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第一批）

报考专业 姓名 考生编号

中医基础理论 李孟佳 102289000000070
中医基础理论 张健 102289000000076
中医基础理论 闫博文 102289000000101
中医基础理论 闫雪丹 102289000000068
中医基础理论 牛晓光 102289000000083
中医基础理论 李瑒 102289000000081
中医基础理论 王胜楠 102289000000067
中医临床基础 钟明华 102289000000113
中医临床基础 李喜强 102289000000126
中医临床基础 张会杰 102289000000111
中医临床基础 乌凯迪 102289000000122
中医临床基础 赵梓钧 102289000000119
中医临床基础 张虎 102289000000118
中医临床基础 许子健 102289000000131
中医临床基础 宋莹 102289000000127
中医临床基础 孔垂智 102289000000115
中医临床基础 孙瑶 102289000000125
方剂学 刘思宇 102289000000176
方剂学 贾云泷 102289000000185
方剂学 李睿如 102289000000193
方剂学 杨悦 102289000000158
方剂学 景成辉 102289000000191
方剂学 石铁义 102289000000159
方剂学 袁明 102289000000150
方剂学 赵玺宣 102289000000166
方剂学 彭博伟 102289000000149
方剂学 张金龙 102289000000181
方剂学 田宇诗 102289000000190
方剂学 黄振龙 102289000000183
方剂学 陈秀文 102289000000195
方剂学 贾晓凤 102289000000168
方剂学 李正欣 102289000000162
方剂学 马影 102289000000163
中西医结合基础 于诗凯 102289000000440
药理学（基础医学院） 张义 102289000000619
药理学（基础医学院） 郭林岩 102289000000629



药理学（基础医学院） 王子豪 102289000000624
药理学（基础医学院） 董翔羽 102289000000610
药理学（基础医学院） 梁竞文 102289000000616
药理学（基础医学院） 郑思琦 102289000000612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宫铭海 102289000000003
护理学 卜景慧 102289000000891
护理学 李新宇 102289000000991
护理学 杜培娟 102289000000878
护理学 苏文博 102289000000952
护理学 张文方 102289000000963
护理学 刘雅鑫 102289000000927
护理学 孙艺 102289000000958
护理学 王乐 102289000000965
护理学 韩圆 102289000000924
护理 陈照楷 102289000001057
护理 邓升华 102289000001054
护理 徐嫚鸽 102289000001050
护理 曹琳 102289000001046
护理 陈晶 102289000001051
护理 许赫 102289000001066
中医内科学（学术） 王斌 102289000000214
中医内科学（学术） 张逸飞 102289000000207
中医内科学（专业） 奚玉杰 102289000001185
中医内科学（专业） 程爱芝 102289000001116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旭明 102289000001261
中医内科学（专业） 蒲忠杰 102289000001354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瑞 102289000001274
中医内科学（专业） 冯媛君 102289000001215
中医内科学（专业） 宋路遥 102289000001396
中医内科学（专业） 李吉 102289000001349
中医内科学（专业） 尹东 102289000001088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艳阁 102289000001358
中医内科学（专业） 阴佳樑 102289000001092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金凤 102289000001207
中医内科学（专业） 于双双 102289000001329
中医内科学（专业） 梁光烨 102289000001194
中医内科学（专业） 任成博 102289000001372
中医内科学（专业） 高媛 102289000001387
中医内科学（专业） 杨孟瑾 102289000001177



中医内科学（专业） 曹钰昉 102289000001112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怡璇 10228900000138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璞 102289000001176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晓琳 102289000001239
中医内科学（专业） 姜晖 102289000001197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秋彤 10228900000132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卢壮 102289000001186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诗嘉 102289000001280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赫昆 102289000001302
中医内科学（专业） 宋煌坚 102289000001190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春莹 102289000001143
中医内科学（专业） 吴伟东 102289000001182
中医内科学（专业） 陶佩珠 102289000001416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华林 102289000001294
中医内科学（专业） 丁艺 102289000001160
中医内科学（专业） 吴诗璇 102289000001341
中医内科学（专业） 李嘉懿 10228900000131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孙佳新 102289000001247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亚楠 102289000001413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博男 102289000001188
中医内科学（专业） 任静 102289000001427
中医内科学（专业） 汪志敏 102289000001122
中医内科学（专业） 冷亚茹 102289000001400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静 102289000001380
中医内科学（专业） 郭娇 102289000001262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冰冰 102289000001339
中医内科学（专业） 栗佳 102289000001167
中医内科学（专业） 闯岫出 102289000001251
中医内科学（专业） 丁悦悦 102289000001259
中医内科学（专业） 杨乾方 102289000001399
中医内科学（专业） 李琳玲 102289000001389
中医内科学（专业） 宋明泽 102289000001391
中医内科学（专业） 程婷 102289000001203
中医内科学（专业） 李雪 102289000001404
中医内科学（专业） 金宏莹 102289000001198
中医内科学（专业） 赵宇轩 102289000001297
中医内科学（专业） 金玉珠 102289000001125
中医内科学（专业） 史金炀 102289000001200
中医内科学（专业） 刘静 102289000001353



中医内科学（专业） 岳凤莲 10228900000110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佳 102289000001180
中医内科学（专业） 侯冬冬 102289000001292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鑫 102289000001164
中医内科学（专业） 薛晓颖 10228900000122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张艺然 10228900000123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庞文杰 102289000001364
中医内科学（专业） 邱玉文 102289000001087
中医内科学（专业） 郝学东 102289000001265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子纯 102289000001169
中医内科学（专业） 滕燊医 102289000001248
中医内科学（专业） 常弘 102289000001386
中医内科学（专业） 陈星寒 102289000001325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莹 102289000001268
中医内科学（专业） 邢思宁 102289000001192
中医内科学（专业） 王方 102289000001135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付广威 102289000001276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吴岩 102289000001195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赵亚楠 102289000001370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钟祥昊 102289000001340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潘慧琴 102289000001159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邹展鹏 102289000001270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黄子轩 102289000001184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李晓霖 102289000001317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郑德堂 102289000001289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呼新鹏 102289000001408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赵洪旭 102289000001397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方向7-9） 韩信慧 102289000001324
中医外科学（学术） 葛连佳 102289000000238
中医外科学（专业） 肖雪 102289000001488
中医外科学（专业） 陈嘉 102289000001483
中医外科学（专业） 赵玉磊 102289000001463
中医外科学（专业） 宋培校 102289000001484
中医外科学（专业） 程宇萌 102289000001491
中医外科学（专业） 孙焕群 102289000001459
中医外科学（专业） 董晓仪 102289000001429
中医外科学（专业） 历剑 102289000001486
中医外科学（专业） 陈仕进 102289000001485
中医外科学（专业） 曹爽 102289000001474



中医外科学（专业） 王鹏 102289000001525
中医外科学（专业） 张志彪 102289000001431
中医外科学（专业） 迟媛 102289000001464
中医外科学（专业） 韩浩 102289000001504
中医外科学（专业） 张晓伟 102289000001493
中医外科学（专业） 刘茜璇 102289000001473
中医外科学（专业） 徐斌 102289000001430
中医外科学（专业） 刘宏伟 102289000001524
中医外科学（专业） 冯丽爽 102289000001502
中医外科学（专业） 肖宇田 102289000001529
中医外科学（专业） 张萌 102289000001439
中医外科学（专业） 郑妍 102289000001509
中医外科学（专业） 刘国杰 102289000001456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朱浩然 102289000001589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单志涛 102289000001599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程一展 102289000001568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董镇瑜 102289000001602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于浩洋 102289000001552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鲁海燕 102289000001575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王海涛 102289000001573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张志浩 102289000001555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李明阳 102289000001592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韩鹏涛 102289000001536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王树鹏 102289000001574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胡劲羽 102289000001535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孔维翰 102289000001561
中医妇科学（学术） 乔佳宁 102289000000275
中医妇科学（学术） 李晶明 102289000000290
中医妇科学（学术） 王亚月 102289000000274
中医妇科学（学术） 任佳杰 102289000000269
中医妇科学（学术） 石百超 102289000000270
中医妇科学（学术） 贺子健 102289000000283
中医妇科学（学术） 边宇轩 102289000000286
中医妇科学（学术） 邵曼琦 102289000000280
中医妇科学（专业） 王焕 102289000001842
中医妇科学（专业） 高超逸 102289000001609
中医妇科学（专业） 曲云青 102289000001740
中医妇科学（专业） 方书敏 102289000001785
中医妇科学（专业） 于悦 102289000001650



中医妇科学（专业） 梁梦梦 102289000001635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昱帅 102289000001677
中医妇科学（专业） 方丽 102289000001639
中医妇科学（专业） 韩明轩 102289000001859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欣 102289000001840
中医妇科学（专业） 贾许咪 102289000001687
中医妇科学（专业） 苗怡 102289000001644
中医妇科学（专业） 郑可可 102289000001686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敏 102289000001655
中医妇科学（专业） 黄玲玲 102289000001846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晓晓 102289000001811
中医妇科学（专业） 申宁 102289000001806
中医妇科学（专业） 牟一凡 102289000001754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双双 102289000001804
中医妇科学（专业） 刘凯莉 102289000001739
中医妇科学（专业） 王凯悦 102289000001757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珏 102289000001802
中医妇科学（专业） 吴慢莉 102289000001809
中医妇科学（专业） 王云霄 102289000001779
中医妇科学（专业） 凃庆丽 102289000001672
中医妇科学（专业） 马晓荣 102289000001788
中医妇科学（专业） 孔德敏 102289000001823
中医妇科学（专业） 姜天悦 102289000001780
中医妇科学（专业） 岳晗 102289000001784
中医妇科学（专业） 张重芳 102289000001654
中医妇科学（专业） 孙洪丽 102289000001693
中医妇科学（专业） 马宇婷 102289000001759
中医妇科学（专业） 钱丹 102289000001748
中医妇科学（专业） 赵晓南 102289000001849
中医妇科学（专业） 王雪静 102289000001810
中医妇科学（专业） 尹萱颖 102289000001734
中医妇科学（专业） 折珍霞 102289000001685
中医妇科学（专业） 张彩艳 102289000001828
中医妇科学（专业） 葛梦迪 102289000001615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杨清 102289000001775
中医妇科学（专业） 申佩宁 102289000001772
中医妇科学（专业） 祝岩意 102289000001813
中医妇科学（专业） 孙洁 102289000001855
中医妇科学（专业） 刘立芳 102289000001787



中医妇科学（专业） 潘瑜佳 102289000001699
中医妇科学（专业） 刘思靖 102289000001765
中医妇科学（专业） 王硕琪 102289000001729
中医妇科学（专业） 任浩栋 102289000001612
中医妇科学（专业） 张岩 102289000001712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沚芊 102289000001631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丽燕 102289000001705
中医妇科学（专业） 陈治梅 102289000001641
中医妇科学（专业） 王艳丽 102289000001660
中医妇科学（专业） 赵斯琦 102289000001622
中医妇科学（专业） 陈雪 102289000001814
中医妇科学（专业） 佘晨阳 102289000001825
中医妇科学（专业） 娄志玮 102289000001783
中医妇科学（专业） 刘思雨 102289000001743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亚蕊 102289000001812
中医妇科学（专业） 张亚琳 102289000001826
中医妇科学（专业） 景佳欣 102289000001618
中医妇科学（专业） 裴志莹 102289000001791
中医妇科学（专业） 范玉英 102289000001827
中医妇科学（专业） 丁宁 102289000001678
中医妇科学（专业） 李婧 102289000001815
中医妇科学（专业） 原颖 102289000001724
中医妇科学（专业） 尤天娇 102289000001741
中医妇科学（专业） 吴登辉 102289000001623
中医妇科学（专业） 邢慧 102289000001808
中医妇科学（专业） 职静静 102289000001856
中医儿科学（专业） 程燕 102289000001902
中医儿科学（专业） 聂文 102289000001966
中医儿科学（专业） 赵宝珠 102289000001928
中医儿科学（专业） 兰明月 102289000001892
中医儿科学（专业） 刘大宇 102289000001917
中医儿科学（专业） 纪云丽 102289000001867
中医儿科学（专业） 孙明月 102289000001916
中医儿科学（专业） 吴倩 102289000001940
中医儿科学（专业） 李富奇 102289000001910
中医儿科学（专业） 史梦迪 102289000001900
中医儿科学（专业） 李亚楠 102289000001914
中医儿科学（专业） 王婷婷 102289000001939
中医儿科学（专业） 李东楠 102289000001871



中医儿科学（专业） 郭玥 102289000001923
中医儿科学（专业） 汤贺 102289000001911
中医儿科学（专业） 赵思捷 102289000001926
中医儿科学（专业） 马颖卿 102289000001915
中医儿科学（专业） 毕海东 102289000001884
中医儿科学（专业） 李雪 102289000001937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秦晓迪 102289000002005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马小茹 102289000002052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王玉凤 102289000001983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张祎祎 102289000001991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刘一鸣 102289000001986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吴一浪 102289000002043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张迪 102289000002012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陶荆华 102289000001981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严雯丹 102289000002030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刘红影 102289000002017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 李晓宇 10228900000201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吴霞 102289000002726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魏然 102289000002699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钱钺 102289000002612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王丽 102289000002520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桑贤港 102289000002686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王慧强 102289000002682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张泽南 102289000002442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刘芝伟 10228900000259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刘海婷 10228900000249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刘畅 102289000002739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吴海源 102289000002597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王鑫 10228900000253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禄浩 102289000002676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薛影 10228900000246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李洋 102289000002731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周泽宇 10228900000253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刘智远 102289000002701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侯晓毅 102289000002613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张茜 10228900000252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魏显胜 102289000002671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赵丹菲 10228900000249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贺习婷 102289000002493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王静 102289000002430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单天禹 10228900000258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徐鹏 102289000002703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尹延良 102289000002751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高加峰 10228900000257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付恒财 10228900000265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郑博阳 102289000002669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蒋杰 102289000002670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王家莉 10228900000248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李茂 102289000002718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李小风 102289000002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宁天宇 102289000002599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顾博文 102289000002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潘超 102289000002652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马婵娟 102289000002737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樊思 102289000002496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于佳鑫 102289000002744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邵佳琦 102289000002643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韩汀泉 102289000002655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专业） 郑凯欣 102289000002594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邵伟 102289000002454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陈妙 102289000002714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黄海月 102289000002560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司林 102289000002700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关宇 102289000002510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刘天奇 102289000002561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刘明洋 102289000002716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刘闯 102289000002698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周华斌 102289000002487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王娜 102289000002443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张航 102289000002513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林丽玲 102289000002434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王烨 102289000002533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张恩博 102289000002601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专业） 刘义 102289000002456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张然 102289000002673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李传庆 102289000002517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于长江 102289000002607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高宇鹤 102289000002536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高富城 102289000002546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杨阳 102289000002489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刘俊桐 102289000002511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侯俊军 102289000002429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任宇 102289000002735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赵伟 102289000002516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科）（专业） 刘金洋 102289000002558
针灸推拿学（学术） 赵熙彤 102289000000333
针灸推拿学（学术） 赵慧怡 102289000000352
针灸推拿学（学术） 张思琪 102289000000327
针灸推拿学（学术） 罗慧双 102289000000365
针灸推拿学（学术） 刘振远 102289000000336
针灸推拿学（学术） 张千石 102289000000326
针灸推拿学（学术） 张博 102289000000351
针灸推拿学（学术） 王天娇 102289000000337
针灸推拿学（学术） 段文慧 102289000000313
针灸推拿学（学术） 张宇 102289000000331
针灸推拿学（学术） 刘筠宜 102289000000358
针灸推拿学（专业） 于艳玲 102289000002391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杜耀文 102289000002349
针灸推拿学（专业） 卢倩洁 102289000002079
针灸推拿学（专业） 徐珂 10228900000236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孙玮 102289000002236
针灸推拿学（专业） 陈思远 102289000002169
针灸推拿学（专业） 孟繁昊 102289000002274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少鹏 102289000002287
针灸推拿学（专业） 吴昊 102289000002219
针灸推拿学（专业） 丁成竟 102289000002302
针灸推拿学（专业） 傅兴理 102289000002373
针灸推拿学（专业） 陈晨友 102289000002336
针灸推拿学（专业） 贺梓真 102289000002191
针灸推拿学（专业） 尚亚新 102289000002385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杨文韬 102289000002386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杜云鹏 102289000002301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睿琦 102289000002401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蕊彤 10228900000218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孙树凤 102289000002251
针灸推拿学（专业） 何静 102289000002070
针灸推拿学（专业） 赵娜 102289000002221



针灸推拿学（专业） 龙玎 102289000002095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杨怡 10228900000209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卜凡微 102289000002409
针灸推拿学（专业） 穆兰兰 10228900000219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崔杨 102289000002197
针灸推拿学（专业） 连小红 10228900000235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冯兆峰 102289000002124
针灸推拿学（专业） 赵文博 102289000002369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锐 102289000002087
针灸推拿学（专业） 韩旭 102289000002342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小华 102289000002374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秀娟 102289000002265
针灸推拿学（专业） 王永强 102289000002147
针灸推拿学（专业） 吴月妮 102289000002128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晓童 102289000002131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亚珂 102289000002323
针灸推拿学（专业） 郭敉伽 102289000002261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琦 102289000002098
针灸推拿学（专业） 马如 102289000002108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靓 102289000002239
针灸推拿学（专业） 韩名媛 102289000002257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霁颉 102289000002170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若冰 10228900000214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徐琳清 102289000002383
针灸推拿学（专业） 侯青琳 102289000002189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晓亮 102289000002339
针灸推拿学（专业） 辛慧敏 102289000002256
针灸推拿学（专业） 孟庆媛 102289000002290
针灸推拿学（专业） 王佳惠 102289000002159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杨思宇 102289000002415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芳 102289000002141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爽 102289000002224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琳 102289000002381
针灸推拿学（专业） 赵菁华 102289000002268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彬 102289000002241
针灸推拿学（专业） 陈小雨 102289000002142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欣竹 102289000002321
针灸推拿学（专业） 边境 102289000002345
针灸推拿学（专业） 蒋承秀吉 102289000002212



针灸推拿学（专业） 王超 102289000002284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越 102289000002238
针灸推拿学（专业） 吴民民 102289000002244
针灸推拿学（专业） 薛瑞冬 102289000002133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晓雪 102289000002198
针灸推拿学（专业） 韩晓庆 102289000002392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金玲 102289000002364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杨静 102289000002139
针灸推拿学（专业） 姚莉 102289000002073
针灸推拿学（专业） 王慧芳 102289000002125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艺馨 102289000002278
针灸推拿学（专业） 崔华 102289000002113
针灸推拿学（专业） 刘佳婷 102289000002143
针灸推拿学（专业） 苏立林 102289000002134
针灸推拿学（专业） 柴晓玉 102289000002106
针灸推拿学（专业） 李嘉亮 102289000002320
针灸推拿学（专业） 毛靖 102289000002260
针灸推拿学（专业） 王鹏 102289000002178
针灸推拿学（专业） 张亭玉 102289000002311
针灸推拿学（专业） 位佳玮 102289000002240
针灸推拿学（专业） 许胜男 102289000002145
针灸推拿学（专业）（推拿方向） 颜敬彧 102289000002152
针灸推拿学（专业）（推拿方向） 赵泽洋 102289000002308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王艳霞 102289000000047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赵冬雪 102289000000062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李爽 1022890000000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乌云塔娜 102289000000052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顾爽 102289000000027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玉莹 10228900000006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梁润昱 10228900000002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王宇 10228900000004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白露 102289000000048
★中医康复医学 李雪 102289000000426
★中医康复医学 史美超 102289000000428
★中医康复医学 王鑫蕊 102289000000418
★中医康复医学 朱旺龙 102289000000411
★中医康复医学 秦雪 102289000000384
★中医康复医学 雷聪 102289000000387
★中医康复医学 丛宏政 102289000000390



★中医康复医学 郭孝静 102289000000408
★中医康复医学 历佳琦 102289000000388
药剂学 朱凤梅 102289000000504
药剂学 赵娇 102289000000499
药剂学 尹义凤 102289000000502
药剂学 王靖怡 102289000000493
药剂学 张佳旭 102289000000510
药剂学 肖可新 102289000000500
药剂学 王松 102289000000496
药剂学 孟怡彤 102289000000485
药剂学 王玉瑶 102289000000505
生药学 南俊伶 102289000000522
生药学 蔡莹 102289000000520
生药学 姚杰 102289000000523
生药学 孙纪斌 102289000000541
生药学 郭雄健 102289000000519
生药学 李晓颖 102289000000511
药物分析学 付玉琪 102289000000585
药物分析学 张瑞彤 102289000000581
药物分析学 杨佳颖 102289000000580
药物分析学 刘鸿达 102289000000596
药物分析学 刘校 102289000000598
药物分析学 王岩 102289000000593
药物分析学 李慧宇 102289000000560
药物分析学 关雨佳 102289000000589
药物分析学 孙雨 102289000000577
药物分析学 刘开心 102289000000565
药物分析学 马维彤 102289000000573
药物分析学 唐嵩媛 102289000000555
药理学（药学院） 赵军 102289000000603
药理学（药学院） 刘浃祺 102289000000613
★中药化学 张颖 102289000000637
★中药化学 吕艳丽 102289000000653
★中药化学 王晗 102289000000682
★中药化学 胡建平 102289000000676
★中药化学 姜浩 102289000000677
★中药化学 苑宏宇 102289000000644
★中药化学 果昱利 102289000000663
★中药化学 柏金婷 102289000000661



★中药化学 曹世栋 102289000000673
★中药化学 张冬怡 102289000000678
★中药化学 孔胜男 102289000000639
★中药化学 陈昌盛 102289000000674
★中药化学 王艺萌 102289000000652
★中药化学 张明宇 102289000000651
★中药化学 马丹娜 102289000000671
★中药化学 班歆甜 102289000000662
★中药化学 张文森 102289000000659
★中药化学 刘娟 102289000000645
★中药化学 秦蓁 102289000000654
★中药药剂学 祝明涛 102289000000748
★中药药剂学 李培荣 102289000000740
★中药药剂学 田莹莹 102289000000731
★中药药剂学 李影 102289000000732
★中药药剂学 王荣 102289000000703
★中药药剂学 那效旗 102289000000771
★中药药剂学 卓雪群 102289000000701
★中药药剂学 邱茜 102289000000715
★中药药剂学 张贝贝 102289000000706
★中药药剂学 黄雨婷 102289000000754
★中药药剂学 汤海霞 102289000000692
★中药药剂学 付婷婷 102289000000742
★中药药剂学 杨志平 102289000000717
★中药药剂学 景梦晓 102289000000758
★中药药剂学 张利那 102289000000756
★中药药剂学 马宏伟 102289000000749
★中药药剂学 李洋 102289000000747
★中药药剂学 王晓桐 102289000000746
★中药药剂学 赵曙宇 102289000000719
★中药药剂学 高悦 102289000000704
★中药药剂学 张晴晴 102289000000697
★中药药剂学 夏昭睿 102289000000759
★中药药剂学 郑静茹 102289000000728
★中药药剂学 赵梦瑶 102289000000761
★中药药剂学 李梦聪 102289000000750
★中药药剂学 张丽芬 102289000000755
★中药药剂学 杨若依 102289000000768
★中药药剂学 刘紫衡 102289000000712



★中药药理学 王欢欢 102289000000776
★中药药理学 张正一 102289000000792
★中药药理学 张丽娟 102289000000790
★中药药理学 徐文祥 102289000000786
★中药药理学 郭鑫睿 102289000000777
★中药药理学 葛金环 102289000000783
★临床中药学 张爽 102289000000816
★临床中药学 王一鸣 102289000000808
★中药资源学 李欣虹 102289000000846
★中药资源学 晏宇 102289000000826
★中药资源学 孙嘉莹 102289000000841
★中药资源学 魏明钰 102289000000834
★中药资源学 王守宇 102289000000839
★中药资源学 肖寒 102289000000850
★中药资源学 刘思佳 102289000000836
★中药资源学 李娜 102289000000831
★中药炮制学 李静 102289000000800
★中药炮制学 李雨昕 102289000000796
★中药炮制学 王雪 102289000000802
★中药炮制学 白浩东 102289000000806
★中药炮制学 李艳生 102289000000807
★中药鉴定学 韩迪 102289000000863
★中药鉴定学 范梦佳 102289000000864
★中药鉴定学 杜艳秋 102289000000871
★中药鉴定学 李文月 102289000000861
★中药鉴定学 张敬博 102289000000853
药学（专业） 刘冬雪 102289000001077
中药学（专业） 朱维龙 102289000001079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李心悦 102289000002759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王媛 102289000002773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宋瑞雪 102289000002765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冯忠孝 102289000002766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李铜印 102289000002769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王贺 102289000002760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孙敬雅 102289000002756
★中医心理学 杨洁 102289000000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