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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审稿专家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１～１２期已顺利出版，各位审稿专家在一年中对本刊稿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为保证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付出了辛勤劳动。学报编辑和投稿作者有幸得到来自各位审稿专家的无私帮助，在

此，对下列审稿专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及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祝在新的一

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白　冲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呼吸内科

白春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

白如林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宝建中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病理科

毕建威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通外科

蔡　溱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蔡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

蔡剑鸣　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

蔡清萍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普通外科

蔡全才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蔡在龙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中心实验室

曹　江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

曹　阳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曹广文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流行病学教研室

曹志中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口腔科

柴逸峰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陈　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陈爱民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陈道峰　复旦大学药学院

陈华江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陈吉泉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呼吸内科

陈金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心血管内科

陈宁宁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超声诊断科

陈蕊雯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医学遗传学教研室

陈少萍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

陈生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

陈盛新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学教研室

陈思锋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陈万生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药材科

陈文钧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

陈振文　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程红岩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影像诊疗科

程黎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骨科

程树群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初同伟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骨科

褚仁远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眼科

丛文铭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理科

崔黎丽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无机化学教研室

戴建新　第二军医大学科研部国际合作肿瘤研究所

戴生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风湿免疫科

戴益民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新药评价中心

邓安梅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

邓光辉　第二军医大学护理系心理学教研室

丁学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董　艳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樊　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移植科

樊均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内科

范国荣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分析学教研室

范静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耳鼻咽喉科

范先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

方晓玲　复旦大学药学院

冯伟华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傅志仁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高　申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剂学教研室

高长青　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外科

高春芳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高霄飞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葛均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

葛荣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耳鼻咽喉科

苟三怀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顾明君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内分泌科

顾章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口腔科

管剑龙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风湿免疫科

管阳太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内科

郭葆玉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化药学教研室

郭剑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郭俊生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军队卫生学教研室

郭美丽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

郭慕依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

郭瀛军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医学遗传学教研室

韩　玲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放射医学教研室

韩焕兴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

韩天权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通外科

韩一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呼吸内科

何　成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何　金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病理科

何卫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病理科

何玉林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口腔科

贺　佳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贺大林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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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波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侯　健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血液科

侯铁胜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骨科

胡和平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消化内科

胡晋红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胡先贵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通外科

胡小吾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黄盛东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胸心外科

惠　宁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妇产科

霍克克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

嵇庆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外科

冀凯宏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江　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整形外科

蒋春雷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军事航海医学教研室

蒋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内科

蒋瑾瑾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儿科

焦炳华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金冶宁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科

景在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血管外科

喇端端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

黎怀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营养科学研究所

李　兵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呼吸内科

李　慧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内分泌科

李　莉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胸心外科

李　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李　玲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分析学教研室

李　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骨科

李　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肿瘤科

李　奇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骨科

李　强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呼吸内科

李　文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妇产科

李　由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眼科

李　珍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李东方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计算机教研室

李捷伟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李津婴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血液科

李少华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骨科

李淑德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李卫萍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超声诊断科

李文林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李兴启　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

李玉莉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病理科

李正银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军队卫生学教研室

李中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药剂科

练庆林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高压氧医学中心

梁　萍　解放军总医院超声诊断科

廖德宁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心血管内科

林　丽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理学教研室

林　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肿瘤研究室

林厚文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药材科

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兆奋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急救科

林子豪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整形外科

凌昌全　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

刘　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

刘超美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

刘厚奇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刘惠敏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病理科

刘景昌　海军医学研究所潜水医学教研室

刘康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

刘善荣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医学遗传学教研室

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影像诊断科

刘银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

刘玉环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妇产科

刘志民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内分泌科

柳　林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眼科

娄子洋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卢　建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卢根生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泌尿外科中心

陆　峰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分析学教研室

陆　健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陆　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化学教研室

陆国才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新药评价中心

陆建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影像诊断科

吕加国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

罗健东　广州医学院基础学院

骆　纯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马　蓓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理学教研室

梅小斌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肾内科

孟　虹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孟荣贵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通外科

缪朝玉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缪明永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缪晓辉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闵志廉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泌尿外科

母义明　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

倪　武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感染科

倪　鑫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理学教研室

欧阳天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外科

潘　卫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微生物学教研室

潘进洪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泌尿外科

彭宝淦　武警总医院脊柱外科

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

彭亚军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眼科

钱　方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药材科

秦　超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勤务学教研室

秦　雄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胸心外科

青　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烧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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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乐丰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血管外科

任吉忠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泌尿外科

任雨笙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心血管内科

戎伟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芮耀诚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沈　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沈　茜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实验诊断科

沈甫明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沈兴华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航海医学教研室

沈周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泌尿外科

施俊义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通外科

石学银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麻醉科

石勇铨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内分泌科

石志才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骨科

史定华　上海大学数学系

史建刚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宋建星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整形外科

宋志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急诊科

孙　刚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理与生物物理系

孙爱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耳鼻咽喉科

孙惠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

孙继虎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理学教研室

孙立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孙庆文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数理学教研室

孙树汉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医学遗传学教研室

孙学军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潜水医学教研室

孙耀昌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胸心外科

孙颖浩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泌尿外科

谭　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骨科

谭建明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

谭文松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汤亭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

唐　杰　解放军总医院超声诊断科

陶　霞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药材科

陶恒沂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潜水医学教研室

陶晓峰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影像诊断科

万　涛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免疫学教研室

万谟彬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感染科

王　烈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普通外科

王　强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普通外科

王　群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王　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

王成海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王春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胸外科研究所

王德彦　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研室

王国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王家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真菌室

王建春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呼吸内科研究所

王建军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病理科

王克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

王立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王林辉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泌尿外科

王茂强　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

王敏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研究所

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放射诊断科

王深明　中山大学第二医院血管外科

王祥惠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泌尿外科

王新华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麻醉科

王序全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骨科

王雅杰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肿瘤科

王忠壮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卫立辛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免疫与基因

治疗实验室

温　海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皮肤性病科

温　武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耳鼻咽喉科

翁思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正畸科

吴　弘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

吴　建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耳鼻咽喉科

吴国亭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吴海山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吴建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皮肤科

吴宗贵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心血管内科

夏结来　第四军医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夏照帆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烧伤科

向正华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肖明第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

谢良民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营养科

谢渭芬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消化内科

熊源长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麻醉科

徐　峰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特需诊疗科

徐美英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麻醉科

徐明娟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妇产科

徐卫东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骨科

徐志飞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胸心外科

徐志云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胸心外科

许　青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肿瘤科

许　臻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风湿免疫科

许传亮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泌尿外科

薛　迪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学教研室

薛文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实验室

严　进　第二军医大学护理系心理学教研室

颜宏利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医学遗传学教研室

晏建军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一科

杨广顺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二科

杨立群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

杨松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整形外科

杨向群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解剖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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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立波　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叶　青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耳鼻咽喉科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

叶廷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叶晓健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易杨华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海洋药物研究中心

殷正丰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分子肿瘤实验室

印　慨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通外科

于　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于建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肾内科

于明琨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于益芝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免疫学教研室

余宏宇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病理科

俞光荣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骨科

俞永林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

郁胜强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肾内科

原爱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肾内科

袁　伟　海军总医院全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

袁　文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

袁红斌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麻醉科

岳志健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张　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药剂科

张　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张　炎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解剖学教研室

张冬梅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张光霁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张宏伟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流行病学教研室

张宏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外科

张纪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

张建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眼科

张建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

张军初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普通外科

张俊平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张黎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闸北分院肾内科

张鹭鹭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

张罗漫　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张美超　南方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生物力学实验室

张天宝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张永刚　解放军总医院骨科

章建梁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

章建全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超声诊断科

章强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

章如新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耳鼻咽喉科

章振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质疏松研究室

赵　虎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检验科

赵　健　第二军医大学科研部国际合作肿瘤研究所

赵　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儿骨科

赵　平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微生物学教研室

赵　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胸外科研究所

赵　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耳鼻咽喉科

赵　学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心血管内科

赵　瑛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内科

赵宝珍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超声诊断科

赵耐青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赵舒薇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耳鼻咽喉科

赵仙先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

赵耀忠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整形外科

赵云富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口腔科

赵志青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血管外科

赵忠新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内科

郑　兴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

郑春泉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

郑家豪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心胸外科

郑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病理科

郑军华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郑少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泌尿外科

郑唯强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病理科

钟延强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剂学教研室

仲人前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

周　晖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内科

周　梁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

周范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周庆辉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中医科

周铜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周晓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周有骏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

朱　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眼科

朱　樑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消化内科

朱海英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朱科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麻醉科

朱美芳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明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病理科

朱庆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骨科研究所

朱同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

朱晓海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整形外科

邹多武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邹俊杰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内分泌科

邹良建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胸心外科

左长京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影像诊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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