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儿科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
姓名： 严文华

性别：男

出生年月： 1956.03

导师类别：专业学位博导、学术 职称： 主任医师、副教授
学位硕导、专业学位硕导
所 在 学 儿科学（小儿心血管）
科专业
1、先天性心脏病发病机制基础及临床研究
主要研
究方向

2、川崎病的发病机制基础及临床研究
3、化疗药物对心肌损害临床研究
4、儿童高血压的临床研究
（1）受教育经历
1978.02—1982.12 在苏州医学院临床系读大学本科
1997.09—2000.05 在苏州大学儿科临床学院读硕士学位
（2）工作经历

个人
简历

1982.12—1987.12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内科 住院医师
1987.12—1992.12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内科 主治医师
1992.12—1997.12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 主治医师、讲师
1997.12—2002.08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2.08 至今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

2015 年至今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博士生导师

1、现担任中国医师学会儿科医师分会先天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2、现担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小儿心律失常工作委员会委员
3、曾任中华医学会江苏省儿科分会小儿心血管组副组长
4、现担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社会
任职

5、现担任苏州医学会儿科委员 心肾学组组长
6、现担任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7、曾任《苏州大学学报医学版》常务编委
8、曾任《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编委
9、曾任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内科主任、心内科主任、小儿内科学和儿科
学教研室主任。（2000-01 至 2014-09）
10、现担任苏州大学研究生督导委员

1、
《儿童先心病-动脉导管未闭的介入治疗》 获 2004 年苏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
奖二等奖
2、
《儿童先心病-房间隔缺损的介入治疗》 获 2008 年苏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二等奖
3、
《儿童先心病-室间隔缺损的介入治疗》 获 2011 年苏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二等奖
4、
《先天性心脏畸形的分子诊断系统平台》获 2011 年苏州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
《斑点追踪技术评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心室功能研究》获 2012 年江苏省卫生
厅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 主奖人
6、
《先天性心脏畸形的分子诊断系统平台》获 2012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7、《一种儿童服用药器（实用新型专利）获国家专利号 2013 -2-0277536.9
8、近五年发表学术论文代表著：：SCI 三篇、中华核心期刊五篇：
（ 1 ）《 A high-fat maternal diet decreases adiponectin receptor-1
expression in offspring》J mater-fetal neonatal med 2014 May 22:1-6
（2）《Evaluation of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strain in children with
Kawasaki disease》
Pediatric Cardiology published online:25 May 2014
学术

（ 3 ）《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Viral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成果

Infections and Febrile Seizures in children From Suzhou,China》Journal
of Child Neurology 2014,vol.29(10)
（4）《川崎病患儿外周血髓细胞相关蛋白-8/髓细胞相关蛋白-14 的表达变化》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3 年 7 月第 28 卷第 13 期
（5）《超声新指标和脑利钠肽评估小儿室间隔缺损合并肺动脉高压右室功能损
害价值分析》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2 年 2 月第 27 卷第 2 期
（6）
《自噬基因 Beclin-1 和微管相关蛋白 LC3 在大鼠阿霉素心肌病中的表达及
其意义》临床儿科杂志 。2010，(1) 76-80
（7）《DNA 甲基化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国际儿科学杂志、
2011,40(4),370-374
（8 ）《 先 天 性心 脏 病遗 传病因 及检 测 方法 研究 进 展 》 国际 儿 科 学杂 志 、
2013,38(2),188-191
9、教学成果奖
（1）2009 年获苏州大学建行杯教学一等奖、主奖人
（2）
《海外留学生儿科学临床教学研究》获 2010 年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主
奖人
（3）2010 获得苏州大学医学部“九龙”教学个人奖 主奖人

1993 年获苏州医学院周氏医学教育科研基金、主奖人
2007 年《儿科学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主奖人
2008 年 精品课程《小儿内科学》获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9 年《儿科学双语课程建设研究》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9 年获得苏州大学建行杯优秀奖 主奖人
2009 年获苏州市卫生局白求恩杯先进个人嘉奖
2010 年《海外留学生儿科学临床教学研究》获得苏州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
获奖
情况

奖人
2010 年获苏州市医药卫生系统德技双馨医务工作者
2010 年获苏州大学医学部“九龙”教学个人奖 主奖人
2011 年《儿童先心病-室间隔缺损的介入治疗》 获苏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
等奖
2011 年《先天性心脏畸形的分子诊断系统平台》获苏州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2 年《斑点追踪技术评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心室功能研究》获江苏省卫生厅
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 主奖人
2012 年《先天性心脏畸形的分子诊断系统平台》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13 年《一种儿童服用药器》
（实用新型专利）》获国家专利号 2013 -2-0277536.9

1、 KIAA1267 和 PRH1 基因拷贝数变异与圆锥干畸形青紫性先心病相关性的研
究(BK2112603) 2012 年 江苏省省自然科学基金
2、组蛋白 H3K4 和 H3K9 甲基化修饰与先天性心脏病的关系研究(SSYS201141)
在研
项目

2011 年 苏州市科委
3、心脏相关基因 NKX2.5 和 GATA4 突变及基因多态性与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研
究（H201015）2010 年 江苏省省卫生厅
4、左卡尼汀保护蒽环类药物化疗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心肌损害的研究 2013 年 儿
童医院
5、测定外周血、尿液中 miRNA 诊断川崎病的价值

联系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南街 92 号
联系
方式

联系电话：0512-80692802
邮箱：whyan328@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