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市中心医院2020年冬季临床及其他岗位
校园招聘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招聘岗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备注

1 梅运运 男 神经外科 天津医科大学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

2 陈聪 男 神经外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

3 史帅 男 神经外科 天津医科大学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

4 虞晨阳 男 骨科 浙江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5 刘祎 男 骨科 杭州师范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6 倪俊杰 男 骨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7 任重道远 男 骨科 锦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8 孙志煌 男 骨科 厦门大学 外科学-临床医学

9 何林杰 男 骨科 温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10 郑怡彬 男 骨科 南昌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11 童悦歆 男 骨科 承德医学院 外科学-骨科方向

12 李雪鹏 男 骨科 青海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13 金崇强 男 骨科 温州医科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14 陈仁盛 男 骨伤科 西藏大学 外科学-骨科方向

15 吴风晴 男 骨伤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

16 施勇 男 肝胆胰外科 南京医科大学 外科学-临床医学

17 郭正昌 男 肝胆胰外科 安徽医科大学 外科学-普外科

18 葛佳皓 男 肝胆胰外科 中国医科大学 外科学-普外科

19 盛欧阳 男 肝胆胰外科 南昌大学 外科学

20 李志康 男 肝胆胰外科 大连医科大学 外科学

21 李晓岚 女 风湿免疫科 大连医科大学 内科学

22 孔雨晴 女 风湿免疫科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

23 王长红 女 麻醉科 温州医科大学 麻醉学

24 郑北晨 男 麻醉科 大连大学 麻醉学

25 周帅任 男 麻醉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 麻醉学

26 刘建平 男 老年病科 杭州师范大学 老年医学

27 冯歆珂 女 老年病科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医科大学 内科学-神经病学

28 赵子龙 男 老年病科 兰州大学 老年医学

29 冯艺佳 女 老年病科 温州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

30 任文凯 女 肾内科 南京医科大学 内科学-肾脏病学

31 沈怡 女 肾内科 杭州师范大学 内科学

32 陈霞 女 肾内科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

33 黄敏 女 肾内科 杭州师范大学 内科学

34 徐阳 女 肾内科 福建医科大学 内科学

35 张天龙 男 肾内科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急诊医学

36 贾丹涯 女 肾内科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肾病内科

37 王小妹 女 肾内科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肾病内科

38 陈挺挺 女 肾内科 天津医科大学 内科学

39 朱旭庆 男 肾内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内科学

40 李文娟 女 急诊科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内科学

41 刘瑞鑫 女 心内科 延边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方向

42 魏华华 女 心内科 厦门大学 内科学-临床医学

43 刘逸夫 男 心内科 中国医科大学 内科学

44 马梦怀 女 心内科 浙江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内科

45 李瑞英 女 心内科 青海大学 内科学

46 周颖 女 心内科 南京医科大学 内科学

47 张宁倩 女 心内科 吉林大学 内科学



序号 姓名 性别 招聘岗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备注

48 徐晓婷 女 心内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内科学

49 叶俊明 男 眼科 温州医科大学 眼科学

50 周曜 男 眼科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眼科学

51 孙文强 男 全科医学科 牡丹江医学院 内科学-神经病学

52 王成康 男 全科医学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内科学

53 龚子画 女 口腔颌面外科 锦州医科大学 口腔临床学

54 罗媛媛 女 口腔颌面外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口腔颌面外科

55 杜芊华 男 康复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56 马瑶 女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57 厉优优 女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58 闫永林 女 儿科 安徽医科大学 儿科学

59 李洋洋 女 放射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60 王敬铎 男 放射科 大理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61 许丹 女 检验科 青岛大学 免疫学

62 吴铭 女 检验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63 陈海峰 男 检验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64 战欣欣 女 检验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65 朱嘉晋 男 检验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66 徐丽莉 女 药剂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药学-药理学

67 张袁祥 男 药剂科 皖南医学院 药学-药理学

68 龚俊杰 男 药剂科 浙江工业大学 药学-药理学

69 吴靓蓉 女 药剂科 温州医科大学 药学

70 王灿 女 药剂科 浙江工业大学 药学

71 傅姝婷 女 药剂科 浙江工业大学 药学

72 杨胜男 女 药剂科 温州医科大学 药学

73 胡琳雅 女 药剂科 温州医科大学 药学

74 徐金宇 女 病理科 兰州大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75 金兰灵 女 超声科 温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

76 白莉莉 女 公共卫生科 宁夏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77 杜紫晶 女 公共卫生科 江南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78 万斌斌 女 公共卫生科 江南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79 吴旭龙 男 医务科（质控） 广西医科大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