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百场巡讲 

讲师名单 
编号 姓名 单位 所属分会/学（协）会/单位 

1 王晓鸣 浙江省中医院 

儿科分会 

2 段玲玲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 任昱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 

4 李国芳 杭州市中医院 

5 董小双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6 洪佳璇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7 吴慧芬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8 连俊兰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9 施亚男 建德市妇幼保健院 

10 陈蓓华 宁波市鄞州区固元堂中医门诊部 

11 毕美芬 上海龙华医院宁波分院镇海区中医医院 

12 王建敏 乐清市中医院 

13 奚秀珠 平湖市新仓镇中心卫生院 

14 蒋燕华 绍兴市中医院 

15 倪晓红 绍兴市中医院 

16 沈昱颖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 

17 侯春光 诸暨市中医医院 

18 周芳 诸暨市中医医院 

19 王信利 诸暨市中医医院 

20 赵西斌 嘉兴市中医医院 

21 李宗起 嘉兴市中医医院 

22 刘丽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23 程志源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24 刘军芳 江山市妇幼保健院 

25 徐复娟 常山县人民医院 

26 刘志勤 丽水市中心医院 

27 沈荣妫 庆元县中医院 

28 汤军 浙江省中医院 

体质分会 

29 魏澹宁 浙江省中医院 

30 陆洪品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 管月帆 杭州市中医院 

32 骆乐 杭州市五云山疗养院 

33 钱玥 杭州市五云山疗养院 

34 陈璐佳 宁波市中医院 

35 邓艳华 宁波市中医院 

36 林朝阳 宁海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37 丁自娟 宁海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38 叶时龙 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 

39 崔敏 德清县中医院 

40 潘红明 长兴县中医院 

41 寿越敏 绍兴市中医院 

42 吴山永 嘉兴市中医医院 

43 洪华 金华市中医医院 

44 朱近人 义乌市中医医院 

45 赵波涛 天台县中医院 

46 陈军玲 天台县中医院 

47 黄立萍 舟山市中医院 

48 吴如飞 东阳市中医院 

49 卢巧英 东阳市中医院 

50 龚炳 舟山市中医院 

51 周倩茹 杭州市中医院 

妇科分会 

52 陈颖异 杭州市中医院 

53 贾梅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4 黄丽华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5 黄月颖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56 罗瑜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57 金玲丽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58 卢亦彬 温州市中医院 

59 林霞 永嘉县中医院 

60 孙永忠 金华市人民医院 

61 赵淑芳 东阳市人民医院巍山分院 

62 黄晓玲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全科医学分会 

63 蔡卫平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4 赖吉利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5 钟佩㚬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6 蒋小锋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7 章利娜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8 罗秀兰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9 姜晓丽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0 潘炉群 桐庐县中医院 

71 黄全海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72 秦笑芙 瑞安市玉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3 丁美贤 平湖市独山港镇中心卫生院 

74 祝新飞 遂昌县云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5 潘小青 松阳县象溪镇中心卫生院 

76 金明兰 浙江省中医院 

科普分会 
77 周旭文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78 杨勇 杭州市中医院 

79 陈海玲 杭州市中医院 



80 郑肖 台州市中医院 

81 朱红 台州市中心医院 

82 施仁潮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营养与食疗分会 
83 叶美颜 浙江省中医院 

84 俞科岚 绍兴市中医院 

85 倪京丽 丽水市中医院 

86 陈理 浙江中医药大学 

内科分会 87 林海燕 杭州市富阳区中医院 

88 陈康 嘉善县中医医院 

89 张芯 浙江中医药大学 

睡眠与情志疾病分会 90 张蕾 杭州市中医院 

91 胡霖霖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92 吕立江 浙江中医药大学 

推拿分会 93 宋亮 杭州市萧山区特殊康复中心 

94 叶翛然 丽水市中医院 

95 杨黎 义乌市中医医院 丹溪学派研究分会 

96 蒋雪定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肝病分会 

97 陈亚萍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护理分会 

98 吴苏柳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老年病学分会 

99 占桂平 丽水市中医院 科普分会 

100 陆增生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名老中医经验与学术流派传承分会 

101 陈眉 浙江省中医院 脑病分会 

102 石伟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脾胃病分会 

103 傅晓骏 金华市中医医院 肾病分会 

104 厉金华 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桐杨居卫生室 外治分会 

105 廖瑞龙 庆元县中医院 西学中研究分会 

106 周帆 温州市中心医院 中医临床研究分会 

107 柯美华 桐庐县中医院 中医诊断与方剂学分会 

108 张卫军 兰溪市中医院 

兰溪市中医药学会 

109 陈静 兰溪市中医院 

110 齐芳芳 兰溪市中医院 

111 方叶佩 兰溪市中医院 

112 汤肖肖 兰溪市中医院 

113 詹建华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 杭州市中医药协会 

114 支韫弢 嘉善县中医医院 嘉兴市中医药学会 

115 韦林强 东阳市中医院 东阳市中医药学会 

116 潘海燕 义乌市中医医院 义乌市中医药学术研究会 

117 陈丽君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 

118 赵红梅 浙江省中医院 

119 徐丹妮 宁波市中医院 
宁波市中医院 

120 王伟珍 宁波市中医院 

121 田美鸣 庆元县中医院 
庆元县中医院 

122 吴凌霞 庆元县中医院 



123 傅熠骏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124 田蕾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125 王书琼 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26 陈益福 永嘉县乌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永嘉县乌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7 邵辉 兰溪市中医院 兰溪市中医院 

128 胡杨威 丽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丽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