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专家介绍

郝伟

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社会心理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中

心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

（2019），湘雅名医。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长（一级协会）、中国医师协

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任会长（二级协会）、中国神经

科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等，并任 WHO 社会心理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中心

主任，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与酒精问题专家顾问委员会(WHO Expert Advisory

Panel on Drug Dependence and Alcohol Problems)委员，WHO 西太区控制酒相

关危害战略实施国家联系人（National Focal Point for Chin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Strategy to Reduce Alcohol-Related Harm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WHO）和亚太酒精与成瘾研究学会教育委员会主席

（Chair, Education Committee of Asian-Pacific Society for Alcohol and

Addiction Research (APSAAR)）。任《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中国临床精神病

学杂志》和《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副主编，国际权威专业杂志《Addiction》

杂志（IF 4.2）副主编编辑（Associate Editor）。



孙洪强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睡眠障碍及其与精神障碍共病的治

疗与研究，睡眠与奖赏记忆，物质依赖心理渴求的

临床干预和神经机制研究。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97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

在 Addiction Biology, Sleep 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 60 余篇。参编(译)书籍

和指南近 18 部。目前为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精准医疗专委会和睡眠医

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国控烟协会精神心理专家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

医学学会睡眠科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毒品滥

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

何红波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神经科学博士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

广州医科大学精神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医学重点人才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 委员

中国神经科学分会精神病基础与临床分会 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精神医学分会 常委兼毕业后教育工作组组长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临床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精神病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美国精神病学分会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和广州市科技计划等近 10 项，发

表中英文论著 60 多篇，研究方向：青少年抑郁障碍。



范妮

教授，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入选羊城好医生，岭南名

医。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

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物质依赖科副主任、

广州市医学重点学科物质依赖学科带头人。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精神医

学分会物质依赖学组副组长、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主委、广

东省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生物精神病学组副组长、广东省神经科学学会常委、美

国精神病学会 international fellow、中华精神科杂志编委等。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Cell、Molecular Psychiatry、

Brain 等高水平杂志发表 SCI 论文 二十余篇。擅长酒精、氯胺酮、冰毒等物质

依赖，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及网络成瘾、病理性赌博等精神障碍的诊治。

郭万军

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 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网络精神医学组副组长及继

续医学教育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

会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心理救援分会副会长、

中国神经科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中国药

物滥用防治协会社会心理干预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委、《Chinese medical

journal (CMJ，<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通讯编委；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SCI

收录 90 余篇），参编国家级教材、诊疗规范、指南、共识及专业著作 10 余部

二十余个 SCI 收录杂志及中文核心期刊审稿人。



廖艳辉

博士，副主任医师，浙大“临床医学类百人计划”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在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留学，曾在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公卫学院全球控烟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曾在

UCLA 和 KCL 从事博士后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美国中华医

学会、全球尼古丁依赖研究奖、中南大学“升华猎英”

等科研项目。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主任委员。

.多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专题讲座。迄今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PLOS Medicine、

Biological Psychiatry、Brain、Addiction、Tobacco Control、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编/参编中英文专著和教材 5 部，主编专业书籍《科学戒烟：理论与实践》、

科普书籍《没有戒不掉的烟：科学戒烟八周之旅》。

.曾获国家专利授权 1项（2012）、全国优博提名（2013）、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

青年研究奖、WPA 青年精神科医生奖、世界生物精神病学会联合会(WFSBP) 青年

研究奖等荣誉。

杨梅

博士，深圳大学医学部，硕士生导师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主任医师，

深圳市康宁医院药物依赖科主任、药物依赖研究室主

任，长期从事精神卫生物质成瘾方向研究、临床与教

学工作，方向侧重于物质成瘾与精神疾病的共病，包

括临床现象学、神经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研究。

2017 年 4 月-2018 年 4 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问学者。以第一作者发

表 SCI 收录论文 7篇，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发表通讯 1篇，参编著作 5

部。参加国家科技部课题 2项、主持省部、市级课题 5项。



罗禹

教授，博士生导师，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应激与注意、记忆等认知功能的交互研究。

获贵州省教育厅科研奖励一等奖 1 项。主持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 4 项。

.在 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等杂志发表文章 30 余篇。

周曹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硕士

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

会精神病学分会候任主委，贵州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

事长，贵州省康复医学会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贵州省精神病学医疗质控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贵州省精神疾病项目医疗技术专家组组长。参与药物

依赖治疗和研究工作，主持承担了全国范围内两个药品（中药益安回身口服液、

中药天草颗粒）治疗阿片类戒断症状的临床试验，获得贵州专科学技术基本项目

《贵阳市海洛因依赖者肝损伤与 Hcv 分子变异相关性研究》贵州省科技技术进步

三等奖；《药物滥用流行病学纵向研究》获贵州省政府、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一等

奖；发表了物质依赖论文数篇。



张迪然

教授，三级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贵州省精神医学学科领军人物

全国知名专家，省级干部高年资保健专家

.曾公派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学医学院进修，在

贵州率先开展心理测验、心理咨询、药物依赖性防治，

用于临床，开展科研工作。

.曾任中华医学精神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精神科

杂志编委，现任贵州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理事。

王艺明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现任贵州省心理卫生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精神科主任

.获国家卫生计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称号、贵州省核心专家、省管专家、

省政府津贴、省“百层次人才”称号。

.目前兼任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

睡眠专委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贵州省康复医学会行为

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副总编、中华精神科杂志编委、中

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编委。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澳洲墨尔本大学等。



向慧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曾留学美国耶鲁大

学

贵州省高层次创新人才“千层次”人才获得者

发表中英文论文 30 余篇，参编专著 4 部，参编教材 1

部

学术任职：目前分别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理与精神健康教

育委员会常委、西部心身医学联盟轮值主席、贵州省康复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正

念学组主任委员

覃颖

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

成瘾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中国预防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

行为医学分会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中

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委员、中国

毒理协会药物依赖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精

神卫生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

师分会心理健康宣教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理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委员。

现任贵州省禁毒委师资库专家，贵州省医保局评审库专家、贵州省药监局评审库

专家，贵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先后取得心理协会 CBT 治疗师、家庭治疗师、中

法精神运动康复师等资质。现任遵义医科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长期从

事物质成瘾相关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 6 项，发表论文论著 10

余篇、专著 1部。



王云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现任遵义医科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研室骨干教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带教老师。

从事精神专业10余年，曾赴广州脑科医院进修学习，

参加“黔医人才”计划，在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学习培训 1 年。擅长精神科常见疾病、成瘾相关疾

病的诊断及治疗，对精神心理疾病认知行为治疗、

个体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等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精准医学专项基于多组学

图谱的精神分裂症精准诊疗模式研究，中美联合项目：躯体疾病并发抑郁焦虑障

碍分级阶梯诊疗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用”研究，短时有氧运动对酒精依赖者抑

制功能影响的相关研究等多项科研课题。

杨勇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

师，现任遵义医科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研室骨干教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带教老师。

从事精神卫生临床工作 10 余年，曾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进修学习。先后获得心理协会 CBT、正念治疗师等资质。

参与精准医学专项基于多组学图谱的精神分裂症精准诊

疗模式等研究，发表精神医学论文多篇。擅长酒精依赖

的识别，急性酒精中毒、酒精依赖躯体戒断反应、震颤谵妄、酒精性精神障碍、

威尼克脑病、酒精共病心理疾病的诊治；酒精依赖心理治疗（酒精依赖动机干预

治疗、酒精依赖认知行为治疗、正念防复饮、电针厌恶治疗等）。



刘燕菁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 副主任医师，中

级心理治疗师，现任遵义医科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研

室骨干教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带教老师。

从事精神专科 10 余年，先后取得心理协会 CBT 治疗

师、家庭治疗师及游戏成瘾的预防与干预策略培训的

资质，正接受中德社会心理服务中的系统式思维和技

能连续培训。2017 年起开始参与、组织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或专项活动推广，

多次为家长、心理学爱好者进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团体心理治疗 100 余场次，

个体心理咨询经验 300 小时。参与精准医学专项基于多组学图谱的精神分裂症精

准诊疗模式等研究，发表精神医学论文多篇。擅长成瘾相关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对成瘾性疾病及青少年认知行为治疗、个体及团体心理治疗、正念治疗等有较丰

富的临床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