang@163.com

100706 药理学 张海林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5565 zhanghl@hebmu.edu.cn

100706 药理学 王川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274 wangchuan@hebmu.edu.cn

100706 药理学 贾占峰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343 jiazf@hebmu.edu.cn

100706 药理学 杜肖娜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174 Du_xiaona@hotmail.com

100706 药理学 杲海霞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154 gaohx686@yahoo.com

100706 药理学 Nikita gamper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6154 合作导

师：杲海霞
N.Gamper@leeds.ac.uk/gaohx686@yahoo.com



100706 药理学 吕平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0311-86261031 lping77@hotmail.com

100706 药理学 李金波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骨科学 0311-86266024 jinbo_li@hebmu.edu.cn

（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指导教师 工作单位及部门 工作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105101 内科学 刘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一科 18633889667 dr.liuchao@hotmail.com

105101 内科学 谷国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一科 13833131539 guguoqiang72@163.com

105101 内科学 刘刚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 18633889897 cardio2004@163.com

105101 内科学 郑明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四科 18633889863 mzheng2020@163.com

105101 内科学 谢瑞芹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一科 15803212537 13230178060@163.com

105101 内科学 刘丽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内科 13831177920 Erin201310@163.com

105101 内科学 张敬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 18032227288 zhangjy69@163.com

105101 内科学 袁雅冬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二科
15803210960

105101 内科学 阎锡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一科
15803210959 xi_xin_yan@163.com

105101 内科学 蔡志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一科
zhigang_cai@163.com



105101 内科学 孟爱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内三科 13833116045

105101 内科学 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15803212979 xiaolanzh@126.com

105101 内科学 南月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 nanyuemin@163.com

105101 内科学 李胜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 13931185237 shengmianli2013@163.com

105101 内科学 冯志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15803210958 zhijiefeng2005@163.com

105101 内科学 李玉坤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二科 lykun1962@163.com

105101 内科学 宋光耀 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 13930119808 sguangyao2@163.com

105101 内科学 陈树春 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13833166283 guang6701@sina.com

105101 内科学 房辉 唐山市工人医院内分泌二科 fanghui2818@126.com

105101 内科学 张松筠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 13323218861

105101 内科学 徐金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肾内科 xjs5766@126.com

105101 内科学 赵彩彦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感染科 18533112898 zhaocy2005@163.com

105102 儿科学 张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儿科 18533112975

105104 神经病学 张祥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15803210578 zhang6xj@aliyun.com

105104 神经病学 刘晓云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13191887318

105104 神经病学 刘亚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lyldoctor@163.com



105104 神经病学 王贺波 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3582131890

105104 神经病学 顾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18633889939 gpwh2000@126.com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王育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18633889983 wangyumei19771021@hotmail.com

105107 急诊医学 董士民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医学科 18533112992 dsm_123@163.com

105108 重症医学 胡振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 13933856908 syicu@vip.sina.com

105111 外科学 刘俊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外科 13931152296 13931152296@163.com

105111 外科学 田子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外科 18531118000 tizq12@vip.163.com

105111 外科学 黎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 15803210525

105111 外科学 张爱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泌尿外科 13930409899 z13930409899@163.com

105111 外科学 赵宗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3930466038 zzm69@163.com

105111 外科学 王贵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胃肠外科 0311-88603601 13932186739@139.com

105111 外科学 赵增仁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 zzr-doctor@163.com

105111 外科学 耿翠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13503216325 gengcuizhi@hotmail.com

105111 外科学 刘运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13703297890 lyj818326@126.com

105111 外科学 齐义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13932153600

105111 外科学 侯森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 15803219882 housenlin2006@126.com



105111 外科学 马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13932116886 mali1021@126.com

105111 外科学 宋振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13739745699 songzhch@hotmail.com

105111 外科学 张庆富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13331369926 zhangqfdoctor@163.com

105112 儿外科学 徐伟立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外科 15369121068 drxu9916@163.com

105113 骨科学 张英泽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创伤急救中心 yzling_liu@163.com
只接收申请

考核考生

105113 骨科学 丁文元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 18533112333

105113 骨科学 王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一科 doctorwf@yeah.net

105113 骨科学 侯志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创伤急救中心 18533112800 drzyhou@gmail.com

105113 骨科学 齐向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湘江院区骨科 18533112319

105113 骨科学 王林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一病区 18533112867

105113 骨科学 王鹏程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创伤与急救 18533113088

105115 妇产科学 黄向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 huangxh2003@163.com

105115 妇产科学 康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 13832325100 ksjq62cn@sina.com

105115 妇产科学 张正茂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 13933129926 1356606@vip.sina.com

105115 妇产科学 辛虹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产科 15803210560 xh_hbyd@163.com

105116 眼科学 尚庆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 13582199977 qinglishang2013@sina.cn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王宝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研究所
hebwangbs@163.com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宋冬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 18633889935

105118 麻醉学 王秀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科 18533112928 wangxl301@aliyun.com

105118 麻醉学 王秋筠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科 18533112929 13933178001@163.com

105118 麻醉学 黄立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 15803213730

105119 临床病理 刘月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病理科 13673139305 annama@163.com

105121 肿瘤学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院党委/科研中心 baoenshan@hbydsy.com

105121 肿瘤学 汪治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科（免疫） 13831195070 327369979@qq.com

105121 肿瘤学 刘丽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科（免疫）（东） lihualiu567@hotmail.com

105121 肿瘤学 左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 13831192024 hebeizuojing@163.com

105122 放射肿瘤学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治疗科 13803335932 sczhu1965@163.com

105122 放射肿瘤学 王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一科 13931182128 wangjunzr@163.com

105123 放射影像学 耿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影像科 15803210615 1980756261@qq.com

105124 超声医学 王岳恒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超声科 13313010189 wyhucg@sina.com

105125 核医学 赵新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核医学科 xinm_zhao@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