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身为福建医学院卫生系，始建

于 1959 年，是我国早期开设预防医学本科专业的少数院系之一。

目前，学院已发展成为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培养为重点、

积极发展继续教育的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医、管、理、工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至今，已培养各类中高级预防

医学与公共卫生人才 5000 余人。

1. 学院创立时期（1958 年—1978 年） 

1958 年，为推动我省卫生防疫事业发展经省政府批文同意设

立卫生系，1959 年卫生系正式成立，下设 8 个教研室，并开始预

防医学本科教育，首届卫生专业 165 名本科生 1964 年毕业。1965

年，卫生系停办，改为卫生学教研组；后随学校迁至泉州。

学院概况

2. 学院建设时期（1979 年—1998 年）

1979 年，教研组随校迁回福州，经省政府批准，卫生系复办，

恢复设立 8 个教研室。1980 年，卫生专业本科恢复招生 40 人，

1986 年起每年招生 60 名。1986 年，联合培养首批流行病学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生。1987 年，新卫生系大楼落成。1996 年，卫生系

更名为预防医学系，下设教研室不变。

3. 学院发展时期（1999 年至今）

1999 年，为更好地适应公共卫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预防医

学系重新组建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职业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等

5 个教研室及预防医学基础实验室。2001 年，在原预防医学系的

基础上成立公共卫生学院；同年，增设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并

招生。1998 年获得第一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03 年获得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4 年，首次博士学位研

究生联合招生。2008 年，学院主体从交通路校区搬迁至闽侯上街

校区（2号楼北区）；2009年，上街校区公共卫生学院大楼（3号楼）

规划改造启动；2011 年，上街校区公共卫生学院大楼正式启用，

学院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12 年首届招收录取食品质量与安

全专业 30 名生，次年又首届招收录取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 30 名

学生。2013 年 12 月，为突出专业建设的学科依托，学院对已有

学系进行重组并调整为 6 个学系。2014 年，学院获预防医学二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8 年，学院获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学院发展进入新的里程。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rigin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which was set up in 1959 (formerly known a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d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to become 

one of the earliest Medical Schools, which posses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t that time. At present, our School has become 

a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peciality, multileve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 c research base which set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s a foundation 

and postgraduate training as emphasis, as well as positively develop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Till now, approximately fi ve thousands of medium 

and high ranking personnel in the fi eld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have been successfully trained.

1. Establishment Period (1958 - 1978)
In 1958,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of our prov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and 

further been set up in 1959. The department consisted of eight teaching 

offices and started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65 students majoring in Health were graduated in 1964. In 1965,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s suspended and replaced by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group, and moved to Quanzhou.

2. Construction Period (1979 - 1998)
In 1979,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moved back to Fuzhou with 

University and re-established eight teaching offi ces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1980, Health department re-enrolled forty undergraduates. 

From 1986 and after, the number increased to sixty per year. On the same 

year (1986), the Department joint-trained the fi rst batch master students of 

School profi le
School profi le

epidemic speciality. A new department building was completed a year after. 

In 1996,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changed to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 Development Period (1999- till now)
In 1999,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re-established the 

Laborator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five teaching offices such as 

Epidemiology and Health Statistics and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Based on that,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as then established in 

2001. In the same year, the speciality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was 

constructed and recruited students.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first 

Master degree was granted in 1998, and the fi rst level discipline of Master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was granted in 2003. In 

2004, joint- training of PhD students were enroll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08, most of our school moved from Jiaotong Road campus to Minhou 

Shangjie campus. The building of Public Heath was put into formal use 

in 2011, leading to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condition. 

Thirty students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were first enrolled in 2012. 

A year after, thirty students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were 

recrui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isting departments were rearranged to 

six department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subject-based speciality building. In 

2014, the second level discipline of PhD degree in preventive medicine 

was granted. The fi rst level discipline of PhD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was granted in 2018, representing a new era of schoo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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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现任党政领导班子
院       长 （副书记）：张文昌（上图左三）

书   记 （副院长）：赵荣钦（上图右二）

副院长  李煌元（上图左二）              

副院长  李跃平（上图左一）

副书记  许振珊（上图右一）  

学院机构设置

预防医学系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营养与食品安全学系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系

党政管理办公室

教学科研办公室

学生工作办公室

张文昌，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第二届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获得者，福建省高校教学名

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982.12，复旦大学（原上一医）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毕业；1989.7，浙江大学（原浙医大）

劳动卫生专业研究生毕业。1989- 至今，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专业教学、科研

工作，1996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0 年破格晋升教授；2003 年受聘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表观遗传毒理学、公共卫生政策与慢病管理。主持完成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3 项）、教育部博士点博导研究基金等课题等 15 项，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负责人，福建省重点学科带头人，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获得福建省教学、

科学技术成果一、二、三等奖等 8 项，主编或参编论著或国家规划教材 16 部，包括国家

十三五规划教材《毒理学基础》（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十三五规划教材《职

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主编，科学出版社）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第一或

通讯作者 SCI 源论文（中科院 JCR 2 区及以上）18 篇。

主要社会兼职：国家教育部第一届预防医学与全科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毒

理学会生化与分子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毒理学分会常务理

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预防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医事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会长等。

院长简介

福建医科大学卫生政策研究中心福建医科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所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管理学系

卫生政策与卫生法学系

预防医学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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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8）

预防医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授权点（2010）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3）

重点学科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省高校重点学科（2003）

环境与健康省重点建设高校重点建设学科（2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省重点学科（2012）

公共管理学省重点学科（2012）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省高原学科（2018）

学科发展
Discipline development

学科发展

重点实验室与技术平台
“环境因素与肿瘤”省重点实验室（2015）

“环境与健康”省高校重点实验室（2014）

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2012）

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福建省医疗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7)

数字福建肿瘤大数据研究所（2018）

学院重点学科研究方向
肿瘤流行病学

环境表观遗传毒理学

卫生政策与管理

院党委书记简介
赵荣钦，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79年高考入学入伍；1983年 7月，毕业于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前身），

工学学士；1990——1991 年，就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01—2003 年，在海军航空

工程学院修学军队管理学硕士课程。

历任军校学员，连队技术员，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猎潜艇代理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干事，

驻闽海军政治部宣传处教育干事，党委中心组理论秘书等职；1998 年任驻闽海军政治部宣传处

处长，宣传保卫处处长，2000 年被授予海军上校。

2005年，转业到福建医科大学，历任校副处级干部、校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校机关党委书记、

校党校常务副校长、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2016 年 9 月调任公共卫生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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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项目负责人

1
卫生管理专业教师“兴服务、强科研、促教学”三位一体渐进

式能力提升的探索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7 李跃平

2
基于科研能力培养和学习兴趣激发的统计学综合教学模式探索

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7 吴思英

3 六位一体的复合型本科生导师制创新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7 许振珊

4
以提升学生创新应用能力为导向的公共事业管理实践教学长效

机制建设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7 梁        栋

5
强化以综合能力和素质培养为核心的《公共卫生现场综合实践》

课程建设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2018 李煌元

6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情景模拟实验教学模式创建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8 黄        芳

7
基于健康养老系列研究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第二课堂教

学平台构建与实践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8 梁        栋

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教学改革建设进展
●  国家级预防医学特色专业建设点：  预防医学专业（2009）
●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2013）
●  省级精品课程：                                               《卫生毒理学》（2007）《行政管理学》（2007）《流行病学》（2008）

                                                                              《预防医学基础实验》（2009）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2009）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2010）《卫生统计学》（2011）
●  省级教学团队：                                                毒理学基础（2008）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2008）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2011）
●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2006）
●  省级人才创新实验区： 预防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7）
●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实验区： 预防医学专业（2010）
●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预防医学专业（2012）
●  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建设项目：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 健康产业管理方向 ) 建设项目（2015）
●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项目：           《食品营养学》（2015）社会调查方法》（2016）《卫生毒理学》（2016）
                                                                                                                            《食品理化检验》（2017）《医学统计学》（2017）
●  专业群省级立项建设项目： 预防医学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主组建的预防保健与健康管理专业群省级立项建设（2016）

教学教改

本科生教育
公共卫生学院本科生培养情况一览表

Teaching and education research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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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院本科生培养情况一览表

人数

承担课程情况     

承担全校本专科共 25 个专业 74 门必修课程，公共选修课 32 门

人才培养成效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国家级 3项、省级 10余项（2005-2017）;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国家级 32 项、省级 62 项（2007-2017）;
●毕业生参加全国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平均通过率 81.61%，高于全国 61.44%
    的平均水平（2011-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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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年份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 参编

1 临床流行病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郑         铃

2 流行病学 (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蔡         琳

3 循证医学（第二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许能锋

4 预防医学（第六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许能锋

5 流行病学（第八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许能锋

6 全科医学概论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 李跃平

7 医院绩效管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李跃平

8 流行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许能锋

9 卫生管理科研方法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李跃平

10 临床营养学（第二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黄    芳

11 临床营养学（第二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黄         芳

12 卫生学（第八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吴小南

13 流行病学研究原理与方法（第二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蔡         琳

14 流行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二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蔡         琳

15 预防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三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许能锋

16 临床预防医学（第二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许能锋

17 卫生学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4 陈    华

18    医学统计学第三版（卡方检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吴思英

19   医学统计学实习指导（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吴思英

20 经济法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张雪晖

21 妇幼卫生管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李跃平

22 卫生经济学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李跃平 刘    平

23 妇幼卫生概论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许榕仙

24 循证医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郑    铃

25 循证医学（第三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许能锋

26 流行病学（第三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郑    铃

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年份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 参编

27 流行病学（双语教材）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蔡    琳

28 预防医学实习指导及习题集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吴小南 黄    芳

29 预防医学（第三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吴小南

30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第八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刘宝英

31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案例版第 2版 ) 科学出版社 2016 张文昌

32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实验 科学出版社 2016
张文昌

李煌元
刘宝英 朱建林

33 循证医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许能锋

34 毒理学基础（案例版） 科学出版社 2016 张文昌 李煌元

35 卫生统计学（案例版） 科学出版社 2016 胡志坚 何保昌

36 卫生统计实习 科学出版社 2016 胡志坚 何保昌

37 流行病学（双语）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蔡    琳

38 临床营养学（第三版） 科学出版社 2016 吴小南 黄    芳

39 全科医学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16 李跃平

40 卫生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 2016 李跃平 刘    平

41 健康教育学（案例版第 2版 ) 科学出版社 2016 郑振佺 江巧瑜 曹建平

42 临床医学导论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 瞿书铭

43 预防医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郑振佺

44 环境卫生学（案例版） 科学出版社 2016 李昱辰

45 临床毒理学（案例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李煌元

46 检验核医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陈    昱

47 全球健康治理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李跃平

48 社会医学（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16 王方刃

49 毒理学基础（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张文昌

50 卫生事业管理学（案例版） 科学出版社 2017 李跃平

51 公共卫生导论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7
李煌元

吴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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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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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研究生课程名称
一、学位课

序号 课程名称
适合选修对象（可参考福建医科大学招收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

8 现场流行病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和公共管理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9 实验设计与分析
临床医学、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学、预防医学、药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麻醉学、康复治疗学  

10 SAS 软件应用 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以及基础医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

11 临床药物毒理学基础 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口腔医学、麻醉医学等专业研究生选修课程

12 分子预防医学实验技术原理与方法 MPH、非预防医学专业研究生选修课程

13 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选修

14 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理学、

护理学等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15 食品安全概论 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预防医学及相关专业。

16 现代营养学进展 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预防医学及相关专业。

17 食品安全与风险评估
适合于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卫生毒理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流行病学、药物分析及药理学等专业研究生选修

18 卫生政策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19 社会医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20 医学法律法规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21 重点传染病防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临床专业、护理学等相关专业　

2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23 现代管理技术与方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序号 课 程 名 称
适合选修对象（可参考福建医科大学招收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

1 医学统计学 I 各专业硕士研究生

2 医学统计学Ⅱ 流行病统计学硕士研究生

3 流行病学原理与方法 公共卫生各专业学位课（专业基础课）

4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 临床医学、护理学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5 现代毒理学基础 预防医学类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程

6 高级管理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7 卫生经济学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二、非学位课

福建省优秀硕士论文
环境因素、病理类型及 Cpn 感染与肺癌发病风险的关联性研究，2015, 陈群霞

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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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风采
PhD supervisors

张文昌 (1958- )，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卫

生学院院长、福建医科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所所长。福建省高校

教学名师，福建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生殖毒理学。

蔡琳 (1953- )，女，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共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医科大学

教学名师，环境与健康研究所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肿瘤流行病学。

李煌元 (197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现

任中国神经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自由基预防医学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福建省流行病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劳动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美国毒

理学学会正式会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分子神经毒理学，表观遗传毒理学，慢性病

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

吴思英 (1975-)，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流行病与卫

生统计学系副主任、环境与健康研究所亚健康研究室副主任，现

任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心理

与紧张学组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统计学教育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计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

省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预防医学会

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慢性病流行病学。

彭仙娥 (1976-)，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医科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实验中心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

因学专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青年委

员会委员，福建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慢性病分子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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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特聘教授风采
Alumni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林东昕，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

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病因及癌变研究室主

任，癌发生及预防分子机理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0 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1986 年北京医

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医学硕士学位。1988 年

至 1994 年在法国 WHO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和美国国家毒理学研究中心从事肿瘤基础研

究。1998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国

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2010 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

因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

第二届学术委员、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Pharmacogenetics and Ge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 以及中华肿瘤杂志等期刊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

分子机制及其遗传易感性。主要学术贡献

是揭示我国食管癌、胰腺癌、肺癌等重要

肿瘤的遗传易感基因，易感基因与环境的

交互作用，以及遗传变异对肿瘤放化疗疗

效和预后的影响。已发表研究论文 235篇，

论文被引用 10,000 余次；H 指数 61。已培

养肿瘤学博士和硕士 20 余名，其中 4 名博

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以及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

利毕业 9 人。同时指导了 9 名博士后与访

问学者。主持多项科研项目 , 累计科研经费

超过 3500 万瑞典克朗。是 20 多种国际学术

刊物及多个国家与国际基金委的评审员 , 学

术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与重视 , 推动了

肿瘤流行病学与病因学的发展 , 于 2005 年

获得终身教职 ( 大学讲师 ), 同年获得 Anders 

Jahre 北欧青年医学研究奖。2007 年晋升副

教授 (Docent),2008 年晋升终身教授。

叶为民，1983-1988 年福建医科大学卫

生系本科 ,1988-1991 年福建医科大学流行病

学硕士研究生。1999-2003 年在瑞典卡罗琳

斯卡医学院攻读流行病学博士 , 毕业后留校

任教 , 并独立建立研究小组 , 开展慢性疾病 ,

特别是肿瘤流行病学与病因学研究。迄今 ,

在国际上发表 SCI 论文 185 篇 , 被引用 3500

次，H-index 为 34。指导 15 名博士生 , 已顺

利毕业 9 人。协助指导 12 名博士生 , 已顺

郑苇，1992 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流行病学专业博士学位 , 现任美国 Vanderbilt 大学

Ingram 癌症研究中心教授、分子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亦为美国 NCI 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等多个协会会员。近 20 年来一直致力于肿瘤流行病与分子流行病学方向的研究，在

肿瘤分子、遗传及营养流行病学研究上具有突出贡献，持续 20 年获得美国 NIH R01 基金资助，主持 20 多

项大型人群流行病学研究，其中包括多个国际多中心研究（NIH 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高水平的

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也是世界最具影响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截至目前已发表 SCI 收录的高水平论文

870 余篇（其中最大 IF：59；累计 IF：>2000；最大他引：494；累计他引：32967），所取得的原创性科研

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自 2015 年来，连续被美国 Thomson Reuters（汤森路透集团） 评为“Most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最高被引科学家）及“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fic Minds”（ 世界最具影响力

的科学思想）。

张群卫，博士，1989 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1992 年获浙江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专业硕士学位，

2000 年获日本福井医科大学 ( 现福井大学医学院 ) 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赴纽约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

作。现任路易斯维尔大学公共卫生与信息科学院终身制教授。

张群卫博士是最早从事有关纳米材料毒性及健康危害的学者之一，其另一研究方向是关于大气超细悬浮

颗粒引起心肺疾病的机制研究。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 90 余篇，2005 年至今先后担任 20 多

家学术期刊杂志的审稿人并多次应邀参加美国 NIH, 英国 MRC, 和加州香烟引起相关疾病基金会等单位的课

题评审工作。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评审专家。先后承担或参与完成 ALA，AHA, HEI, KSEF 和

NIH 等单位授予的课题。荣获 2006 Walter A. Rosenblith New Investigator Award 的奖励。

张慧东，博士，现任第三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助理，南昌大

学客座教授。中组部第十批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青年千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为中国微

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委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毒理学专委会委员，重

庆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酶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毒性测试与替代方法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担任 Nucl Acids Res、DNA Repair 等 10 个国际杂志的评审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庆

市科研基金的评审专家。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一共发表 33 篇 SCI 论文，在 PNAS、JBC、JMB 等

杂志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5 篇，影响因子≥ 10 的 1 篇。主要从事女性生殖医学以及肿瘤标志

物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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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承担重要科研课题

科学研究
Scientific research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起止年限 负责人

1 有机胚芽米的种植与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 省科技厅 2015-2017 王文祥

2 FABP1 基因启动子多态性与血脂异常的相关性及机制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5-2018 彭仙娥

3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通过调节 miRNA 诱导脂肪肝形成的作用研究 国家青年基金 2016-2018 刘凤琼

4 lncRNA 及其个体 NR_030777 在百草枯和 MPTP 致神经细胞损害中的作用及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6-2019 李煌元

5 福建省养老健康服务项目界定及相关成本测算研究 省科技厅 2016-2017 梁  栋

6 高危型 HPV 感染、LncRNA-HOTAIR 及其交互作用与口腔鳞癌发病及预后的研究 省科技厅 2016-2019 何保昌

7 家庭饮用水深度处理新产品研发及其生物学效应研究 省科技厅 2016-2019 阮国洪

8
血管平滑肌收缩通路相关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原发性高血压及合并糖

尿病作用的比较分析
省科技厅 2016-2019 郑  铃

9 镉致卵巢颗粒细胞激素合成障碍中 SF-1 基因的表达及其 DNA 甲基化 省科技厅 2016-2019 张文昌

10 浒苔多糖硫酸根修饰对其降血糖作用的影响研究 省科技厅 2016-2019 林文庭

11 内质网应激在正己烷致卵巢颗粒细胞凋亡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省科技厅 2016-2019 李昱辰

12 胚胎期镉暴露对F1子代卵巢颗粒细胞生长发育与功能的影响及其表观遗传学调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6-2020 张文昌

13 基于知识转化理论的临床指南利用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省科技厅 2017-2018 刘文彬

14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模型的福建省农村卫生人力整合机制创新研究 省科技厅 2017-2018 卢若艳

15 ProteinS 对脑出血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国家青年基金 2017-2019 蔡  萍

16 基于 SIRT1/AMPK 通路浒苔多糖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脂代谢的机制研究 国家青年基金 2017-2019 任人栋

17 miR-380-3p/Sp3 通路在百草枯致神经细胞损害中的作用及其与 Nrf2 的关系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7-2020 李煌元

18 浒苔多糖通过 SIRT1 分子调节脂代谢的机制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7-2020 任人栋

19 胆固醇代谢相关 miRNA 在哺乳期营养过剩小鼠的远期健康效应观察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7-2020 黄  芳

20 血浆微量元素谱及其相关代谢基因多态性与胃癌易感性关系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7-2020 吴传城

21 饮食限制对 D- 半乳糖诱导的雌性老龄大鼠皮肤的抗衰老作用及机制 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7-2020 朱建林

22 广东和福建农村居民慢性病前瞻性队列研究 科技部 2017-2021 胡志坚

23 分级诊疗体系中肝癌早期诊断技术扩散利用机制建模与实证研究 国家青年基金 2018-2020 刘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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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发表主要 SCI 论文目录

序号 论 文 题 目 刊物名称 年，卷（期）：页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1
Independent and joint exposure to passive smoking and 
cooking oil fumes on oral cancer in Chinese women: a 
hospital-based case-control study

Acta Oto-laryngologica 2016,136(10):1074-1078 何保昌 蔡  琳

2
Oral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sexual behaviors and 
risk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southeast of China: 
A case-control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Virology 2016,85:7-12 陈  法
何保昌

林李嵩

3
Passive smoking and cooking oil fumes (COF) may modif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a consumption and oral cancer in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 2016,142(5):995-1001 陈  法

何保昌
蔡  琳

4
Polymorphism rs144848 in BRCA2may reduce lung 
cancer risk in women: a case-control study in southeast 
China.

Tumori 2016,102(2):150-155 Yong Lin cailin

5
Workplace violence and its impact on burnout and turnover 
attempt among Chinese medical staffs Arch Environ Occup Health 2016,71(6):330-337 陈诗颖

林少炜

吴思英

李煌元

6
Effect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on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2016,28(6):785-792 付  蓉 刘美娜

7
Lack of association between SREBF-1c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Sci Rep 2016,6:32110 彭仙娥

陈丰霖
林  旭

8
A new classifica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es according 
to the lymph node stations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in 
surgical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ncotarget 2016,7(46):76261-76273 林  征 胡志坚

9
Associ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around the LIN28B 
gene and idiopathic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risks among 
Chinese girls

Pediatr Res 2016,80(4):521 胡志坚 陈瑞敏

10
Two SNAP-25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binding site of 
multiple microRNAs and susceptibility of ADHD: A meta-
analysis

J Psychiatr Res 2016,81:56-62 叶传忠

胡志坚
叶传忠

11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lf-rated health of older people-A 
comparative study in Tainan Taiwan and Fuzhou Fujian 
province

Medicine 2016,95(24):1-14 戴  悦

张晨韵
黄慧玲

12
How Patients Think ab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Hospitals in China?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6,16:371 刘文彬 陈英耀

13
The specialty choice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a stated 
preference experiment BMC Medical Education 2016,16:107-114 梁  栋

唐程翔
唐程翔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rst Trimester and Pregnancy 
Symptoms: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al Study

Evidence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6,3901485 QY Jiang

( 江巧瑜）

Jing Wang

（王净）

15
Difference in esophageal cancer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between Chinese and Caucasian patients in SEER 
data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016,9:6435-6444 林民强

李跃平
李跃平

16
A case-control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
reported occup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lung cancer.

Medicine (Baltimore) 2017,96(36):e7923 何  斐 蔡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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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novel environmental exposure index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familial susceptibility on oral cancer in non-smokers 
and non-drinkers: a case–control study

European Archives of Oto-
Rhino-Laryngology 2017,274(4):0937-4477 鄢灵君

陈  法

何保昌

蔡  琳

18
A novel prognostic index for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treated Oncotarget 2017,8(33):55525-55533 陈  法

曹裕杰
何保昌

19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wo computational models 
for predicting the incidence of influenza in Nagasaki 
Prefecture, Japan.

Sci Rep. 2017,7(1):7192 何  斐 胡志坚

20
Dietary score and the risk of oral cancer: a case-control 
study in southeast china Oncotarget 2017,8(21):1949-2553

陈  法

鄢灵君

林李嵩

何保昌

21
Differences in modifiable factors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the upper and lower of oral fissure Oncotarget 2017,8(43):75094-75101

鄢灵君

陈  法

刘凤琼

何保昌

林李嵩

22
FADS1 rs174549 Polymorphism May Predict a Favorable 
Response to Chemoradiotherapy in Oral Cancer Patients

Journal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2017,75(1):0278-2391 陈法；何保昌 蔡  琳

23
Independent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MiR-126, MiR-143, and MiR-145 on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ournal of Geriatric 
Cardilolgy 2017,14:688-695 林达岑

林佳冰

吴思英

李煌元

24
Independent and joint effects of tea and milk consumption 
on oral cancer among non-smokers and non-drinkers: a 
case-control study in China

Oncotarget 2017,8(30):50091-50097
陈  法

鄢灵君

林李嵩

何保昌

25

Influence of oral hygien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standard 
of education on the risk of oral cancer in women who 
neither smoked nor drank alcohol: a hospital-based, case-
control study

Br J Oral Maxillofac Surg 2017,55(3):0266-4356 陈  法
何保昌

蔡  琳

26
Lower AGTR1 Gene Promoter DNA Methylation and its 
Interaction Effects with Behavior Factors Increases the 
Risk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Cardiology 2017,137(2):126-135 林佳冰

林少炜

吴思英

李煌元

27
Novel polymorphism in FADS1 gene and fish consumption 
on risk of oral cancer: A case-control study in southeast 
China

Oncotarget 2017,8(9):1949-2553 陈  法

林  涛

蔡  琳

何保昌

28
Paraquat and MPTP alter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miR‐17‐5p contributes 
to PQinduced dopaminergic neurodegene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Toxicology 2017,12(18):1-13 王清清

詹燕婷

吴思英

李煌元

29
Preoperative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Predicts the 
Prognosis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 Large-
Sample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2017,75(6):0278-2391 陈  法

林李嵩
何保昌

30
Prospective study 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of oral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Oncotarget 2017,8(3):1949-2553 刘凤琼

林李嵩

何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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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ole of histone acetylation in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heme oxygenase 1 pathway by 
manganese chloride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2017,336:94-100 张志鹏

郭振坤

李煌元

吴思英

32
Tea consumption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tobacco smoking 
and alcohol drinking on oral cancer in southeast Chin Eur J Clin Nutr. 2017,71(4):0954-3007 陈  法

何保昌

蔡  琳

33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nd lung cancer: a system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cotarget 2017,8(56):96419-96432 熊为旻

何  斐

蔡  琳

34

The relationship of lung cancer with menstrual and 
reproductive factors may be influenced by passive 
smoking, cooking oil fumes, and tea intake: A case-control 
study in Chinese women

Medicine (Baltimore) 2017,96(46):e8816 何  斐 蔡  琳

35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zinc dimethyldithiocarbamate 
and zinc ethylenebisdithiocarbamate in cabbage leaves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with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17,40(19):3898-3904 陈金发 王宗文

36
Cadmium exposure in newborn rats ovary induces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of primordial follicles and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SCF/c-kit gene

Toxicology Letter 2017,280:20-28

张文昌

吴停停

张晨韵

罗凌凤

张文昌

黄慧玲

37

Sulfated polysaccharides from Enteromorpha prolifera 
suppress SREBP-2 and HMG-CoA reductase expression 
and attenuat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duced by a 
high-fat diet.

Food & Function 2017,8(5):1899-1904 任人栋 林文庭

38
A 1H-NMR based metabolomics study of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mangiferin on hyperlipidemiahamsters induced by 
a high-fat diet.

Food & Function 2017,8(7):2455-2464 郭福川
郭福川

孙长颢

39
Correlation between NFKB1 and NFKBIA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gastric cancer Tumor Biology 2017,39(7):1-6 李丹 刘宝英

40
Effect of cadmium on kitl pre-mRNA alternative splicing 
in murine ovarian granulosa cells and its associated 
regulation by miRNAs.

J Appl Toxicol 2018,38:227-239 王文祥 张文昌

41
Manganese chloride induces histone acetylation changes in 
neuronal cells: its role in manganese-induced damage Neurotoxicology 2018,65:255-263 郭振坤 李煌元

42

Continuous soy isoflavones exposure from weaning to 
maturity induces downregulation of ovarian steroidogenic 
factor 1 gene expression and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DNA methylation pattern

Toxicology Letter 2017,281:175-183 王文祥
王文祥

张文昌

43
Activity of MPF and expression of its related genes in 
mouse MI oocytes exposed to cadmium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17,112:332-341 刘  瑾 张文昌

44

Continuous soy isoflavones exposure from weaning to 
maturity induces downregulation of ovarian steroidogenic 
factor 1 gene expression and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DNA methylation pattern

Toxicology Letter 2017,281(2017):175-183 王文祥
王文祥

张文昌

45
Effect of cadmium on kitl pre-mRNA alternative splicing 
in murine ovarian granulosa cells and its associated 
regulation by miRNAs.

Journal of Applied 
Toxicology 2017,38:227-239 王文祥 张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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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与思政建设

22

1 1

2
2

3 3

4 4

5 56 7 8 6 7 8

1、校党委书记张天明到我院参加教代会小组讨论
2、校党委副书记王诗忠到我院参加教代会小组讨论
3、校纪委书记柯瑞清参加公共卫生学院民主生活会
4、副校长黄爱民到我院开展党建调研督导工作

1、组织党员到龙岩才溪乡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2、学院分党校第 1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仪式
3、学院党委书记给全体教职工上党课
4、举办理论学习讲座

5、林旭副校长来我院作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6、学院分党校、学生党建工作中心成立仪式暨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会
7、召开党支部书记例会
8、召开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会议

5、组织教职工党员到省档案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6、举办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7、组织教职工党员参加警示教育活动
8、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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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8 日，在学校建校 80 周年之际，由公共卫生学

院、福建省医疗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 “健康管理与健康产

业论坛”在上街校区召开。国家卫计委体改司监察专员赖诗卿，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强，副校长黄毅敏，省卫

计委体制改革处处长张福弟等出席了开幕式。会议期间，赖诗卿

监察专员作了题为《中国医改与“十三五”规划》的主题发言，

2018 年 4 月 12 日，数字福建肿瘤大数据研究所揭牌

仪式暨肿瘤大数据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公共卫生学院举行。

副校长林旭、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郑奎城、福建

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规划处处长施友连、

福建省卫计委信息办主任龚凌等领导，清华大学数据科学

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s

大会会场

李强主任致辞 方鹏骞教授作主题发言

赖诗卿监察专员作主题发言 会议成员合照 林旭副校长致辞

施友连处长发言 与企业签约

华中科技大学方鹏骞等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福建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强到会祝贺并致辞。 本次“健

康管理与健康产业论坛”以“健康优先——健康领域的供给侧改

革”为主题，就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医联体建设、

公立医院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和健

康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

承办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论坛 承办数字福建肿瘤大数据研究所挂牌仪式暨肿瘤大数据学术论坛

研究院陈挺教授、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地方服

务中心田淑君教授、厦门大学李绍滋教授、复旦大学陈兴

栋研究员、浙江大学余运贤教授等国内医疗数据领域知名

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我校有关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合作企

业代表、媒体记者、师生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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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四届福医公共卫生论坛暨福建 . 长崎
第二次“环境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美 国 路 易 斯 维 尔 大 学 张 群 卫 和 Gary W. 
Hoyle 教授来我院访问交流

王爱义院长到我院交流

英国爱丁堡大学 Norah Spears 和 David Price
教授来我院访问交流

日本长崎大学青柳洁教授来我院交流

美国范德堡大学郑苇教授来我院访问交流

承办慢性队列研究学术研讨会

英国爱丁堡大学·David Price2018.01.19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Gary w. holy 2018.04.09

英国爱丁堡大学·Norah Spears2018.01.19

日本长崎大学·青柳洁 2018.05.03日本长崎大学·蔡国喜 2018.05.03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药物开发研究
公司·涂荔卿 2017.5.22

特聘教授给本科生上课

美国范德堡大学·郑苇 2017.04.28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张群卫 201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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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法博士在长崎大学访问交流何保昌副教授在日本长崎大学进修

何斐博士在日本长崎大学进修 刘瑾博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

刘平副教授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进修

陶韬博士访问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教师进修访学 2016-2018 活动撷萃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校党委副书记王诗忠出席预防保健与健康管理专业群建设推进会

副校长黄毅敏到我院调研

副校长林旭到我院调研 2017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会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培训会

副校长周瑞祥到我院调研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李强主任和校党委书记张天明等领导到我院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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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科转岗培训合影

教职工参加校汽排球比赛 组织教职工到永泰走访考察

开展火灾逃生疏散演练

教职工参加校第 36 届趣味项目比赛

组织参加“校庆杯”教职工合唱比赛 教职工参加校第 36 届运动会入场式

开展学科建设和发展研讨活动 开展学位点合格评估工作

专家莅临我院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顺利通过学士学位授
权审核

召开本科生毕业实习教学（基地）联席会议

开展学位点合格评估自评工作

专家赴我院考察省“百人计划”郑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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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公共卫生操作技能大赛



学院举行升旗仪式 2017 年“此间年华 彼岸花开”毕业晚会 2017 年“正青春公卫梦”迎新晚会

我院学子参加“青春献礼 福医 80 年”原创诗文
朗诵赛

2017 年本科生团学素质拓展活动 学院团委学生会主席团竞选大会

本科生开展预防艾滋病系列宣传活动 组织参加“校庆杯”学生合唱比赛 我院学生参加校第 35 届运动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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