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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 9 项 

202001-01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中药上市后评价关键技术及开放创新平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广东省中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  石家庄市中医院  

谢雁鸣  唐旭东  李馨龄  王志飞  史录文  王连心  黎元元  庄严  刘峘  温泽淮   

阎博华  杨薇  赵玉斌  廖星  姜俊杰 

202001-02  药用植物亲缘学理论创新与应用实践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大连交通大学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肖培根  李旻辉  郝大程  何春年  许利嘉  彭勇  郭宝林  陈四保  刘海涛  刘昭华   

吴庆江 

202001-03  扳动类手法治疗常见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应用及机理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立国  张军  银河  于杰  魏戌  陈明  杨克新  王金贵  尹逊路  展嘉文  冯敏山   

高景华  林定坤  卢敏  孙树椿 

202001-04  常见功能性胃肠病“脑肠同调”治法创新研究与推广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天津市南开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魏玮  刘凤斌  杨洋  方继良  唐艳萍  张北平  时昭红  苏晓兰  侯秋科  王欣  史海霞  

杨俭勤  刘涛  刘登科  牛然 

202001-05  中医药稳心合律的理论内涵创新及网络效应机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商洪才  邢雁伟  李毅刚  华伟  赵步长  吴爱明  杨欣宇  李敏  陈钰  高永红  郑蕊   

张晓雨  李威  李洁 

202001-06  益气逐瘀法（参元益气活血胶囊）对缺血性心脏病的心肌保护作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市中医研究所  

刘红旭  尚菊菊  周琦  李爱勇  来晓磊  李享  邢文龙  周明学  仇盛蕾  褚福永  佟彤  

胡馨 

202001-07  基于状态辨识的中医智能化四诊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  天津慧医谷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大学  

李灿东  董玉舒  李绍滋  林雪娟  杨朝阳  周常恩  杨雪梅  赖新梅  李慧  张佳   

赵亮  甘慧娟  罗志明  朱龙  吴长汶 

202001-08  基于类方功效表达及体内成分代谢的关黄柏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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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王喜军  孙晖  张爱华  闫广利  韩莹  孟祥才  王慧玉  李先娜  邱时  张天雷 

202001-09  以功效成分群为关键质量目标的中成药智能制造技术体系创建及应用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苏州泽达兴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肖伟  章晨峰  王振中  刘雪松  陈勇  李页瑞  吴云  包乐伟  王团结  徐芳芳  张欣   

陈永杰  刘岩  刘洋 

 

二等奖 21 项 
202002-01  中医标准化若干理论与方法的创建及应用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郭义  李振吉  陈泽林  赵雪  桑滨生  翟伟  何丽云  李桂兰  杨毅  陈波  

202002-02  基于表型特异性的道地药材鉴别及品质保障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  天津大学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昆明理工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贵州中医药大学    

郭兰萍  黄璐琦  高文远  王晓  詹志来  康传志  李霞  杨野  周良云  周涛   

202002-03  中药药效物质多模态辨识方法及其工业转化应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大学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医药大学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赵筱萍  王毅  唐仁茂  张晗  秦林  王小莹  唐海涛  钱景  马继梅  陈晓玲  

202002-04  清肠栓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理论创新和机制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胡鸿毅  林江  龚雨萍  袁建业  唐志鹏  郝微微  孙博云  王师英  朱凌宇  费晓燕   

202002-05  针刺促进中风后神经功能重建的机制研究与临床应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望奎县中医院   

王东岩  孙晓伟  杨添淞  孙忠人  蔡国锋  王健  王春霞  周海纯  王玉琳  李涛  

202002-06  含砷中药复方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创新模式建立及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麻柔  胡晓梅  许勇钢  徐述  杨秀鹏  王洪志  周庆兵  高飞  李 柳  付中学  

202002-07  骨痿“虚瘀”理论的构建及益气温经法干预 PMOP 的研究与应用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史晓林  刘康  孙秋华  吴连国  何桂娟  袁一峰  黄小生  梁博程  毛一凡  杨依然 

202002-08  中药分子鉴定技术的开发研究与推广应用  

暨南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曹晖  邵鹏柱  晁志  张英  吴孟华  马志国  毕培曦  张睿蕊  丁大鹏  田恩伟 

202002-09  术后腹腔粘连活血通腑治法确立阐释及验证运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  

曾莉  李文林  卞尧尧  钱海华  毛春芹  杨丽丽  颜帅  朱建光  毕蕾  陈红锦  

202002-10  基于中医整体观小儿外感发热治疗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

究所  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庄玲伶  戎萍  崔晓兰  李立新  于春江  邢泽田  田涵雯  赵宏伟  王春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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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1  基于“脾虚失运”核心病机应用健脾方药治疗慢性胃病的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  

黄穗平  余绍源  张望  胡学军  王静  张海燕  叶振昊  钟子劭  罗仕娟  邝宇香 

202002-12 广西桂派推拿治疗痛症的传承与应用推广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唐宏亮  韦贵康  徐光耀  何育风  韩杰  庞军  黄锦军  王开龙  雷龙鸣  梁英业   

202002-13  敦煌医学体系构建及转化应用  

甘肃中医药大学  

李金田  史正刚  李应存  梁建庆  王继龙  严兴科  段永强  刘喜平  蔺兴遥  任真  

202002-14  王琦国医大师“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构建与临床实践  

北京中医药大学  

倪诚  王琦  李英帅  郑燕飞  王济  骆斌  姚海强  李玲孺  杨正  刘振权   

202002-15  基于“筋骨平衡”理论“三位一体”中医药技术防治下肢骨关节疾病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四川省骨科医院  北京市隆福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

院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市门头沟区中医医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医医院   

王庆普  陈兆军  马玉峰  吴俊德  陈卫衡  祁印泽  时宗庭  于栋  吴忌  杨黎黎   

202002-16  基于县域中医流派特色的膏方标准化体系推广应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阴附属医院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花海兵  龚伟  陈国宝  夏秋钰  袁保  缪敏洁  缪黎玮  俞敏 

202002-17  燕赵高氏调督系列针法的传承创新与临床应用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王艳君  崔林华  张丽华  李艳红  谢素春  邢潇  梁燕 

202002-18  半夏等天南星科有毒中药炮制解毒共性规律、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示范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仟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吴皓   郁红礼   吴纯洁   张振凌   江云   陈劲松   崔小兵   刘玉杰   王一硕   张莉 

202002-19  一类中药新药“金水宝”质量提升产业化关键技术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陈丽华  杨明  管咏梅  钟承赞  朱卫丰  周玉春  黄慧莲  李进进  刘波  金晨 

202002-20  类风湿关节炎“血瘀”机制及活血化瘀法的应用研究  

广东省中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黄清春  黄闰月  周颖燕  储永良  陈秀敏  何晓红  潘峰  夏璇  接力刚  王茂杰 

202002-21  《糖尿病家庭医学全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梁晓春  吴群励  屈岭  杨丹  孙青  张倩  景光婵  石玥  刘伟 

 

三等奖 35 项 
202003-01  中药活性成分发现、制备与评价关键技术及应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本草天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冯育林  杨世林  李志峰  欧阳辉  何明珍  张武岗  饶小勇  王琦 

202003-02  《诸病源候论》导引法研究及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  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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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刚  曹洪欣  雷燕  宋军  姜秀新  逯波  张明亮  吴晓霞  

202003-03  视网膜色素变性虚中夹瘀病机及补虚活血干预的系列研究与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彭清华  李传课  秦裕辉  杨毅敬  徐剑  彭俊  颜家朝  蒋鹏飞   

202003-04  孙同郊教授治疗肝病学术思想传承与实践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西南医科大学  

汪静  魏嵋  刘鹏  李志  朱晓宁  米绍平  李万平  孙同郊   

202003-05  海派徐氏儿科防治小儿哮喘的作用机制及临床研究  

上海市中医医院  

虞坚尔  薛征  朱慧华  白莉  李利清  吴杰  张新光  刘斐   

202003-06  干细胞修复、基因治疗与中药干预相结合治疗中枢神经变性损伤的系列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静娴  闻庆平  孔亮  李红艳  高鹏  张囡  康廷国  闫宇辉   

202003-07  运用特色诊疗技术延缓慢性肾脏病进展的临床应用与推广  

重庆市中医院  

熊维建  张玲  钟锦  杨敬  黎颖  丁伟森  雷蕾 

202003-08  全国名中医陈民藩教授肛瘘诊治技术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石荣  王菁  梁瑞文  陈民藩  黄娟  陈祖清  吴许雄 

202003-09  清燥润肺防治雾霾对燥邪犯肺型慢阻肺影响的实验研究  

烟台市中医医院  

张金波  张雷  李史清  孙丽  陈艳霞 

202003-10  肝硬化及其腹水的病证结合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  

刘成海  陶艳艳  赵志敏  彭渊  杨涛  邢枫  冯年平  吕靖  

202003-11  补肾法为主促进多发性硬化免疫稳态重建和神经功能康复的作用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  

樊永平  王蕾  赵晖  杨涛  张星虎  李康宁  郑琦  刘妍   

202003-12  基于燕山、太行山区域特色的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示范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  

裴林  郑玉光  谢晓亮  田艳勋  赵建成  何培  李琳  温春秀  

202003-13  从脾肾相关理论研究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及中药干预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黄宏兴  万雷  黄红  李颖  张志海  柴生颋  王广伟  柴爽  

202003-14  咳嗽证因辨治规律及风邪伏肺创新理论的科学内涵与临床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史利卿  马建岭  季坤  李扭扭  林彬  温绍惠  王丽云  吴晓红  

202003-15  健脾化湿通络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及作用机制研究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健  黄传兵  黄旦  龙琰  谌曦  汪元  万磊  曹云祥  

202003-16  秦皮滴眼液治疗干眼症的疗效及对炎性因子表达的影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刘新泉  董志国  周昕  张殷建  江丹  杨铭  王大虎  胡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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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  基于“以皮治皮”理论探讨痤疮治疗的基础研究及临床推广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朱明芳  鞠强  杨柳  魏露  吴淑辉  杨柳  杨逸璇  张曦   

202003-18  芪冬活血饮及其有效成分治疗急性肺损伤的分子机制及临床应用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蔡宛如  马春芳  洪辉华  徐丽颖  陈晔  李敏静  董雷 

202003-19  “肾病治脾理论”在慢性肾脏病的临床应用与机制研究  

深圳市中医院  

李顺民  熊国良  李雨彦  卢建东  陈剑平  张尚斌  刘新辉  汪东涛   

202003-20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中医综合疗法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金星  师伟  刘瑞芬  陈磊  王丽  梁娜  王宪  武志娟   

202003-21  板蓝根抗病毒药效物质基础及提取分离产业化关键技术  

南京中医药大学  

何立巍  李祥  孙东东  肖平  陈建伟  范方田  吴红雁  侯宪邦 

202003-22  名医传承信息化关键技术与中医医案知识服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李宗友  王映辉  李敬华  于琦  于彤  田野  朱玲  王一萌   

202003-23  中药新药降脂通络软胶囊创新研制及产业化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特利  姜国志  李英丽  张岩岩  牛金伟  李菲  刘艳丽  丁艳谱   

202003-24  洪广祥国医大师肺系疾病诊疗学术思想整理与挖掘  

江西中医药大学  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刘良徛  洪燕  薛汉荣  兰智慧  张元兵  朱伟  余建玮  王丽华  

202003-25  基于皮部络脉理论的中药干预儿童病毒性肺损伤保护机制及循证验证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王雪峰  张秀英  常一川  杨鸫祥  吴振起  崔振泽  孙克兴  暴春晓  

202003-26  基于“癥瘕理论”的消渴筋痹中医研究平台的构建及方案的推广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浏阳市中医医院  开封市中医院  

范冠杰  李靖  陆灏  周月红  姚沛雨  王世东  魏华  罗露露  

202003-27  筋骨并重原则下腰背肌锻炼的智能化研究与临床应用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曹向阳  张作君  张向东  张志杰  赵移畛  杨超凡  范克杰  王博 

202003-28  中药材大品种夏枯草综合开发的关键技术创建与产业化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  

林丽美  夏伯候  廖端芳  林艳  李亚梅  吴萍  张智敏  庹勤慧  

202003-29  中药宏观质量评价与控制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应用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刘文龙  贺福元  张喜利  唐宇  刘瑞连  杨岩涛  肖美凤  刘平安  

202003-30  智能生产模式及集成检测体系在中药配方颗粒中的创新应用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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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  国药种业有限公司  

程学仁  曹礼忠  潘华峰  王继永  魏梅  毛福林  李定发  孙冬梅   

202003-31  基于研究型门诊的真实世界中医肝病临床研究体系构建与应用 

湖北省中医院  

李晓东  吴辉坤  肖明中  陶军秀  任朦  徐曦  王军  李慧   

202003-32  基于肺络构效和肺热络瘀理论的淸络饮协调 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干预特发性

肺纤维化机制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  

庞立健  吕晓东  王琳琳  臧凝子  刘创  丛国倩  焦蕊  杨丽  

202003-33  基于玄府理论的"风药开玄"法防治心脑疾病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杨思进  白雪  江涌  罗钢  李作孝  赵军宁  董丽  王饶琼   

202003-34  膝骨性关节炎软骨修复的微环境调控研究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天津医院  

刘爱峰  王平  张君涛  张超  樊官伟  马剑雄  张晓宇  张宇 

202003-35  《中医药进校园系列科普读物（丛书、微课程、儿童读物）》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李赣  何文忠  黄景山  陆玲娟  平立  张彤  陶建生  李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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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政策

研究奖获奖项目名单 

 
ZC2020-01  基于中医药国际发展的中药欧盟注册政策研究与应用实践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邹文俊  瞿礼萍  李伯刚  汤贯光  曾南  罗燕 

ZC2020-02  DRG 付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暨支付和评价在中医机构的探索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刘东国  杜琨  杨国旺  牛晓暐  汪红兵  宣雅波  徐佳  方艳华  黄筱蕾  李尧  江琪 

李屏 

ZC2020-03  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发展模式研究与示范  

中国中医科学院  兰州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赵宇平  罗臻  刘映前  李军德  邱玏  安晓玲 

ZC2020-04  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评价  

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大品种联盟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中医药大学  

李耿  杨洪军  李振坤  张秀梅  李文姗  聂鹤云  程春雷  程煜华  刘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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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学术

著作奖获奖著作名单 

 

一等奖 5 部 

XS202001-01  《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医药防治》  

牛建昭  贲长恩  李彧  李健  何明 

XS202001-02  《路志正风湿病学》 

路志正  姜泉  张华东  韩曼  唐晓颇 

XS202001-03  《岭南医学史（上、中、下、图谱册）》 

刘小斌  郑洪  陈凯佳  余洁英  余泱川 

XS202001-04  《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第三辑）•王永炎中医心脑病证讲稿》 

郭蓉娟  张允岭  王嘉麟  邢佳  谢颖祯 

XS202001-05  《河南古代医家经验辑》 

许二平 

 

二等奖 9 部 

XS202002-01  《婴童卮话》  

王烈  孙丽平 

XS202002-02  《仝小林经方新用十六讲》  

仝小林  周强  赵林华  刘文科  彭智平 

XS202002-03  《黄煌经方使用手册》 

黄煌 

XS202002-04  《痧证文献整理与刮痧现代研究》 

杨金生  王莹莹 

XS202002-05  《腰椎间盘突出症——重吸收现象与诊疗研究》 

姜宏  刘锦涛  俞鹏飞  马智佳  许耀丰 

XS202002-06  《中医生命哲学》  

张其成 

XS202002-07  《中药炮制化学》  

贾天柱  许枬  鞠成国  史辑  张振秋 

XS202002-08  《韩冰奇经八脉辨治妇科病理论与临床》 

宋殿荣  韩冰  郭洁  王雅楠  张崴 

XS202002-09  《现代中医疫病学》 

何清湖  袁长津  刘朝圣  肖碧跃  艾碧琛 

 

三等奖 3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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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202003-01  《常见风湿骨病针刀规范治疗》  

王海东  田雪梅  李伟青  王爱华  刘雪君 

XS202003-02  《甄氏中医祖传实录》  

甄生联  甄淑媛 

XS202003-03  《<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  

周云逸 

XS202003-04  《福建历代名医学术精华》 

刘德荣  邓月娥  陈玉鹏  彭榕华  温建恩 

XS202003-05  《实用美容美体针灸术》 

李芳莉 

XS202003-06  《张喜奎伤寒临证九论》 

张喜奎  朱为坤 

XS202003-07  《儿科各家学说及应用》 

俞景茂  李岚  陈华 

XS202003-08  《常见病外治疗法丛书》 

刘万里  钮晓红  王旭  艾炳蔚 

XS202003-09  《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中医特色疗法》  

李惠林 

XS202003-10  《<老医秘验>米寿名家胡永盛六十载临证录》 

粟栗  苏鑫  王迪  张文风  赵书锋 

XS202003-11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肾病与泌尿科分册》  

邱模炎  闫二萍  金轶  杨洪涛  余仁欢 

XS202003-12  《医林翰墨》  

魏治平  谢恬  程海波  柴可群  吕宾 

XS202003-13  《浙江优势药用资源研究》 

江凌圳  竹剑平  王英  盛增秀  高晶晶 

XS202003-14  《华廷芳学术经验集》 

李敬孝  华世文  乔羽  柳成刚  姜德友 

XS202003-15  《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诊疗学》 

武蕾  张勇  马蕴蕾  祁志敏 

XS202003-16  《中药临床试验设计实践》 

胡思源  马融  钟成梁  杨娜  魏剑平 

XS202003-17  《民国名中医临证教学讲义选粹丛书》 

孟凡红  杨建宇  李莎莎  候酉娟  郎朗   

XS202003-18  《中医药文化学》  

洪蕾  

XS202003-19  《黄金昶肿瘤专科二十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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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昶 

XS202003-20  《艺术中医》  

冯前进  刘润兰 

XS202003-21  冠心病中西医结合系列专著《冠心病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学》《冠心病中西医

结合药物治疗学》  

杜廷海  牛琳琳  程江涛  朱初麟  陈鹏 

XS202003-22  《中药材活性成分化学结构图集》 

侯小涛  邓家刚  刘布鸣  杜成智  周江煜  

XS202003-23  《难治性心血管病的诊疗与实践》 

陈伟  何建成 

XS202003-24  《老医真言》  

王辉武 

XS202003-25  《中医继承创新心悟》 

李配富 

XS202003-26  《卵巢早衰的中医药防治》 

张玉珍  史云  赵颖  廖慧慧 

XS202003-27  《脊柱推拿的基础与临床》（第二版） 

李义凯 

XS202003-28  《国医大师尚德俊》  

陈柏楠  秦红松  刘明  刘政  郝清智 

XS202003-29  《海上名医张元鼎流派研究》 

朱凌云  张树瑛 

XS202003-30  《专家解答痔疮》  

杨巍  陆宏  郑德  汪庆明  张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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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青

年创新人才及优秀管理人才奖获奖者名单 

 

中青年创新人才 9位： 

CXRC2020-01  湖南中医药大学 蔡雄 

CXRC2020-0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吕诚 

CXRC2020-03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子峰 

CXRC2020-04  中日友好医院 张维库 

CXRC2020-05  解放军总医院医疗保障中心 张萍 

CXRC2020-06  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军 

CXRC2020-07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田贵华 

CXRC2020-08  成都中医药大学 徐世军 

CXRC2020-09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王彬 

 

优秀管理人才 7位： 

GLRC2020-01  河北省中医院 孙士江 

GLRC2020-02  河南省中医院 崔应麟 

GLRC2020-0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周华 

GLRC2020-04  广东省中医院 林美珍 

GLRC2020-05  北京中医药大学 史渊源 

GLRC2020-06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明军 

GLRC2020-07  金木集团有限公司 钮立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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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岐黄

国际奖获奖者名单 

 

 

 

 

 

 

 

 

 

 

 

 

 

 

 

 

 

 

 

 

 

 

 

 

 

 

QH2020-01 

King’s College London (KCL),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Qihe Xu 

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  徐启河（英国） 

QH2020-02 

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ufts 

Medical Center, Boston. USA 
Chenchen Wang 

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塔夫茨医

学中心 
 王琛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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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李时珍医药创新奖获奖者名单 

  

 

LSZ202001 河北省中医院  李佃贵 

LSZ202002 广东省中医院  林  毅 

LSZ202003 首都医科大学  高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