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硕士推免生拟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本科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推荐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报考导师 面试成绩 拟录取结果 备注

1 911022105900001 刘姝宏 女 深圳大学 临床医学
内科学

（血液病学）
专业学位 宁红梅 91.89 录取

2 911022121210002 陈怡 女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内科学

（消化系病学）
专业学位 孙刚 94.22 录取

3 911022106310003 池笑颜 女 重庆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内科学

（消化系病学）
学术学位 杨云生 91.67 录取

5 911022106310004 张可颖 女 重庆医科大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内科学

（肾脏病学）
学术学位 洪权 91.89 录取

6 911022101590005 杜军霞 女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内科学

（肾脏病学）
专业学位 朱晗玉 92.33 录取

7 911022102260006 刘睿涵 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老年医学

（心血管病学）
专业学位 曹剑 92.78 录取

4 911022100890007 赵朝宁 女 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老年医学

（呼吸系病学）
学术学位 徐国纲 92.11 录取

8 911022104590008 孙新宇 男 郑州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骨科学）
学术学位 唐佩福 91.89 录取

9 911022100620009 范哲奇 男 天津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骨科学 专业学位 柴伟 93.11 录取

10 911022100010010 符宗宇 男 北京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专业学位 符伟军 91.78 录取

11 911022100620011 刘子靖 男 天津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专业学位 田文 90.67 录取

12 911022102260012 许军鹏 男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专业学位 余新光 91.89 录取

13 911022101590013 任露霞 女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血管外科学）
专业学位 熊江 91.56 录取

14 911022100250014 祖潇然 女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整形外科学）
专业学位 韩岩 92.11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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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11022101590015 张佩旋 男 中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整形外科学）
专业学位 陈敏亮 94.33 录取

16 911022105900016 张俊雅 女 深圳大学 临床医学
外科学

（整形外科学）
专业学位 陈敏亮 92.44 录取

17 911022100810017 刘婷婷 女 华北理工大学 临床医学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彭红梅 90.67 录取

18 911022106320018 何唱 女 西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焦顺昌 91.44 录取

19 911022100810019 阮湘涵 女 华北理工大学 麻醉学 麻醉学 专业学位 米卫东 92.33 录取

20 911022104030020 彭瑾瑜 女 南昌大学 麻醉学 重症医学 专业学位 周飞虎 92 录取

21 911022100620021 金志瑛 女 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超声医学 专业学位 王知力 93.44 录取

22 911022101590022 何佳艺 女 中国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超声医学 专业学位 罗瑜昆 91.44 录取

23 911022104590023 乔俨楠 女 郑州大学 临床医学 超声医学 专业学位 梁萍 92.44 录取

24 911022100620024 李润泽 女 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专业学位 娄昕 93.89 录取

25 911022103130025 韩蕴 女 徐州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核医学 专业学位 徐白萱 90.33 录取

26 911022100810026 赵艺扬 女 华北理工大学 康复治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学术学位 张立宁 93.67 录取

27 911022100250027 刘昕怡 女 首都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学术学位 张立宁 92 录取

28 911022100250028 耿雨涵 女 首都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学术学位 黄丽萍 92.44 录取

29 911022100250029 杨钧涵 女 首都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刘淼 91.44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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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911022100260030 杨荩冉 女 北京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学术学位 刘英华 90.44 录取

31 911022104750031 徐静 女 河南大学 口腔医学 口腔临床医学 学术学位 李岩峰 91.44 录取

32 911022105580032 王雅琪 女 中山大学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李鸿波 93.67 录取

33 911022100620033 刘思琪 女 天津医科大学 护理学 护理学 学术学位 皮红英 90.22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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