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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刘惟 外国哲学
003 尚世芳 伦理学
015 吴颖杰 生物学
016 马金艺 生物学
037 何转霞 生物医学工程
038 韩铄 生物医学工程
046 徐佳伟 生物医学工程
051 阿布都赛米·阿布都热合曼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56 罗冰莹 免疫学
057 谭荣英 免疫学
058 姬泽敏 免疫学
059 马锦征 免疫学
061 葛同 免疫学
069 沈洋洋 免疫学
072 樊广跃 免疫学
077 贾艳 病原生物学
097 刘晴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02 刘航 医学细胞生物学
103 秦晓阳 医学细胞生物学
104 张四鹏 医学细胞生物学
108 高天杨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6 李娜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26 张煜坤 医学生理学
135 汪子涵 医学遗传学
139 王雨红 医学遗传学
140 管新雨 医学遗传学
150 詹晓萍 内科学
160 仲丛蔚 内科学
162 刘紫萱 内科学
172 田家庚 内科学
208 蒋事和 神经病学
232 郜安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34 张嘉凝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35 薛瑞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38 常璐晨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49 谭玉莹 外科学
251 王秀兰 外科学
253 李广明 外科学
256 刘宗玮 外科学
257 吕宜罡 外科学
261 王鸿达 外科学
293 朱帅 外科学
298 张晓阳 外科学
323 陈欣 眼科学
325 白雪 眼科学
326 郭星艺 眼科学
327 吴红莲 眼科学
333 田烨 眼科学
334 商振颖 眼科学
343 孙旭刚 肿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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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洪宇桁 肿瘤学
346 解永杰 肿瘤学
352 郭肖凡 肿瘤学
376 张希昊 肿瘤学
392 潘嘉诚 麻醉学
402 赵一帆 口腔医学
407 张诗晗 口腔医学
414 李宁华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15 白洋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18 张洪璐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19 杨英姿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21 于泽洋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25 崔丁毓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29 王超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431 刘焕宇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432 曹雪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437 赵静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38 黄玲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39 董翠霞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43 张鼎言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47 田瑞平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50 李尧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461 管君 中西医结合临床
462 刘书畅 中西医结合临床
465 贾傲 中西医结合临床
468 刘晓萌 药学
470 乔鑫 药学
473 蔡鑫燚 药学
477 史昭军 药学
479 陈倩 药学
483 白立雅 药学
484 白晨晨 药学
487 邓习燕 药学
490 余婷婷 药学
491 王钰红 药学
494 许阳璐 药学
501 杜荣禄 药学
502 王彰昭 药学
513 赵仙妹 药学
527 曹媛 医学技术
533 姜瑛棕 医学技术
534 陈亚媛 医学技术
543 徐翯 医学技术
544 唐慧欣 医学技术
546 闫秋爽 医学技术
548 王文皓 医学技术
549 乔璐 医学技术
561 王金丹 医学技术
562 吴怡媛 医学技术
564 刘珂 医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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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段雅楠 医学技术
567 王清鑫 医学技术
573 刘昕萌 医学技术
574 李宸 医学技术
575 王进 医学技术
578 郑晓晞 医学技术
583 李雪冬 护理学
584 刘菁菁 护理学
586 马惠强 生物医学工程
587 董茜 生物医学工程
592 徐富升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599 陈可人 应用心理
601 孙佳璐 应用心理
604 宋习文 内科学
676 杨芳 儿科学
715 穆迪 神经病学
751 付定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755 玛伊热·奥布力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762 安皓华 临床检验诊断学
765 朱刘洋 外科学
772 刘国星 外科学
774 李海征 外科学
781 李俊瑾 外科学
794 尚生辉 外科学
795 李鑫 外科学
799 王超宇 外科学
804 达拉 外科学
817 张不凡 外科学
824 华钰 外科学
835 刁宇航 外科学
839 曹钧钲 外科学
842 白梦月 妇产科学
845 曹园园 妇产科学
846 尹泽清 妇产科学
851 白君宜 妇产科学
861 王玲 眼科学
925 赵伟 临床病理学（不授博士学位）
940 胡童鑫 公共卫生
943 白羽 公共卫生
945 竹丽萍 公共卫生
951 张妍 护理
956 陈文静 药学
961 焦燕 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