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市中心医院2020年冬季临床及其他                                               
岗位公开招聘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招聘岗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备注
1 陈文康 麻醉科 赣南医学院 麻醉学
2 吴凯莹 麻醉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3 赵宝玲 麻醉科 齐齐哈尔医学院 临床医学
4 柳羽茜 麻醉科 吉林医药学院 临床医学
5 刘姝含 麻醉科 浙大城院 临床医学
6 王贝尔 麻醉科 浙大城市学院 临床医学
7 黄英 麻醉科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麻醉学
8 郑天航 麻醉科 赣南医学院 麻醉学
9 李恺睿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10 李诗萌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11 朱晨妍 康复科 济宁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12 俞天宁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13 马小简 康复科 台州学院 康复治疗学
14 叶晓钰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15 李靖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16 刘淑萍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17 张群艳 康复科 台州学院 康复治疗学
18 谢伊灵 康复科 新余学院 康复治疗学
19 宋伯誉 康复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20 丁志锐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21 王庆超 康复科 亳州学院 康复治疗学
22 杨鑫馨 康复科 赣南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23 耿欣颖 康复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24 楼媛媛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25 彭律豪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26 黄菲菲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27 方琳 康复科 绍兴文理学院 康复治疗学
28 陈浩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29 沈梦君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30 朱佳栋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31 赵敏 康复科 绍兴文理学院 康复治疗学
32 王魏磊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33 顾建鹏 康复科 赣南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34 陈志强 康复科 华北理工大学 康复治疗学
35 包雅静 康复科 杭州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36 黄晓琪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37 娄昀声 康复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38 罗杰 康复科 北京体育大学 康复治疗学
39 左贤鹏 康复科 沈阳体育学院 康复治疗学
40 杨雅端 康复科 福建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41 边维 康复科 温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42 楼文玉 康复科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学院 康复治疗学
43 朱天 康复科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康复治疗学
44 杨啸 急诊科 浙大城院 临床医学
45 王敏媛 急诊科 杭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46 廖长春 急诊科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47 吴云冲 急诊科 杭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序号 姓名 招聘岗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备注
48 蒋中玮 急诊科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临床医学
49 应尚金 急诊科 浙大城市学院 临床医学
50 陈柯伊 急诊科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临床医学
51 吴毅杰 急诊科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临床医学
52 楼沈敏 急诊科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53 罗王翔 急诊科 川北医学院 临床医学
54 吴光昊 急诊科 杭州师范大学 临床医学
55 吴宇佳 急诊科 宁波大学 内科学
56 钱凌菲 精神卫生科 蚌埠医学院 精神医学
57 屈宏阳 精神卫生科 齐齐哈尔医学院 精神医学
58 付有 精神卫生科 蚌埠医学院 精神医学
59 成文韬 党政办 湖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60 曹若茗 党政办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
61 李锦 党政办 湖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