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意向专业

20204020465 史梦雯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20204021237 甄云月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20204020034 刘启贤 临床病理学

20204020647 石旭晴 临床病理学

20204021190 文慧 临床病理学

20204021506 李秉哲 临床病理学

20204020869 毛艳霞 儿科学

20204021068 李星 儿科学

20204020574 李雨杭 儿科学

20204020857 梅练妮 儿科学

20204020489 李英纳 儿科学

20204020680 江木秀 儿科学

20204021173 蔡亮宇 儿科学

20204020917 张子丰 儿科学

20204020671 刘琳琳 儿科学

20204020859 闵绍洁 儿科学

20204020646 田梦婷 儿科学

20204020731 万乙岑 儿科学

20204020945 吴晓琴 儿科学

20204021026 伍劼 儿科学

20204021370 何蕊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0214 樊淑文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0087 张湘玲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1267 刘星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0879 毛敏姿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0610 郝玉哲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1385 周子攸 耳鼻咽喉科学

20204021156 陈宇 妇产科学

20204020713 樊宇 妇产科学

20204021125 陈甜甜 妇产科学

20204020374 付琳 妇产科学

20204020089 胡美曦 妇产科学

20204021344 杨昌瑞 妇产科学

20204020969 周婧雯 妇产科学

20204020907 叶佳甜 妇产科学

20204020635 姜朝晖 妇产科学



20204020993 裴凯歌 妇产科学

20204020479 王嘉怡 妇产科学

20204020060 谢卓霖 妇产科学

20204021015 徐瑞怡 妇产科学

20204020350 彭丽锦 妇产科学

20204021390 彭佩轩 妇产科学

20204020125 曲舒 妇产科学

20204021028 苏昊 妇产科学

20204021046 田乙岚 妇产科学

20204020314 杨玉凌 妇产科学

20204021340 董瑞红 妇产科学

20204021450 符开余 妇产科学

20204020383 刘兴哲 妇产科学

20204021260 吝怡 妇产科学

20204020589 刘园萌 妇产科学

20204021016 张瀚云 妇产科学

20204020946 李冰玉 护理学

20204021058 周川茹 护理学

20204020834 黄艺嘉 护理学

20204021030 张琪 护理学

20204021109 王丹丹 护理学

20204020892 李雨霏 护理学

20204021112 王丹 护理学

20204021094 王晓萱 护理学

20204021298 高子淇 护理学

20204020928 高敏 护理学

20204020850 郭炎 护理学

20204020976 何鑫雨 护理学

20204020937 李秋月 护理学

20204020942 赵雪旸 护理学

20204021115 谢璟玥 护理学

20204021254 杨文静 护理学

20204021090 高山原 护理学

20204021373 张可 护理学

20204021003 范优优 护理学

20204020999 雷金金 护理学

20204020861 刘庆庆 护理学



20204020943 辛晓龙 护理学

20204020955 辛玉洁 护理学

20204021296 李洁 护理学

20204021301 卢向敏 护理学

20204021319 刘晓潼 护理学

20204021253 刘阳 护理学

20204021354 尤思梦 护理学

20204020009 刘瑞霖 急诊医学

20204020480 殷钰冰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1521 陈璋玥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1361 黄超今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954 冯原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1466 朱晓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838 程晓菲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411 樊宁丹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012 吕文齐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811 王美雯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321 周楚晴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218 肖立玲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0204020064 董希兰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0204020119 李露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0204020092 施杰洪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0204020226 李岩松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0204020171 王秋衡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0204020281 冯渊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20204020367 黄栌 老年医学

20204021477 邓文宇 老年医学

20204021467 曾朝蓉 老年医学

20204021495 赵一帆 老年医学

20204020345 曾晓凤 老年医学

20204021110 张芊 临床检验诊断学

20204020011 王静 临床检验诊断学

20204020554 安海英 临床检验诊断学

20204020187 陈宜 临床检验诊断学

20204020023 牛晓云 临床检验诊断学

20204020890 苗成林 临床检验诊断学

20204020403 丘愈澜 临床药学



20204020814 肖佳美 临床药学

20204020769 刘峥 临床药学

20204020044 钟常歆 临床药学

20204020621 黄麒媛 麻醉学

20204020104 谭佳 麻醉学

20204020549 丁梦 麻醉学

20204020158 刘梦菡 麻醉学

20204020094 李雪涵 麻醉学

20204020448 王策 麻醉学

20204020039 徐乐 麻醉学

20204020251 张昌腾 麻醉学

20204020582 楚甜甜 麻醉学

20204020925 高青池 麻醉学

20204020235 何彦妮 麻醉学

20204021010 孙婷婷 麻醉学

20204021106 吴琳 麻醉学

20204020968 武凡 麻醉学

20204020936 杨为 麻醉学

20204020341 左佑 麻醉学

20204020388 邓李云 麻醉学

20204020331 汤敏誉 麻醉学

20204020638 张倩 麻醉学

20204020724 赖兴宁 麻醉学

20204021417 高梦 母婴医学

20204020453 周佳芮 内科学（传染）

20204021460 徐如意 内科学（传染）

20204020217 陆严研 内科学（传染）

20204020333 王银萍 内科学（传染）

20204020142 万智凯 内科学（传染）

20204020192 许佳艺 内科学（风湿）

20204021524 肖宜南 内科学（风湿）

20204020974 王璨 内科学（风湿）

20204020522 王莺语 内科学（风湿）

20204021473 杨金明 内科学（风湿）

20204020457 张嘉莹 内科学（风湿）

20204021401 李萍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846 肖楚 内科学（呼吸）



20204021023 蒲佳琪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262 庞兰兰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099 孙恺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771 王晗妤 内科学（呼吸）

20204021176 何炎芮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703 杜煜昕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865 魏淑君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047 杨若楠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349 金凡丁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095 李秀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320 杨霖荟 内科学（呼吸）

20204020839 黄基峰 内科学（呼吸）

20204021408 张心怡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001 谢晴星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612 郭文璟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764 彭琳瑞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1091 王妍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719 冯鑫源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1159 包洁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547 田慧敏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754 周睿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914 汪洋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899 古宇帆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629 王翠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0518 赵思涵 内科学（内分泌）

20204021493 姜绮安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776 刘梦远 内科学（肾内）

20204021290 杨丹丹 内科学（肾内）

20204021082 常凯曦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242 徐依萍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485 陈婧 内科学（肾内）

20204021084 李闰 内科学（肾内）

20204021258 程慧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317 朵丽瑾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715 洪伊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900 刘雨佳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426 徐琳琳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325 阳晴 内科学（肾内）

20204020190 周志锋 内科学（肾内）

20204021406 田博文 内科学（消化）

20204021383 徐秋实 内科学（消化）

20204021431 王良芳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779 罗鑫悦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177 李梦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408 王晔照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557 段时新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210 赵伊阳 内科学（消化）

20204021107 贾星雨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224 林晓璇 内科学（消化）

20204021312 张超男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244 吴之涵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665 邓顺宇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593 吴瑞麒 内科学（消化）

20204020868 张佳蕾 内科学（消化）

20204021392 边晓晖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461 熊宇龙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883 童瑶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323 宋俊权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184 梁士楚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604 文涔锦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830 黄梦婷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258 牛子钰 内科学（心内）

20204021317 霍醒伟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066 刘巧雪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123 叶渝洋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029 柏懿璇 内科学（心内）

20204020353 刘子腾 内科学（心内）

20204021184 李锐韬 内科学（心内）

20204021040 郭静 内科学（血液）

20204021008 尹为 内科学（血液）

20204020031 周雨彤 内科学（血液）

20204020576 李妙慧 内科学（血液）

20204020600 宋姣 内科学（血液）

20204020268 胡采宏 内科学（血液）



20204020309 徐承阳 内科学（血液）

20204020820 朱瑜格 内科学（血液）

20204021325 吴姝玮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939 罗珠羽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1454 成吉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129 冯雨晴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1204 李之凡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1293 王艺菲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548 梁楚婷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824 姜怡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982 张丽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307 罗宏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778 朱蕾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204020536 卢坤 神经病学

20204021496 熊芷仪 神经病学

20204021410 郭冰琪 神经病学

20204020980 刘芳舟 神经病学

20204021422 吴孔源 神经病学

20204020216 蒋琦锐 神经病学

20204020841 靳子硕 神经病学

20204020827 李星杰 神经病学

20204020597 彭苇 神经病学

20204021044 陈思惠 神经病学

20204020370 华星 神经病学

20204020729 金圆圆 神经病学

20204020519 李沛泓 神经病学

20204020603 高爽 生理学

20204021497 吴尚 生理学

20204020250 武安可 外科学（儿外）

20204021311 李凡琳 外科学（儿外）

20204021512 刘诚信 外科学（儿外）

20204020291 邓鑫 外科学（儿外）

20204020722 游凌森 外科学（骨科）

20204021335 林润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355 江家宝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620 李双 外科学（骨科）

20204021263 蔡李骏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302 王海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492 谢海斌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717 陈振邦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698 刘华涛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445 李帅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664 李壮壮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290 汤不器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926 陈国辉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674 陈炯学 外科学（骨科）

20204020885 孟德轩 外科学（骨科）

20204021307 杨硕瑶 外科学（骨科）

20204021291 陈佳伟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063 沈思宏 外科学（泌尿）

20204021280 刘林虎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596 陈泯宇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154 肖志强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657 唐亚雄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848 肖云飞 外科学（泌尿）

20204021405 邱首继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473 粟兴洋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241 王淦淦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608 张楠 外科学（泌尿）

20204021053 陈惠铃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587 蒋金江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550 李越 外科学（泌尿）

20204020392 童善友 外科学（泌尿）

20204021322 王晟 外科学（泌尿）

20204021375 赵小慧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905 王志豪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815 肖晓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586 崔健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670 吴文炜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286 潘毅林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244 余冠华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986 焦怡乐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339 王心怡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397 栗嘉成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351 刘益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876 吴竹娟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444 徐亦聪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006 侯子琪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829 操辰新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667 刘怡伟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875 杨欢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350 付晓睿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396 雷俊财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084 梁盼萍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221 吕悦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662 王鸿星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404 王瑞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029 王耀群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840 许信杰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045 张翔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033 齐少冲 外科学（普外）

20204021302 李红莲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784 刘沫含 外科学（普外）

20204020543 周博伦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048 敖永强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004 何迈越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197 晏宇鹏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417 赵柏森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077 张皓全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760 李曌勋 外科学（普胸）

20204020347 李磊 外科学（烧伤）

20204021206 植林 外科学（烧伤）

20204020010 谢如欣 外科学（烧伤）

20204020690 邓慧玲 外科学（烧伤）

20204020275 姜赢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298 林子阳 外科学（神外）

20204021071 黄骥良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933 朱家伟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038 曾志威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128 薛志伟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677 方长庚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398 徐伟 外科学（神外）

20204021072 饶津瑞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686 姚舜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614 张皓程 外科学（神外）

20204021240 高子晶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036 杨笑语 外科学（神外）

20204020964 吴铸衡 外科学（心外）

20204020096 黄思源 外科学（心外）

20204020535 林稚迪 外科学（心外）

20204020644 李翔宇 外科学（心外）

20204020984 李晗 外科学（心外）

20204020003 邓弈樵 外科学（心外）

20204020162 王晶 外科学（心外）

20204021503 崔佳 循证医学

20204020669 孔令洁 眼科学

20204020090 寇吉 眼科学

20204020274 马冬梅 眼科学

20204020035 徐晓玮 眼科学

20204021505 陈未驰 眼科学

20204020765 谭源 眼科学

20204020863 李翱凌 眼科学

20204021209 刘胜男 眼科学

20204021069 乔俊逸 眼科学

20204020996 张瑶 眼科学

20204021394 杨依柳 眼科学

20204021297 杨淞月 眼科学

20204021195 金依笑 眼科学

20204020559 倪悦琪 眼科学

20204020855 张秋翔 眼科学

20204021032 刘益江 药理学

20204021179 李铁鹏 药物化学

20204020439 肖美容 医学信息学

20204020906 何孟桥 医学信息学

20204020144 刘钰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1259 罗婉蓉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319 王婷婷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093 任俊奕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639 王嘉柔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1471 祁航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346 邵沥瑾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007 王艺霖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790 王思语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

20204020781 李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504 马懿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106 辛玲霞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380 陈峥杰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006 佘佳燕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743 伍颖仪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372 鱼靖涵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1101 杜倩莹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237 孙阳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358 邵晗冰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295 赵亚卓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1120 左超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

20204020924 黄杨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20204020637 卢港华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20204021462 吕铮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20204021210 齐萌芳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20204021035 罗晓琴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20204020130 宋玲毓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核医学

20204021303 李昕 运动医学

20204020391 游茗柯 运动医学

20204020862 王元见 运动医学

20204020500 谢若琪 运动医学

20204020234 申思嘉 中西医结合基础

20204020967 王安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4020148 邱祺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4020957 张林林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4020254 张琪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4020856 陈平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4020375 陈秋霞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4020845 刘千琳 肿瘤学

20204020627 吴源钧 肿瘤学

20204020324 吴钰清 肿瘤学



20204020590 李月静 肿瘤学

20204020656 蒲双双 肿瘤学

20204020466 肖桂秀 肿瘤学

20204020161 高渝 肿瘤学

20204020042 王拉多纳 肿瘤学

20204020384 尹建琼 肿瘤学

20204020708 刘萍 肿瘤学

20204020140 孙希野 肿瘤学

20204020393 马世良 肿瘤学

20204020808 王稼祥 肿瘤学

20204021114 向姝婧 肿瘤学

20204020953 蔡毓文 肿瘤学

20204020399 曾莲丽 肿瘤学

20204020259 顾新月 肿瘤学

20204020927 王家宜 肿瘤学

20204020028 张思维 肿瘤学

20204020120 李一鹭 肿瘤学

20204021063 李玥熠 肿瘤学

20204020908 郭依晴 肿瘤学

20204020902 万方芳 重症医学

20204020055 赵婉璐 重症医学

20204020748 徐梦茹 重症医学

20204021310 马婧怡 重症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