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制

 5068043027  王英姿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1  张  宏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3  陆  秉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4  贾  昊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5  储文浩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6  耿秉文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7  侯佳乐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08  石陆华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0  焦  翔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2  马  骁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5  朱  莉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6  王文君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7  范文欢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8  金  瑞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19  莫佳瑜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21  李  雯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23  石欧敏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24  史丹翔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25  袁素维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27  王玉洁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30  朱馨怡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31  热孜娅.吾甫尔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32  阿地拉.地力夏提  女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5078043033  俞  斌  男  公共事业管理四年制

护理学四年制

 5068042080  阮秋霞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2  查怡鑫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3  李俊杰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4  冯  颉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5  黄  健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7  钱  嘉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8  赵  磊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09  陈  昕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0  张嘉琪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2  顾佳雯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3  雷小艺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4  韩玮锦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5  蒉  嫣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6  余  慧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7  朱联洁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8  汤漪涟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19  葛晓丹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0  陈  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1  倪雪华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2  董雅琪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3  曹  慧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4  史  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5  刘冰雪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6  骆舟行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7  费  琴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8  陆雯婷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29  朱  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0  徐颖婕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2  赵  俊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4  陆俊杰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5  施佳敏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6  刘梦杰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7  郭  阳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8  李谪仙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39  王皓岑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0  杨怡菁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1  孙  蓉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2  吴莉萍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4  胡月月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5  山多蝶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6  顾  斐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7  唐珊珊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8  刘佳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49  查秀文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0  何  飞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2  包如意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3  叶  青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4  孙  菲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5  刘敏嘉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6  丁  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7  黄  婷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58  程  玲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0  吴妍婷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1  倪浩中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2  钱  宾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3  徐伟豪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4  陈  越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5  袁伟栋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6  盛黄伟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7  陆健峰  男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8  张婷婷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69  吴  然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0  黄成婷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1  乔  祎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2  饶平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3  陈晓霞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4  李雅婧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5  唐晓菁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6  张一帆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7  范君莹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78  朱怡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0  吴圣佳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1  丁悦凤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2  时秋静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3  倪佳琪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4  尹  洁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5  姜琳玲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6  陈晨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7  陆爱萍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8  阿依克孜.努尔买提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89  麦合丽娅.多力昆  女 护理学四年制

 5078042090  姑丽斯坦.艾麦提江  女 护理学四年制

药学四年制

 5068047024  杨一帆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1  俞越新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2  谭吉良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3  毕有玮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4  蔡承侃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5  曹一辰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6  沈仲波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7  高天行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8  王辰宇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09  张驰原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0  黄  超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1  朱宁屿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2  吕伊凡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4  赵焕彬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5  王乃涛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6  刘  浩  男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7  韩文菁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8  尹慧敏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19  唐  姝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0  殷  莎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1  亓浣清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2  曹文佳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3  徐小燕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4  徐  蕾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5  王  芳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6  管滢芸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7  翁朝闻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8  瞿雪薇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29  余晓曦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30  刘  婷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31  孟庆青  女 药学四年制

 5078047032  周  恬  女 药学四年制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68041044  陈志守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1  刘琛忻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2  张宸榕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3  孙  林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4  顾嘉琦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5  姚  跃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6  周  俊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7  徐  缓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8  郭  平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09  刘文健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0  陈诗恺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1  花小成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2  张辛成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3  江铭磊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4  张正清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5  刘怡菁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6  龙  吟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7  陈  颖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8  邵  磊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19  陈士颖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0  奚  迪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1  刘  玉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2  张  南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3  皇甫昱婵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4  赵  倩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5  梁璆荔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6  肖  然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7  王  琳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28  汪  洋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0  宋春琳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1  徐唯傑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2  吴佳龙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3  宋晓冬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4  陈  旭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7  姚剑杰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8  常人绪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39  张红利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0  丰  强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1  冯  坦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2  赵  东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3  黄闽漩  男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4  刘  一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5  谈绮文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6  孙  信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7  毕  菁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8  吴  及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49  陆蓓莹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1  董丹凤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2  邵昕瑞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3  凌  晨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4  姚冬婷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5  邹沙沙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6  吴  希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8  李  琳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59  吴熊焰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60  马瑜珊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5078041061  邢日昶  女 医学检验四年制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01  高健平  男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02  谈  韬  男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04  郑家琦  男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08  金  敏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09  余鸿晨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0  沈晓星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1  陈梦玉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2  侯  彬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3  邵俊姗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4  蒋海珠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5  李露茜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6  丁  怡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7  郭  旭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8  陈  斐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19  郑湘芸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0  陈润洁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1  李靓莉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2  陈著隽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3  蒋  莹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4  程新意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5  袁浙萍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6  徐天蔚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7  叶  露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8  章思妤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29  林慧梅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30  王  洁  女 营养学四年制

 5078045031  陈  鑫  女 营养学四年制



临床医学五年制

 0422015  温培艺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0422033  金  鑫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0500005  陈航斌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1  高英健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2  马  源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3  陈  嵩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4  乔  良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5  詹恺诞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6  徐元林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7  马  骏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8  范宏佳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09  马  骏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0  马辰凯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1  韩  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2  季晓微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3  姚  敏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4  俞劼晶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5  张娟娟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6  沈  玥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7  吴玲玲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8  孙怡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19  宋子珺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0  俞立玮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1  叶  雯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2  朱  丹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3  陈  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4  李京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5  吴小丽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6  张馨赟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7  戚超君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8  范逸辰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29  朱  宏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0  张廼璞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1  张哲焱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3  庄剑辉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4  邹  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5  徐天竺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6  陈  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7  朱利靖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8  张格尔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39  钱  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0  麦锦坚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2  吴  维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3  祝丽莉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4  褚文珺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5  许  今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6  董  荃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7  周雅琪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8  彭丹凤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49  苏爱萍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50  席  鹏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2053  王美鸿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1  韩  杨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2  陈  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3  施国丞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4  章  捷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5  徐  岳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6  沈  阳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7  陈凌枫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8  凌  林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09  单  治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0  张  怡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1  马宇航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2  吴鼎宇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4  陶星光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6  陈彬彬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7  何  霏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8  龚  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19  林霏开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0  倪  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1  瞿秋月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2  张  君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3  许艳岚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4  李晓萌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5  赵晓丽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6  王  轩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7  杜  宣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8  刘  慧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29  刘文瑞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6030  乐百爽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1  许震宇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2  林敏达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3  潘梦之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4  崔辰尉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6  林世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7  邵佳亮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09  许寅喆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0  杨诗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1  伍鹏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2  韩兆辰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3  朱呖文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4  张  玮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5  王帮民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6  谢晓欢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8  邵静雯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19  张  熠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20  范晓理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21  朱晓庆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24  倪文力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27  沈筠筠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28  樊  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29  徐  莲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3030  吴洋洋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0442003  吴亦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0542055  肖美凤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1  智佳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2  李世通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3  毛震扬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4  张  涛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5  胡仁杰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6  王晨尧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7  袁益文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8  陈昉里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09  戴晨阳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0  杜  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2  程秀唐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3  虞思伊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4  杨周晶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5  徐  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6  刘麟璺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7  江  帆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8  龚艺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19  樊嘉蕾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0  宋君雅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1  刘逦玮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2  朱艳吉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3  马韵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4  姜  岚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5  瞿梦媛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6  沈晓伟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7  娄希贤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8  沈真原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29  温晨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0  林  诚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1  马  勇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2  王钰钢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3  许天源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4  李芳博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5  邱骅婧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6  樊  帆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7  黄  倬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8  张辰玥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39  许红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0  沈芸乐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1  张维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2  陈  晨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3  张玲雪子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4  王海玉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5  卓丰昊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6  郭倩倩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8  陈家慧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49  黄  赛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4050  徐盈盈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1  顾弋凯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2  苏  潇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3  徐  暘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4  韩  密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5  吴庆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6  程征捷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7  陈佳伟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8  王希楠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09  李伦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0  骆  煜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2  苏成锴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3  吴传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4  徐正良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6  朱晨辰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7  赵晓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8  鲍  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19  李  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0  张佳凤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1  涂慧敏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2  沈  玲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3  顾  青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4  张媛媛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5  张  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6  靳洁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7  段莹星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8  关  熠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29  刘  青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5030  俞小凤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0413010  毛慧中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0542035  陈浩田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1  贾高臻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2  汪矛斐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3  高天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4  陈皆超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5  沈  祎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6  王路加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7  沈  恺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8  许  彬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09  王旭超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0  胡吉梦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1  杨璟辉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2  谢周龙龙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3  郭晨跃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4  谢晨捷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5  龚俊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6  戎琳怡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7  钱  敏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8  冯云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19  孙莞绮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0  王诚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1  凌佳倩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2  王文涵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3  李建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5  胡雁翎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6  徐  婧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7  宋玉洁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8  张  凌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29  孙夏烨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0  王筱婧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1  董佳倩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2  于一飞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3  徐铭泽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4  单怡俊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5  张紫旻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6  凌  云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8  齐张旸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39  李剑昂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0  黄  傲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1  王  锐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2  徐  楷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3  刘明皓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4  谢沸汐  男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5  章晓炎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6  吕卓辰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7  武轶伦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8  方  硕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49  王  维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0  汤梦婕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1  李梦倩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2  张静一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4  魏  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5  米  兰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6  李海燕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7  张瑜凌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8  洪墨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59  卢  一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60  王  芳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61  陈泓宇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5068051062  黄  琼  女 临床医学五年制

 留学生五年制

 04047  游顺评  男  留学生五年制

 05003  林易儒  男  留学生五年制

 05018  陆振中  男  留学生五年制

 05020  冯达天  男  留学生五年制

 05027  周承汉  男  留学生五年制

 05039  刘  岳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41819056  王柔文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41819060  洪汉懿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50809355  许轩齐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1  甘穆莱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2  吴恩添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3  代  振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4  白飞迪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5  蓝  吉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6  安  德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7  婷  女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8  妮  娜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09  丁  蓉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0  费  南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1  玫  瑰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2  徐立皓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4  金星镜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5  张志贤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6  许诗珺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7  蔡素君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8  黄薏蓁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19  杨承恩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0  傅建伟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1  戴  柔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2  姜圭俐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4  陈嘉珮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6  周承龙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7  吴捷能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8  黄亭壹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29  王  伟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0  艾力根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1  陈彦甫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3  陈以宜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4  金希映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6  朴  胤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7  吕盈蒨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8  许瀞云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39  尹骏皓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1  崔多松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2  龙锡垠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3  高敏瑄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4  陈嫈祺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5  朱庭仪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6  李谦旻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7  方治平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680049  陈钟凌  女  留学生五年制



 5078000014  J约翰  男 留学生五年制

 5050809072  船桥王博  男 留学生五年制

口腔医学五年制

5068077002 朱  磊 男 口腔医学五年制

5068077028 刘思源 男 口腔医学五年制

5068077030 曹  雪 女 口腔医学五年制

5068077036 石远慧 女 口腔医学五年制

5068077038 刘慧君 女 口腔医学五年制

0553026 邬挺杨 男 口腔医学五年制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2  秦  伟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3  杨谷宇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4  盛  潇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5  李林光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6  罗  剑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8  张  璐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09  尹  君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0  柳  娟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1  孔方圆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2  黄祎雯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3  胡心怡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4  刘丽骏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5  李任任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7  曾芸婷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18  张微云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0  孙  菲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1  高小兰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2  石倚天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3  卢恩耀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4  黄伟昊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5  袁  斌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6  邓一文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7  钱文涛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8  徐子卿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29  李云鹏  男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1  阳昕怡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2  张佳凌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3  汪虹虹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4  李壬媚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5  康琼屹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7  陈  萍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8  申  会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39  陈希楠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40  袁玲君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41  黎  雪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42  陈  娟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0453043  黎  瑞  女 口腔医学七年制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1  冯竞仰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4  宗  阳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5  屠卫超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6  王昊陆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7  汤晓寅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8  赵  宏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09  孙隆慈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2  翟启麟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4  钱孝先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5  陈  超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6  郑  青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7  王  莉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8  陈  谦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19  唐碧雯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0  吴  丹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1  刘晓颖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2  吕莹莹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3  朱旻霞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4  张  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5  钮忆欣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6  涂彬彬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7  黄滔滔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29  杨  弋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0  马婷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1  李晓静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3  彭友多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4  冯大明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5  潘张翼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8  周晨晨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39  吴圣俊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0  严  杰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1  倪鹏文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5  王鹏飞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6  殷璐曼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7  张  凤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8  刘  上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49  杨  黎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0  梅章懿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1  顾立扬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3  沈  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4  滕凌雅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5  徐婉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6  丁  佳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7  乐怡平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8  龚  寅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59  吴  卉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60  徐亚楠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21062  王赛凤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1  杨佳华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2  李虎臣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3  李家恺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4  杨寅愉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5  丁文俊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6  周鑫昀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8  张  超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09  夏  昊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1  胡  睿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3  桂慧雯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4  顾金萍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5  龚婷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6  翁穗青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8  丁奕星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19  陈毓雯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0  方  静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1  戎天艺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2  夏栩琼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3  朱  莹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4  颜玉君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5  宣  懿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6  潘漪莲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7  郁丹燕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8  李  谐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29  季星岑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30  欧阳婧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41031  黄朝旭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02  陈  暘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05  潘  峰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07  卢晓峰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08  张  超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09  张  巍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0  洪  源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1  袁  程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2  汪  洋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3  戴丽莹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4  陆家睛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5  李梅玲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18  程吉华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0  徐牧迟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1  苏  洋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2  李  晨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3  刘晶晶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5  邓  霖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7  邱青青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8  王燕燕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29  吴琦嵘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0  王一佳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1  李  欣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2  陶正君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3  华驾略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4  蒋唯松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5  闵沛如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6  王则宇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7  张弘玮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38  倪佳祺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0  祁  宁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1  朱啸林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4  唐益清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5  胡玮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6  徐媛媛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7  杨肖波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8  薛  闻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49  干  倩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0  姜如珈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1  季方夏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2  翟  莹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3  计静丹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4  俞  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5  王露岚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6  盛丽丽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7  蒋奕玫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8  徐凌霄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59  孙露萤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60  李  珍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61  张洁林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0411062  叶  扬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

5031819043  胡  健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

班
 0413001  冯  宇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2  沈  浮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3  叶靳华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4  李啸扬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5  朱寅杰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6  隋孟松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8  陆国樑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09  沈煜枫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1  李  军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2  李立汇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3  殷正昕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4  宁  晔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5  张小小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6  方  嵘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7  瞿  顺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8  辛  玫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19  奚秀艳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0  贾  懿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1  徐  文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2  陈文勤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3  马玲瑛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4  肖  华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5  徐倩楠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6  杨华静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7  李笛悠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8  徐冰馨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29  忻  蓉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0413030  胡月亮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509100  陆雯丽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719016  杨  雪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4  顾晨鹃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5  沈  婷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6  周  益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7  李妍蔚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8  辛鸿婕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9  朱羽苑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34  刘嘉哲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35  毛彦杰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36  孙晓寅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37  颜佳毅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39  金  韡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43  赵清爽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45  刘梦琳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49  葛沁怡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919015  方  一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309036  任肖玉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509060  李  硕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1  陈  勰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2  刘维纯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3  叶  瑛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4  诸萍萍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7  徐妍君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8  李  琳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09  叶俊娜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1  林紫薇  女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2  陈  豪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3  顾韧赜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5  陆义安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6  乔之光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7  谭玮麟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8  周光耀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19  郭效朋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0  刘  伍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5041819022  周根青  男 临床医学七年制教改班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

制
 0410001  郁骁珩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2  姜  浩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3  郁夏风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4  夏文强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5  侍力刚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6  史宇航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8  樊又嘉  男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09  曹  烨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0  倪颖梦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1  潘华倩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2  张丽芸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3  张暮寅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4  季雍容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5  刘玥隽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6  梁  赟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7  严泽莹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19  史  雯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0  衣  琳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1  郭丽娜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2  陈  颖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3  蒋晓珺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4  席  云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5  包州州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6  沈  冰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7  周冬冬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8  黄  薇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29  郑嘉毅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0410030  柴春宇  女 临床医学法文班七年制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09  孙  俏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3  周  玲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4  张  拓  男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5  许  敏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6  徐  莹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7  包皙婷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8  张于人  男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9  刘兰波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20  任家俊  男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21  王清宇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22  戴韶珺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23  马  良  男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24  孔  文  男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25  周子恩  男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0  王琳琳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0421028  张  玲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1  吴  晟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1077199612  朱叶韵  女  临床医学八年制



学历 专业名称 姓名 性别

硕士 神经病学 王  双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赵是民 女

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志霞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杲  丽 女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潘春明 男

硕士 遗传学 徐汪洋 女

硕士 免疫学 邓少华 男

硕士 免疫学 张壮壮 男

硕士 免疫学 张  霞 女

硕士 免疫学 李金枝 女

硕士 免疫学 黄秋愉 女

硕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邓  聪 女

硕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罗云蔓 女

硕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王  佳 女

硕士 药物化学 欧美贤 女

硕士 药物化学 孙  凯 女

硕士 药理学 康  雷 男

硕士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吴琪俊 男

硕士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张  妍 女

硕士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丁慧萍 女

硕士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丁  倩 女

硕士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邹鹿鸣 女

硕士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陈  洋 男

硕士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丁  蕾 女

硕士 护理学 余俊娟 女

硕士 护理学 赵婷婷 女

硕士 护理学 谢博钦 女

硕士 护理学 李丽莎 女

硕士 内科学 蔡伶伶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万  仞 女

硕士 外科学 傅秀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晓光 男

硕士 外科学 毕永延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  甲 男

硕士 外科学 江州华 男

硕士 外科学 吴生华 男

硕士 眼科学 任洪芹 女

硕士 肿瘤学 赵  美 女

硕士 药理学 王  蓉 女

硕士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阎仲珩 男

硕士 儿科学 王四美 女

硕士 儿科学 袁迎第 女

硕士 儿科学 王  丽 女

硕士 儿科学 周莎莎 女

硕士 儿科学 李晓维 女

硕士 儿科学 张  丽 女

硕士 儿科学 王  亭 男



硕士 内科学 颜晶晶 女

硕士 内科学 江银玲 女

硕士 内科学 沈  岚 女

硕士 内科学 宋正波 男

硕士 药理学 王晓辉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陶  晶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李惠琳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赵  滢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刘园园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苏  宁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苏珊珊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张  璇 女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王兆薇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黄  媛 女

硕士 细胞生物学 左炽健 男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晓晓 女

硕士 肿瘤学 李晓昱 女

硕士 肿瘤学 李  焱 女

硕士 肿瘤学 应  巧 女

硕士 肿瘤学 鲍梅艳 女

硕士 肿瘤学 沈秋瑾 女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张  帆 女

硕士 遗传学 陈  惠 女

硕士 遗传学 李  牛 男

硕士 免疫学 刘静静 女

硕士 遗传学 杨文涛 男

硕士 遗传学 陈  丹 女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苏绪波 男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周  雁 女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易真 女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赵旭杰 男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孔永奎 男

硕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陶岚岚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琴荣 女

硕士 内科学 石  娟 女

硕士 内科学 郭  宁 女

硕士 内科学 韩  爽 女

硕士 内科学 柯颖颖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  晋 女

硕士 内科学 邓艳华 女

硕士 内科学 刘冬梅 女

硕士 内科学 蔡学英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亚男 女

硕士 内科学 范小明 男

硕士 内科学 马晓烨 女

硕士 内科学 孟祥健 男

硕士 内科学 艾香艳 女

硕士 内科学 刘  威 女



硕士 内科学 杨邵英 女

硕士 内科学 张杉杉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  琪 男

硕士 内科学 姚静静 女

硕士 内科学 卢  颖 女

硕士 内科学 周  桥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天歌 女

硕士 内科学 吴要华 男

硕士 内科学 庞  旸 男

硕士 内科学 任淑静 女

硕士 内科学 余东山 男

硕士 内科学 李金平 女

硕士 内科学 黄健男 男

硕士 内科学 应  远 男

硕士 内科学 黄素园 女

硕士 内科学 肖  丹 女

硕士 内科学 谢洪强 男

硕士 内科学 许  慈 女

硕士 内科学 薛知新 女

硕士 内科学 陈  静 女

硕士 内科学 郝  旭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  聪 女

硕士 儿科学 常国营 女

硕士 儿科学 林  凯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樊彩妮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刘小坤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陶青青 男

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 陈娅苑 女

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 吴桂菊 女

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 王岚琦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吕培杰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尤  超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亢延卿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利华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赵雪松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韩  宇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姜婷婷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晓晓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魏  冉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尹红燕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欧阳琦 男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周佳维 男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曹国君 男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秦欢欢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邢志芳 女

硕士 外科学 王文静 女

硕士 外科学 赵健全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庆刚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凌捷 男

硕士 外科学 吕  欣 男

硕士 外科学 韩丁培 男

硕士 外科学 陈  宾 男

硕士 外科学 金  敏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加祥 男

硕士 外科学 汪小辉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以巧 男

硕士 外科学 胡明明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存明 男

硕士 外科学 范长燕 女

硕士 外科学 李成强 男

硕士 外科学 唐  建 男

硕士 外科学 韩  意 男

硕士 外科学 蒋金玲 女

硕士 外科学 张荣娟 女

硕士 外科学 马  玉 女

硕士 外科学 陈雪莲 女

硕士 外科学 刘  坤 男

硕士 外科学 吕  波 男

硕士 外科学 党同科 男

硕士 外科学 高流芳 女

硕士 外科学 李春景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关小红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吴  青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夏丽群 女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陈旎珺 女

硕士 麻醉学 刘真真 女

硕士 麻醉学 姚婧鑫 女

硕士 麻醉学 赵华平 女

硕士 麻醉学 韩潞潞 男

硕士 麻醉学 李  强 男

硕士 麻醉学 彭志友 男

硕士 中医基础理论 殷霁虹 女

硕士 内科学 黄  剑 男

硕士 内科学 王  慧 女

硕士 内科学 徐  俊 女

硕士 内科学 常桂丽 女

硕士 内科学 陈  静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雅琼 女

硕士 内科学 杨潇潇 女

硕士 内科学 樊旺祥 男

硕士 外科学 曾  文 男

硕士 外科学 赵  建 男

硕士 外科学 边海林 男

硕士 外科学 陈要林 男

硕士 内科学 吴佳君 男

硕士 内科学 肖珎予 女



硕士 内科学 钟  敏 女

硕士 内科学 董  晓 女

硕士 内科学 张丽妍 女

硕士 内科学 邢  敬 男

硕士 内科学 叶  婷 女

硕士 内科学 陈荔萍 女

硕士 内科学 徐雅虹 女

硕士 内科学 胡春玖 男

硕士 内科学 谭红红 女

硕士 内科学 孙立英 女

硕士 内科学 宫  钰 女

硕士 内科学 金  晶 女

硕士 内科学 岳  江 男

硕士 内科学 孙钦娟 女

硕士 内科学 韩小凤 女

硕士 内科学 刘  渊 男

硕士 内科学 范  薇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祥苏 女

硕士 内科学 高嘉元 男

硕士 内科学 王丽锋 女

硕士 内科学 孙传银 男

硕士 内科学 叶  延 女

硕士 内科学 高  燕 女

硕士 内科学 岳威位 男

硕士 内科学 臧敏华 女

硕士 内科学 董显文 男

硕士 内科学 朱  殷 女

硕士 儿科学 陈  伟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李兰玉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糜建华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梅  昂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  琳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之倩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何文娟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恩成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徐  莲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侯盼飞 男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杜  坤 男

硕士 外科学 侯恺林 男

硕士 外科学 杨国良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正果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  朋 男

硕士 外科学 施志强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宝锋 男

硕士 外科学 朱建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文韬 男

硕士 外科学 郑  辉 男

硕士 外科学 解旭品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  顺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  甫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明坤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  冉 男

硕士 外科学 钟志宏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栾晓蕊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许洁涵 女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李  琪 女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张永兰 女

硕士 麻醉学 顾  洋 男

硕士 麻醉学 胡  江 女

硕士 麻醉学 李  潺 男

硕士 麻醉学 林  琳 女

硕士 遗传学 龙  飞 男

硕士 遗传学 周  雅 女

硕士 内科学 丁  涛 男

硕士 内科学 顾  问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新娟 女

硕士 内科学 孙静姝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立瑞 男

硕士 内科学 陈丽丽 女

硕士 内科学 沈  峰 男

硕士 内科学 马继芳 女

硕士 内科学 孙  彧 男

硕士 内科学 张丽娉 女

硕士 内科学 杜世春 女

硕士 内科学 张珠华 女

硕士 内科学 唐  东 男

硕士 儿科学 徐  织 女

硕士 儿科学 霍  婧 女

硕士 儿科学 王娟娟 女

硕士 儿科学 张  慧 女

硕士 儿科学 张新顺 男

硕士 儿科学 董华腾 女

硕士 儿科学 胡  璟 女

硕士 儿科学 徐姗姗 女

硕士 儿科学 章  旭 女

硕士 儿科学 陈轶维 男

硕士 儿科学 解  锋 男

硕士 儿科学 魏  倩 女

硕士 儿科学 曾敏慧 女

硕士 儿科学 陈文娟 女

硕士 儿科学 朱  莎 女

硕士 儿科学 胡燕琪 女

硕士 儿科学 刘金荣 女

硕士 儿科学 汪希珂 女

硕士 儿科学 王  静 女

硕士 儿科学 刘秋霞 女



硕士 儿科学 王  跃 男

硕士 儿科学 王朋朋 女

硕士 儿科学 刘玉洁 女

硕士 儿科学 梁  斐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吴  娜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费  洁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段秀杰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尹春红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侯莎莎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赵  燕 女

硕士 外科学 高同斌 男

硕士 外科学 潘玉龙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  鹏 男

硕士 外科学 闫  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海东 男

硕士 外科学 饶龙华 男

硕士 外科学 陶绍富 男

硕士 外科学 洪文瑶 男

硕士 外科学 吴政海 男

硕士 外科学 宋  佳 女

硕士 外科学 于国鹏 男

硕士 外科学 方萃福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  磊 男

硕士 外科学 袁  源 女

硕士 外科学 管宏新 男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柴永川 男

硕士 麻醉学 李晓稀 女

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 郭  飞 女

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 罗璨璟 女

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 马碧涛 男

硕士 内科学 李艳香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  影 女

硕士 内科学 施  超 男

硕士 内科学 王  涛 男

硕士 老年医学 孙  赟 男

硕士 神经病学 舒  良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  刚 男

硕士 外科学 谷辉杰 男

硕士 外科学 陈亚宁 男

硕士 外科学 刘正尼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雪鹏 男

硕士 外科学 赵  振 男

硕士 外科学 李慧婕 女

硕士 外科学 盛玲玲 女

硕士 外科学 杨亚益 女

硕士 外科学 沈  阳 男

硕士 外科学 梁正洋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书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  振 男

硕士 外科学 侯长举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柴文星 女

硕士 眼科学 王  静 女

硕士 口腔基础医学 韩  婧 女

硕士 口腔基础医学 李  婧 女

硕士 口腔基础医学 费丽莎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吕明明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栾晓玲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高宪超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郭  楠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何艳萍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姜焕焕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乔士冲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汪为庆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付  斌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衣淑娜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张文怡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孙  昊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介艳巧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张昕景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彭伟伟 女

硕士 内科学 吴宏宪 男

硕士 内科学 刘慧霞 女

硕士 内科学 步丽梅 女

硕士 内科学 朱  楠 女

硕士 儿科学 董文芳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沈  原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刘  龙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白佳媛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孙朋朋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郭慧敏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王  娟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周  娟 女

硕士 外科学 钟  量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志华 男

硕士 外科学 秦金保 男

硕士 外科学 于殿君 男

硕士 外科学 吴建红 男

硕士 外科学 杨  敏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姜飞洲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王清莹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庄玉玉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冯怡雯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祝  颖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魏桠楠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吴  凌 女

硕士 眼科学 徐  吉 女



硕士 眼科学 马明明 男

硕士 眼科学 梁小庆 女

硕士 眼科学 姚  远 女

硕士 眼科学 徐  珊 女

硕士 眼科学 刘晓娟 女

硕士 眼科学 李  倩 女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许栋岳 女

硕士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郭华平 女

硕士 麻醉学 王海涛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陈  莉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汪廷乐 男

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 孔令春 女

硕士 药理学 金  剑 男

硕士 眼科学 鲍慧婧 女

硕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杜  然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  晔 女

硕士 内科学 朱梅影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  帅 男

硕士 内科学 陆  明 女

硕士 内科学 胡一鸣 男

硕士 内科学 袁颖华 女

硕士 内科学 白  梅 女

硕士 内科学 张栋梁 男

硕士 内科学 李小亮 男

硕士 内科学 王小银 女

硕士 老年医学 吕小荣 男

硕士 神经病学 郑  琳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许  敏 女

硕士 肿瘤学 杜雪菲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史丽娜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  芹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李殿城 男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周沐青 女

硕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李  俐 女

硕士 外科学 王  伟 男

硕士 外科学 成  亮 男

硕士 外科学 王  磊 男

硕士 外科学 冯祁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刘  华 男

硕士 外科学 袁  强 男

硕士 外科学 黄成龙 男

硕士 外科学 丁付燕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  巍 男

硕士 外科学 杨建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丁  军 男

硕士 外科学 朱庆超 男

硕士 外科学 刘晓琳 男

硕士 外科学 卜易莹 女



硕士 外科学 李  明 男

硕士 外科学 刘  骥 男

硕士 外科学 赵  松 男

硕士 外科学 沙  霖 男

硕士 外科学 袁青领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李  黎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徐妍力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刘艳慧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杨唯宁 女

硕士 眼科学 李世玮 女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熊园平 男

硕士 肿瘤学 刘增军 男

硕士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赵  娟 女

硕士 麻醉学 陈默曦 女

硕士 麻醉学 杨正波 男

硕士 急诊医学 李永霞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赵  伟 男

硕士 药理学 朱金辉 男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乔延柯 男

硕士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郭业勤 女

硕士 内科学 蒋  荷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柳  俊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庞丽芳 女

硕士 外科学 陈  凯 男

硕士 外科学 张卫峰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江莉婷 女

硕士 内科学 熊剑飞 男

硕士 神经病学 李  婷 女

硕士 外科学 吴海波 男

硕士 外科学 姜斯超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卞寿芳 女

硕士 麻醉学 任三姐 女

硕士 内科学 王  莹 女

硕士 内科学 张  蕾 女

硕士 儿科学 徐应永 男

硕士 儿科学 董鸿捌 男

硕士 儿科学 陈友婷 女

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 石  梅 女

硕士 麻醉学 杨理巧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张冬林 男

硕士 麻醉学 辛志祥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李  辉 男

硕士 外科学 周  达 男

硕士 内科学 谢上才 男

硕士 内科学 邓  敏 女

硕士 内科学 陆  铮 男

硕士 内科学 陈  生 男

硕士 内科学 杨  蕾 女



硕士 内科学 黎文华 男

硕士 内科学 钱娟娟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侯昌龙 男

硕士 外科学 尹冰德 男

硕士 妇产科学 周冬梅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董金华 女

硕士 耳鼻咽喉科学 林嘉盈 女

硕士 麻醉学 杨秀娟 女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张  遵 女

硕士 内科学 沈  娟 女

硕士 内科学 李  尧 女

硕士 内科学 张海英 女

硕士 老年医学 袁美霞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邵春娟 女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吴作辉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包  磊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陈  捷 男

硕士 外科学 姜朝来 男

硕士 外科学 朱  翔 男

硕士 外科学 庞尔君 男

硕士 外科学 刘英杰 男

硕士 外科学 倪  锋 男

硕士 外科学 刘  文 男

硕士 肿瘤学 熊  桑 女

硕士 麻醉学 张  昕 男

硕士 麻醉学 宦  乡 男

硕士 外科学 何鸿陶 男

硕士 外科学 吴芳芳 女

硕士 肿瘤学 袁海花 女

硕士 儿科学 崔  云 女

硕士 儿科学 周益平 女

硕士 内科学 沈松萃 男

硕士 内科学 杨国澍 男

硕士 外科学 陈  建 男

硕士 外科学 郭  翔 男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江海峰 男

硕士 生理学 职蕾蕾 女

硕士 遗传学 任建婷 女

硕士 细胞生物学 江  舟 女

硕士 神经病学 张  辉 男

硕士 口腔基础医学 刘  贤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陈  莉 女

硕士 细胞生物学 查巍巍 女

硕士 遗传学 谢  俊 男

硕士 发育生物学 王  翔 男

硕士 外科学 林天龙 男

硕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拉得方 男

硕士 外科学 冯  帆 男



硕士 口腔临床医学 桑  杰 男

硕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周  敏 女

硕士 外科学 友斯飞 男

硕士 外科学 高  龙 男



学历 专业名称 姓名 性别

博士 免疫学 张  勇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陈  涛 男

博士 生理学 胡优敏 女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叶  玲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王  颐 女

博士 内科学 王  帅 女

博士 内科学 施文瑜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田立鹏 男

博士 遗传学 阎  冰 男

博士 外科学 董柏君 男

博士 外科学 朱敬之 女

博士 妇产科学 季  芳 女

博士 儿科学 潘曙明 男

博士 外科学 龚轶一 男

博士 外科学 秦  安 男

博士 外科学 杨娴娴 女

博士 口腔基础医学 张婷婷 女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程  林 男

博士 内科学 张  治 男

博士 内科学 张  旻 女

博士 内科学 李  丁 女

博士 外科学 费志强 男

博士 遗传学 陈文连 男

博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沈炜炜 女

博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王  萍 女



博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赵  雷 男

博士 微生物学 王亚琳 女

博士 病原生物学 周  妍 女

博士 微生物学 张灼阳 女

博士 免疫学 郭怀祖 男

博士 免疫学 杨海鸥 女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章晓芳 女

博士 药理学 王  岩 女

博士 免疫学 王  利 女

博士 细胞生物学 翁  震 男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  娜 女

博士 免疫学 钮晓音 女

博士 免疫学 吴  琼 女

博士 免疫学 袁向亮 男

博士 免疫学 顾  鹏 男

博士 生理学 王莹萍 女

博士 生理学 董  莉 女

博士 生理学 陆红丽 女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飞飞 女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姚  玲 女

博士 细胞生物学 蔡  蓉 女

博士 细胞生物学 桑  晶 女

博士 药理学 刘  婷 女

博士 药理学 江  涛 男

博士 药理学 邵碧云 女

博士 药理学 林  琦 女



博士 药理学 马  珂 女

博士 遗传学 王津津 女

博士 遗传学 李  圆 女

博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李  霞 女

博士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汪作为 男

博士 肿瘤学 闫明霞 女

博士 肿瘤学 牛永东 男

博士 肿瘤学 王  海 男

博士 遗传学 周在威 男

博士 遗传学 曲立娟 女

博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邓  欢 男

博士 儿科学 钟文伟 男

博士 儿科学 苏  雯 女

博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邹叔彪 男

博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李  彬 男

博士 麻醉学 刘学胜 男

博士 麻醉学 朱倩林 女

博士 麻醉学 庄  蕾 女

博士 内科学 王敬瀚 男

博士 内科学 黄  韵 女

博士 内科学 张险峰 男

博士 内科学 陆  炎 男

博士 内科学 贾  方 女

博士 内科学 宋艾云 女

博士 内科学 苏颋为 男

博士 内科学 赵  琳 女



博士 内科学 姜秀丽 女

博士 内科学 程笑冰 女

博士 内科学 郑建雷 男

博士 内科学 汪智全 男

博士 内科学 姜  鹤 女

博士 内科学 龚  益 女

博士 内科学 项晓刚 男

博士 内科学 孙萍胡 女

博士 内科学 慎睿哲 女

博士 内科学 何相宜 女

博士 内科学 刘  峰 男

博士 内科学 于德敏 男

博士 内科学 李新华 男

博士 内科学 沈琳辉 女

博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 沈小雁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桂雅星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吕海燕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张  煜 男

博士 神经病学 崔国红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王  政 男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赵旭赟 男

博士 外科学 张  庆 男

博士 外科学 杨中印 男

博士 外科学 唐佳俊 女

博士 外科学 陈  璐 女

博士 外科学 瞿  颖 女



博士 外科学 田  鸣 男

博士 外科学 余松林 男

博士 外科学 邵  远 男

博士 外科学 黄文场 男

博士 外科学 刘一云 女

博士 外科学 金小顺 男

博士 外科学 徐  洪 男

博士 外科学 李  鹏 男

博士 外科学 董涛涛 男

博士 外科学 马君俊 男

博士 外科学 季晓频 男

博士 外科学 李  琛 男

博士 外科学 郑亚南 男

博士 眼科学 谭海波 男

博士 眼科学 于  军 女

博士 遗传学 俞慧清 女

博士 遗传学 王玉平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谭  令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杨文洁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赵香田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李  楠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明亮 男

博士 内科学 徐婷嬿 女

博士 内科学 呼邦传 男

博士 外科学 邵华荣 男

博士 外科学 沈宇辉 男



博士 外科学 赵  强 男

博士 妇产科学 李  姝 女

博士 妇产科学 沈浩然 男

博士 妇产科学 冒小燕 女

博士 妇产科学 殷广洁 女

博士 老年医学 杨维维 女

博士 麻醉学 王舒燕 女

博士 内科学 黄新芳 女

博士 内科学 陈慧敏 女

博士 内科学 崔  云 女

博士 内科学 金叔宣 男

博士 内科学 袁  伟 男

博士 内科学 宗  蕾 女

博士 内科学 张  翩 女

博士 内科学 朱明明 女

博士 外科学 潘耀华 男

博士 外科学 章卫桥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薛惠平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  薇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余椿 男

博士 肿瘤学 南飞飞 女

博士 肿瘤学 张欢乐 男

博士 肿瘤学 姜  斌 男

博士 妇产科学 刘  华 女

博士 外科学 赵恩昊 男

博士 外科学 沈  洁 女



博士 外科学 王  争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程杰军 男

博士 儿科学 金莹莹 女

博士 儿科学 高家林 男

博士 儿科学 梁黎黎 女

博士 儿科学 马  宁 男

博士 儿科学 马  骏 男

博士 儿科学 曹露露 女

博士 儿科学 丁道奎 男

博士 儿科学 李苹娟 女

博士 儿科学 徐月娟 女

博士 儿科学 廖祥鹏 男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吕静荣 男

博士 内科学 陈仁华 男

博士 内科学 刘  乾 女

博士 外科学 马晓荣 男

博士 外科学 张胜利 男

博士 外科学 李新锋 男

博士 外科学 何继业 男

博士 外科学 贾建光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祎年 男

博士 儿科学 陈  浩 男

博士 内科学 冯向飞 男

博士 内科学 皮卫峰 男

博士 外科学 虞永江 男

博士 口腔基础医学 张  军 男



博士 口腔基础医学 曹  巍 男

博士 口腔基础医学 刘  昕 女

博士 口腔基础医学 吴  婕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赵隽隽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王  新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张文斌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谢玉峰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胡景超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王  悦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吕凯歌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邱  憬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韩  伟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蒋  倩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杨  筱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鲍喆煊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马立为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柳  杨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卫  婕 女

博士 内科学 李  娅 女

博士 外科学 陈  瑶 女

博士 外科学 付  炜 男

博士 外科学 孙恒赟 男

博士 外科学 李  琼 女

博士 外科学 艾松涛 男

博士 外科学 王  燎 男

博士 外科学 曹  雷 男



博士 外科学 杨  飞 男

博士 外科学 陈  达 男

博士 外科学 江成鸿 男

博士 外科学 夏玲玲 女

博士 外科学 蒋永康 男

博士 外科学 沃  雁 女

博士 外科学 于志锋 男

博士 外科学 彭兆祥 男

博士 外科学 彭御冰 男

博士 眼科学 施沃栋 男

博士 眼科学 王业飞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吴忆来 女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张晓虎 男

博士 口腔临床医学 阿里木江．吾守 男

博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冯振中 男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王宇娟 女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李大伟 男

博士 妇产科学 周  珑 女

博士 麻醉学 杨美蓉 女

博士 内科学 段晓燕 女

博士 内科学 沈  畅 男

博士 内科学 王  锋 男

博士 神经病学 刘功禄 男

博士 神经病学 赵圣杰 女

博士 外科学 柯卫锋 男

博士 外科学 孙红成 男



博士 外科学 温玉刚 男

博士 外科学 王  权 男

博士 外科学 朱光辉 男

博士 外科学 蒋  琪 男

博士 眼科学 尹莉莉 女

博士 眼科学 李培毓 女

博士 眼科学 苏  莉 女

博士 眼科学 徐  艺 女

博士 眼科学 张红梅 女

博士 药理学 汤  静 女

博士 药理学 张晓庆 女

博士 药理学 孙  搏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会萍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史秋生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郑林丰 男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高  尚 女

博士 外科学 王永传 男

博士 眼科学 孙  涛 男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王  慧 女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李春燕 女

博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王文涓 女

博士 临床检验诊断学 杜  艳 女

博士 麻醉学 王  华 女

博士 内科学 朱云霞 女

博士 内科学 李华婷 女

博士 内科学 王  锋 男



博士 内科学 李亚彭 女

博士 内科学 陶建平 男

博士 内科学 王志华 男

博士 内科学 汪  毅 男

博士 神经病学 朱红莲 女

博士 神经病学 黄健康 男

博士 外科学 汪春阳 男

博士 外科学 王  祥 男

博士 外科学 邹榕江 男

博士 外科学 张军华 男

博士 外科学 刘志华 男

博士 外科学 陈红旗 男

博士 外科学 朱卫东 男

博士 外科学 宁仁德 男

博士 外科学 张  伟 男

博士 外科学 于  嵩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郭  倩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陈元畅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鲁海涛 男

博士 内科学 许志朋 男

博士 外科学 陈道运 男

博士 外科学 张立智 男

博士 外科学 朱珍宏 男

博士 外科学 罗仕华 男

博士 外科学 杨成广 男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刁雪红 女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吉臻 男

博士 内科学 张  毅 男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王清宇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戴韶珺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任家俊 男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周  玲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周子恩 男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许  敏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张  拓 男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孔  文 男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王琳琳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孙  俏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马  良 男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刘兰波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包皙婷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徐莹 女

博士 临床医学八年制 张于人 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