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18：中心教师 2012-2015 年参加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会议起止时间
会议

地点
会议名称

1 郑艳洁 女 讲师 2012.10.26-2012.10.29 青岛
第十一届中国化学分析化

学年会

2 郑艳洁 女 副教授 2014.4.10-2014.4.15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3 陈敬华 男 副教授 2012.10.26-2012.10.29 青岛
第十一届中国化学分析化

学年会

4 陈敬华 男 副教授 2012.4.13-2012.4.16 成都
第二十八届中国化学会学

术年会

5 陈敬华 男 副教授 2014.4.10-2014.4.15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6 陈敬华 男 副教授 2015.5.8-2014.5.11 武汉
第十二届全国分析化学年

会

7 雷云 女 副教授 2014.4.10-2014.4.15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8 陈伟 男 教授 2012.10.26-2012.10.29 青岛
第十一届中国化学分析化

学年会

9 陈伟 男 教授 2014.4.10-2014.4.15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10 彭花萍 女 讲师 2012.10.26-2012.10.29 青岛
第十一届中国化学分析化

学年会

11 翁少煌 男 讲师 2012.10.26-2012.10.29 青岛
第十一届中国化学分析化

学年会

12 翁少煌 男 副教授 2014.4.10-2014.4.15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13 翁少煌 男 讲师 2013.8.7-2013.8.11 西安
第十三届全国光化学学术

讨论会

14 陈睿婷 女 讲师 2013.8.7-2013.8.11 西安
第十三届全国光化学学术

讨论会

15 林丽清 女 副教授 2012.10.26-2012.10.29 青岛
第十一届中国化学分析化

学年会

16 林丽清 女 副教授 2013.8.7-2013.8.11 西安
第十三届全国光化学学术

讨论会

17 林丽清 女 副教授 2014.4.10-2014.4.15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18 姚宏 男 副教授 2014.12.17-2014.12.19 福州 2014 年色谱仪器培训班

19 李暐 男 讲师 2014.12.15-2014.12.17 北京 网络药理学研讨会

20 叶敏 男 讲师 2015.4.25-2015.4.27 沈阳

2015 年医学前沿论坛暨第

十四届全国肿瘤药理与化

疗学术会议

21 陈晓乐 男 讲师 2015.04.24-2015.04.27 沈阳

2015 年医学前沿论坛暨第

十四届全国肿瘤药理与化

疗学术会议

22 石冬梅 女 讲师 2012.09.19-2012.09.21 成都 2012 中国药物制剂大会

23 石冬梅 女 讲师 2014.12.26-2014.12.29 海口 药用资源及 GAP 的建设

24 李鹏 男 讲师 2013.03.15-2013.03.17 成都

“第Ⅱ期药品注册研制、

生产现场核查要求及问题

指导”研讨会

25 汪效英 女 讲师 2012.08.24-2012.08.27 福州
2012 年海峡两岸天然活性

产物学术研讨会

26 黄双路 男 副教授 2012.07.26-2012.07.30 温州

中华医学会医学化学第十

二届全国学术交流暨教学

研讨会

27 黄双路 男 副教授 2014.05.10-2014.05.13 福州 国家电子书包《基础化学》



定稿会

28 康杰 男 教授 2014.11.28-2014.11.30 福州
福建省药理学会第二次学

术研讨会

29 康杰 男 副教授 2012.8.24-2012.8.27 福州
2012 年海峡两岸天然活性

产物学术研讨会

30 李春艳 女 教授 2012.04.11-2012.04.14 南京
第五届全国医药行业膜分

离技术应用研讨会

31 李春艳 女 教授 2013.07.25-2013.07.27
呼和

浩特

第三届全国分析化学技术

发展暨先进分析仪器应用

专题交流会

32 李春艳 女 教授 2013.11.16-2013.11.18 苏州 第十七次全国电化学会议

33 李春艳 女 教授 2013.12.28-2013.12.30 沈阳
人卫版临床药学专业《基

础化学》修订会

34 李春艳 女 教授 2014.04.11-2014.04.13 桂林
第十二届全国电分析化学

学术会议

35 李春艳 女 教授 2015.05.08-2015.05.11 武汉 第十二届分析化学年会

36 吴芳 女 副教授 2015.06.04-2015.06.7 南京
海外留学生教学交流学术

会议

37 王艰 男
副研究

员
2014.07.03-2014.07.05 南京

全国临床药学骨干教师培

训

38 陈莉敏 女 副教授 2013.11.1-2013.11.3 济南
2013 年全国药物化学学术

会议

39 林媚 女 副教授 2015.06.4-2015.6.7 南京
来华留学生医学教学专学

委员会 2015 年学术会议

40 林媚 女 副教授 2015.05.5-2015.05.7 北京

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药

学类专业“十三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编写会议

41 林友文 男 教授 2013.11.1-2013.11.4 济南
2013 年全国药物化学学术

会议



42 苏燕评 女 副教授 2014.08.26-2014.08.29 北京
第十四届全国中药和天然

药物学术研讨会

43 周孙英 女 副教授 2012.10.26-10.29 青岛
第十一届全国分析化学年

会

44 周孙英 女 副教授 2013.03 .31- 04.03 福州

第十九届全国色谱学术报

告会

及仪器展览会

45 周孙英 女 副教授 2014.06.20-23 上海
第一届全国先进电泳及其

质谱联用技术培训研讨会

46 周孙英 女 副教授 2014.06.05-09 桂林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系列教材修订

会

47 范莹娟 女 实验师 2015.04.24-2015.04.27 沈阳

2015 医学前沿论坛暨第十

四届全国肿瘤药理与化疗

学术会议

48 范莹娟 女 实验师 2014.10.18-2014.10.19 深圳

2014 医学科学前沿暨第三

届个体化治疗与抗 肿瘤

药物研究新趋向研讨会

49
学系全

体成员
2012.11.16-2012.11.18 福州

福建省药理学会第一次学

术会议

50
学系全

体成员
2014.11.28-2014.11.30 福州

福建省药理学会第二次学

术会议

51

俞昌

喜、陈

少雅、

杨渐

男、

女、

男

教授、副

教授、讲

师

2012.7.27-2012.7.30
张家

口

第十五届中国神经精神药

理学学术会议

52 杨渐 男 讲师 2012.10.18-2012.10.21 重庆
中国免疫学会第八届全国

免疫学学术大会

53 杨渐 男 讲师 2014.9.26-2014.9.29 温州 第十六届中国神经精神药



理学学术会议

54

许云

禄、吴

丽贤、

杨渐

女、

女、

男

教授、副

教授、讲

师

2015.5.22-2015.5.25 南京

全国医药院校临床药学教

育培训班暨 2015 中国临床

药学教育国际研讨会

55 吴丽贤 女 副教授 2015.6.11-2015.6.12 成都
第六届细胞治疗国际研讨

会

56 吴丽贤 女 副教授 2015.4.24-2015.4.27 沈阳

医学前沿论坛暨第十四届

全国肿瘤药理与化疗学术

会议

57

林菁/

陈少雅

/孙建

成

女/

女/

男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2012.8.8-2012.8.10 沈阳
第二届中国药物毒理学年

会

58

俞昌喜

/

林菁

男/

女

教授/副

教授
2013.07.16-2013.07.19 苏州

2013 年（第三届）中国药

物毒理学年会暨药物非临

床安全性评价研究论坛

59
林菁/

陈洲

女/

女

副教授/

副教授
2013.08.20-2013.08.23

哈尔

滨

第四届 中国毒理学会毒

理研究质量保证年会

60 林菁 女 教授 2015.06.29-2015.07.02 海口
第五届中国药物毒理学年

会

61 陈洲 女 教授 2013.7.9-2013.7.13 上海 全国药理学会年会

62 陈洲 女 教授 2014.12.20-2014.12.21 南京

全国临床药学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调研项目年度汇报

会

63 许盈 女 讲师 2013.11.15-2013.11.18 北京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

十届学术年会

64 许盈 女 副教授 2014.10.24-2014.10.25 福州
福建省第五次疼痛医学学

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医学会



疼痛学会分会换届改选

65 游育红 女 教授 2015.5.22-25 西安
新药研发关键药理学问题

国际专题研讨会

66 游育红 女 教授 2014.6.7-9 合肥
来华留学医学教育 2014学

术研讨会

67 游育红 女 教授 2013.8.16-19 台湾

海峡两岸心血管科学研讨

会暨首届台湾南部国际心

脑心血管研讨会

68 俞昌喜 男 教授 2013.06.13-2013.06.16 南京
第三届安全药理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

69 俞昌喜 男 教授 2013.09.29-2013.10.01 海口
中国药理学会神经精神药

理专业委员会高层论坛

70 俞昌喜 男 教授 2015.01.17-2015.01.18 北京
《神经药理学报》第二届

编委会

71 俞昌喜 男 教授 2015.05.06-2015.05.09 广州

中国药理学会安全药理学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四届安全药理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

72 俞昌喜 男 教授 2015.05.29-2015.05.31 广州

全国高等学校药学专业第

八轮规划教材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

规划教材编写会议

73 许建华 男 教授 2015.4.24-2015.4.27 沈阳

医学前沿论坛暨第十四届

全国肿瘤药理与化疗学术

会议

74 许建华 男 教授 2013.05.05-2015.05.09 洛阳

医学前沿论坛暨第十三届

全国肿瘤药理与化疗学术

会议

75 许建华 男 教授 2015.06.04-2015.06.07 湖南 灵芝研发与应用学术研讨



怀化 会

76 许建华 男 教授 2014.12.12-2014.12.13 北京 首届网络药理学学术会议

77 许建华 男 教授 2014.10.18-2014.10.19 广州

2014 医学科学前沿暨第三

届个体化治疗与抗肿瘤药

物研究新趋向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