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试分组 序  号 姓  名 所在学校 面试专业

第1组 1 柴梦迪 天津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2 陈丽淑 中山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3 董雨帛 中国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4 韩笑 空军军医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5 侯鸿标 中山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6 蒋溶 大连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7 刘婷 四川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8 吴泓兴 延边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9 吴绮睿 中山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0 夏心怡 大连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1 邢羽璇 南昌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2 徐致敏 广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3 詹瑜 天津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4 朱楷 厦门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5 朱笑辰 中山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第1组 16 崔藏月 哈尔滨医科大学 内科学血液病

第1组 17 莫骏健 广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血液病

第1组 18 蔡涵 厦门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19 陈禧凌 中山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20 陈怡伶 西南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21 林晴 中山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22 罗含 重庆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23 邱思娣 中山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24 易昊童 中山大学 神经病学

第1组 25 周畅 山东大学 神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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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分组 序  号 姓  名 所在学校 面试专业

第2组 1 姚乐 南昌大学 内科学

第2组 2 林静文 吉林大学 内科学呼吸系病

第2组 3 刘淼文 南昌大学 内科学呼吸系病

第2组 4 刘素丽 兰州大学 内科学呼吸系病

第2组 5 盛成皿 南昌大学 内科学呼吸系病

第2组 6 郑宁儿 上海交通大学 内科学呼吸系病

第2组 7 周子莹 南昌大学 内科学呼吸系病

第2组 8 曹玉萍 中山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

第2组 9 鲁雅楠 中山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

第2组 10 潘蕙彤 暨南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

第2组 11 王沁仪 安徽医科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

第2组 12 姚紫红 宁夏医科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

第2组 13 叶泓 南方医科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

第2组 14 安婷 暨南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15 曾贤惠 南昌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16 陈映州 广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17 李菁雯 重庆医科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18 刘惠瑜 中山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19 刘欣然 南昌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20 王洋 郑州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21 王悦 南昌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22 魏依依 南昌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23 徐洁滢 南方医科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24 张瑞昕 延边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2组 25 邹鑫如 兰州大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第3组 1 许鸿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分子医学

第3组 2 邓如婷 中南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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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组 3 刘凤莲 南昌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3组 4 涂妍 兰州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3组 5 王柯 郑州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3组 6 张玉玉 南昌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3组 7 朱建蓉 湖南师范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第3组 8 蔡超妮 湖南师范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第3组 9 黄雨妍 中国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第3组 10 李海泓 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第3组 11 姚小艳 湖南师范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第3组 12 张玲玲 南方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第3组 13 韩星兆 遵义医科大学 内科学肾病

第3组 14 梁稳婷 中山大学 内科学肾病

第3组 15 刘筠玉 中山大学 内科学肾病

第3组 16 马琳琳 南京医科大学 内科学肾病

第3组 17 闫书祥 中南大学 内科学肾病

第3组 18 陈心蔚 暨南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19 秦嘉欣 兰州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20 王明月 哈尔滨医科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21 肖悦 中山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22 杨楠 中国医科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23 杨炜欣 暨南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24 张露月 大连医科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3组 25 郑雅琦 昆明医科大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第4组 1 钱航 安徽医科大学 外科学

第4组 2 巫欣然 广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

第4组 3 陈华 暨南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4 邓一鸣 南方医科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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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5 黄卫超 广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6 林任宣 中山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7 邱林杰 中山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8 王金鹏 郑州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9 王文澳 南昌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10 应森封 遵义医科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11 周立权 广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12 周威 南昌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13 朱锐泽 广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

第4组 14 陈春月 中南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15 何楚渝 暨南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16 梁铭涛 南方医科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17 马小庆 重庆医科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18 杨超 山东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19 余未 中山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20 张熠萍 南昌大学 外科学普外

第4组 21 陈俏灵 重庆医科大学 外科学神外

第4组 22 王洪东 石河子大学 外科学神外

第4组 23 张奕敏 暨南大学 外科学神外

第4组 24 王晓迪 兰州大学 外科学胸心外

第4组 25 吴毅贤 中山大学 外科学胸心外

第5组 1 秦倩 西南医科大学 放射影像学

第5组 2 陈子昕 华南理工大学 放射影像学

第5组 3 徐若馨 南昌大学 放射影像学

第5组 4 王硕 中山大学 超声医学

第5组 5 王晓梅 华南理工大学 超声医学

第5组 6 许蕙珊 中山大学 超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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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组 7 蔡凯敏 中山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第5组 8 胡洵 西南医科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第5组 9 冷凌萱 郑州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第5组 10 齐珂 郑州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第5组 11 云惟健 天津医科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第5组 12 劳泳洁 北京体育大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第5组 13 王原莉 安徽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第5组 14 于佳琳 天津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第5组 15 曹子正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16 陈俊华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17 杜之 南昌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18 孔维泽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19 蓝恺鑫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20 李奇波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21 李子隆 南昌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22 刘浩贤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23 王华 中南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24 吴卓晖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5组 25 张靖宇 中山大学 外科学骨外

第6组 1 王超远 郑州大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第6组 2 陈美玉 中山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3 戴若冰 大连医科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4 黄晓 山东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5 廖旭珍 暨南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6 刘芊芊 厦门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7 谭程蔚 山东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8 徐思琪 南昌大学 妇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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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组 9 许婷 郑州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10 闫博然 厦门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11 袁清玥 安徽医科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12 张文博 空军军医大学 妇产科学

第6组 13 吴超然 南京医科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第5组 14 李潘 温州医科大学 耳鼻咽喉科学

第6组 15 曾莹 南昌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16 潘盈月 吉林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17 田佳鑫 暨南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18 吴蒙 南昌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19 肖星宇 重庆医科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20 宣江颖 南昌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21 杨建珠 昆明医科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22 姚经纬 南昌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23 张霖欣 天津医科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24 郑淑燕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眼科学

第6组 25 周昊泽 南方医科大学 眼科学

第6组 26 李紫钰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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