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培华学院
2020年专升本专业课考核结果合格名单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钟嘉鑫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菲菲 市场营销 岳振维 人力资源管理 李静 财务管理 曹金莎 会计

柴雪真真 国际经济与贸易 白皓 市场营销 袁淑楠 人力资源管理 留一锋 财务管理 陈蕊 会计

陈菊 国际经济与贸易 白文奇 市场营销 贺杰 人力资源管理 白汉飞 财务管理 张安令 会计

陈喆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郭帅 市场营销 连心如 人力资源管理 白羽 财务管理 王聪 会计

樊万珠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郭星星 市场营销 林瑾惠 人力资源管理 高馨玉 财务管理 樊小瑜 会计

桂安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康喜荣 市场营销 耿雨欣 人力资源管理 高   鑫 财务管理 杨波 会计

贺崟淞 国际经济与贸易 寇智鑫 市场营销 杨时杰 人力资源管理 关轶丹 财务管理 马鹦鸽 会计

李佳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东辉 市场营销 方子怡 人力资源管理 郭昕玥 财务管理 冯梦娜 会计

林如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涛 市场营销 张灏 人力资源管理 郝利民 财务管理 乔晨涛 会计

林兴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刘恩林 市场营销 何聪 人力资源管理 金俊康 财务管理 成敏敏 会计

刘相彤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刘坤钛 市场营销 杨帆 人力资源管理 李俊杰 财务管理 何希 会计

毛静 国际经济与贸易 母必泽 市场营销 周鸽 人力资源管理 李双江 财务管理 兰炜 会计

司徒鑫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瑞瑞 市场营销 姚钧 人力资源管理 李   婷 财务管理 魏锦钊 会计

苏雪晨 国际经济与贸易 武晓天 市场营销 李佩璇 人力资源管理 李   悦 财务管理 万如腾 会计

孙肖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 颜向廷 市场营销 李垚畑 人力资源管理 马   丹 财务管理 高芳娟 会计

孙肖肖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杨帅明 市场营销 诸葛慧强 人力资源管理 缪李妍 财务管理 徐文利 会计

陶逸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朱红伟 市场营销 魏丹丹 人力资源管理 史景辉 财务管理 刘嘉莹 会计

田博丞 国际经济与贸易 樊一鑫 市场营销 黄一菲 人力资源管理 史佩毅 财务管理 徐珊 会计

王宏阳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鉴鑫 市场营销 刘硕 人力资源管理 唐甜甜 财务管理 李江 会计

王梦瑶 国际经济与贸易 程霜 市场营销 李锦禄 人力资源管理 王思雨 财务管理 张艳萍 会计

肖鹏鹏 国际经济与贸易 韩阳晨 市场营销 白轩铭 人力资源管理 王义青 财务管理 孙昱晨 会计

谢菊霞 国际经济与贸易 胡静蕾 市场营销 李清华 人力资源管理 吴   喆 财务管理 林姣姣 会计

张宏涛 国际经济与贸易 潘丹妮 市场营销 吴凡凡 人力资源管理 吴梓檬 财务管理 王希尔 会计

张济朝 国际经济与贸易 阮依依 市场营销 杨泽玺 人力资源管理 熊梦瑶 财务管理 杜炫 会计

赵侨娟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晗 市场营销 张瑜 人力资源管理 续秉原 财务管理 陈钰晗 会计

杜玄玄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吴经炜 市场营销 李昶昕 人力资源管理 薛能能 财务管理 席宇雯 会计

应紫薇 会计 尹晗 市场营销 李泽亮 人力资源管理 杨亦心 财务管理 李志毅 会计

余艳丽 会计 张瑞 市场营销 董佳 人力资源管理 张   帆 财务管理 张珊珊 会计

禹沼利 会计 吕政书 市场营销 刘雨轩 人力资源管理 张嘉豪 财务管理 林琳 会计

张智林 会计 孙怡 会计 成新颖 人力资源管理 张思曼 财务管理 王子安 会计

赵宇 会计 陶思雨 会计 李涛 人力资源管理 张天天 财务管理 贺磊 会计

赵远航 会计 王旭 会计 杨瑞 人力资源管理 张小姣 财务管理 谢阳 会计

刘玉瑜 会计 翁承华 会计 贾博涛 人力资源管理 张泽心 财务管理 李洋洋 会计

任欢度 会计 徐梁 会计 李颖杰 人力资源管理 周梦薇 财务管理 海迪 会计

张权 会计 薛思雨 会计 李淳 人力资源管理 贺宇婷 财务管理 雷明洁 会计



姜倩 会计 杨靖遥 会计 赵国瑞 人力资源管理 寇旭鹏 财务管理 李闯 会计

李明 会计 杨梦婷 会计 孙思怡 会计 温启东 财务管理 李琪琪 会计

李霞 会计 杨婷婷 会计 孙小利 会计 王凯港 财务管理 杨帆 会计

李志强 会计 季倩倩 会计 唐虎 会计 高振银 财务管理 邵珠海 会计

刘强 会计 常昊 会计 万恩彤 会计 武 彤 财务管理 李艳丽 会计

刘昕娟 会计 常烜赫 会计 王雪琦 会计 钟旭旭 财务管理 魏卓 会计

刘一驰 会计 陈倩 会计 谢佳茜 会计 张嘉航 财务管理 王亚新 会计

楼辰璐 会计 崔永旺 会计 徐欢欢 会计 马兴 财务管理 郑亚芯 会计

冉思悦 会计 杜华丽 会计 杨波波 会计 刘丹 财务管理 冯怡轩 会计

石婧杰 会计 方金朋 会计 杨李慧 会计 叶光沛 财务管理 汤永泽 会计

苏宏瑞 会计 房文超 会计 杨青 会计 马媛园 财务管理 王相禹 会计

刘小铭 会计 郭羽锦鸽 会计 殷蕊 会计 韩涛 财务管理 徐品燕 会计

刘亚东 会计 何紫娟 会计 张佩英 会计 史赛雅 财务管理 刘嘉诚 会计

蒲娇 会计 侯祖坤 会计 邴小玲 会计 李昕蕾 财务管理 蒋梦珂 会计

祁雅慧 会计 胡玥雯 会计 崔雅维 会计 徐新韵 财务管理 李婷婷 会计

任晶晶 会计 孙莉君 会计 冯杏杏 会计 赵国君 财务管理 孙琰 会计

任自盛 会计 陈壮 会计 关雪荣 会计 程雨荷 财务管理 赵子慕 会计

桑果 会计 杨敏雪 会计 郭婷 会计 李欢 财务管理 朱清伟 会计

沈钰洁 会计 常瑜凤 会计 韩一凡 会计 李柯瑾 财务管理 王茜 会计

苏杭 会计 王宇琪 会计 何宇峰 会计 郑珣 财务管理  郝顺艳 会计

肖媛 会计 金铄 会计 李博佩 会计 汪宇杰 财务管理 侯廷润 会计

王楚洋 会计 阳溶 会计 李芳 会计 殷润笙 财务管理 张白雪 会计

张哲齐 会计 杨佳林 会计 李梦茹 会计 王娇 财务管理 杨格琪 会计

苏杨杨 会计 秋志豪 会计 李润劼 会计 张菁琳 财务管理 徐琳茹 会计

李赛男 会计 石凯元 会计 梁芬 会计 范升英 财务管理 刘倩 会计

雷姣 会计 王嘉乐 会计 刘康宁 会计 薛梦茹 财务管理 何朋瑶 会计

白梅 会计 王姝慧 会计 罗震宇 会计 刘闫俊 财务管理 谭肖璐 会计

曾璐 会计 白梦江 会计 郑思敏 会计 吕鑫鑫 财务管理 萨日娜 会计

夏洋 会计 王梦阳 会计 杨湉 会计 贾红梅 财务管理 刘豪鹏 会计

王舒敏 会计 许文玲 会计 陈红静 会计 聂欣 财务管理 刘晨 会计

蔡荣 会计 张煜昕 会计 白康 会计 兰溪 财务管理 訾宝珺 会计

阎琬婷 会计 蒋思意 会计 虎晟 会计 袁瑞瑞 财务管理 任政颖 会计

王婉妮 会计 王罗毅 会计 折亮 会计 赵倩 财务管理 刘可心 会计

贺本帅 会计 李洁萍 会计 高琴琴 会计 苟杰 财务管理 刘宗贤 会计

张泽钧 会计 翟爽 会计 王洁 会计 金小珂 财务管理 郭晨曦 会计

常雅倩 会计 唐瑜琪 会计 曹可 会计 李梦 财务管理 李玉杰 会计

田甜 会计 刘佳俊 会计 赵文婷 会计 刘欣宇 财务管理 党佳瑶 会计

崔梦迪 会计 杜生杰 会计 史燕林 会计 毛凯馨 财务管理 粟鹏程 会计

夏明慧 会计 田圆圆 会计 景琪琪 会计 倪子涵 财务管理 马啸 会计

王淼淼 会计 赵璟华 会计 袁西腾 财务管理 汤钱 财务管理 张泽玉 会计

吴丹丹 会计 刘雅妮 会计 张亚静 财务管理 王欣尧 财务管理 张佳瑶 会计

白薇 会计 杨金凤 会计 张哲玮 财务管理 王一明 财务管理 高天乐 会计

张翼飞 会计 聂雨欣 会计 刘晴 财务管理 王英 财务管理 谭晨 会计

朱宇宇 会计 陈素浈 会计 蒲丹丹 财务管理 卫晨媛 财务管理 宋凤霞 会计

马健 会计 李卓凌 会计 王磊 财务管理 姚雷雷 财务管理 薛彩云 会计

付宇欣 会计 邓学 会计 张璐菲 财务管理 高雨薇 会计 邓寅寅 会计

王若男 会计 何倩 会计 陈泽威 财务管理 刘悦悦 会计 贺楠 会计



熊欢 会计 刘扬帆 会计 贾佳佳 会计 沈君良 会计 杨乐怡 会计

赵欣雨 会计 王丹阳 会计 吕欣然 会计 张明娟 会计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吕超 工程造价 艾萌萌 学前教育 白贵梅 学前教育 刘雅丽 汉语 赵茜 护理

冉广 工程造价 黄妍 学前教育 曹宇嘉 学前教育 陈丹丹 汉语 赵哲 护理

王倩 工程造价 侯天羽 学前教育 付雅薇 学前教育 廖雪倩 汉语 赵蕊新 护理

王琰 工程造价 李欣欣 学前教育 雷宁宁 学前教育 张进文 汉语 冯月 护理

张春梅 工程造价 雷泽惠 学前教育 陈颖慧 学前教育 胡雍朝 汉语 张国倩 护理

周玉婷 工程造价 贾悦朗 学前教育 张鑫鑫 学前教育 魏兴 汉语 杨靓芸 护理

金珊珊 工程造价 霍雯慧 学前教育 曹茹炎 学前教育 贺楠楠 汉语 文雯 护理

李欢 工程造价 宋国昕 学前教育 何金萍 学前教育 杨泽熙 汉语 王苗苗 护理

党超 工程造价 张静 学前教育 郝慧玲 学前教育 李新宇 汉语  候亚宁 护理

姚嘉 工程造价 薛悦兴 学前教育 梁晶晶 学前教育 董礼娟 汉语 白钰乐 护理

蔡澍明 建设工程管理 张琪 学前教育 辛蝶 学前教育 罗金辉 汉语 高红英 护理

包国强 建设工程管理 张晓曦 学前教育 王璐 学前教育 刘嘉 汉语 乔鑫怡 护理

杜家豪 建设工程管理 多悦 学前教育 张斯媛 学前教育 李雪晨 汉语 强姚 护理

樊佩娟 建设工程管理 刘佳 学前教育 曹雪 学前教育 梁芳 汉语 雷新婕 护理

李起帆 建设工程管理 赵丰华 学前教育 韩梅 学前教育 陈紫璇 汉语 赖兰兰 护理

刘琦 建设工程管理 金雯艳 学前教育 刘宣岐 学前教育 张瑶瑶 汉语 胡雪琰 护理

方杜鑫 建设工程管理 杨浩 学前教育 陈露 学前教育 关多强 汉语 邝静 护理

温跃辉 建设工程管理 王雪 学前教育 万欣艺 学前教育 罗莎 汉语 谢紫娴 护理

郑超 工程造价 刘琳 学前教育 赵雅茹 学前教育 李菁 汉语 姚晔 护理

王琳 工程造价 吴丹 学前教育 孟娅丽 学前教育 王轲 汉语 李欢欢 护理

符正煊 工程造价 丁亚惠 学前教育 许茹芸 学前教育 邹文洁 汉语 冯甜甜 护理

贾伟 工程造价 唐艳 学前教育 高美晨 学前教育 罗晓雪 汉语 李敏 护理

闫文刚 工程造价 李沛沛 学前教育 庄子慧 学前教育 白小妍 汉语 张玉芳 护理

刘开鑫 工程造价 王娜 学前教育 晏丹妮 学前教育 李海霞 汉语 任妥妥 护理

宋子文 工程造价 刘梦晓 学前教育 袁洁 学前教育 赵慧 汉语 王丽萍 护理

陈清 建设工程管理 乔丹 学前教育 许向凡 学前教育 颜嘉乐 汉语 张妙 护理

蒋佳豪 建设工程管理 相欣怡 学前教育 朱玉宏 学前教育 张志丽 汉语 蒋欣悦 护理

李福天 建设工程管理 管生利 学前教育 吴静 学前教育 马文定 汉语 姜建国 护理

杨洋 建设工程管理 思光银 学前教育 兰紫瑞 学前教育 张嘉颖 汉语 杨霄 护理

朱钦陈 建设工程管理 宋健 学前教育 赖玉珍 学前教育 杨红伟 汉语 王侠 护理

郝立基 建设工程管理 马燕 学前教育 白宇姗 学前教育 邵瑞 汉语 张曼琪 护理

刘小虎 建设工程管理 余文静 学前教育 谷丽 学前教育 雷墨欣 汉语 严眉 护理

牟永豪 建设工程管理 黄淼 学前教育 王娜 学前教育 宋丹婷 汉语 李瑶 护理

牛文锐 建设工程管理 郭恒羽 学前教育 赵梦懿 学前教育 张芳 汉语 焦玉莹 护理

赵国强 建设工程管理 曹阳阳 学前教育 薛璐琪 学前教育 李静 汉语 王伟华 护理

白瑞 工程造价 舒欣彤 学前教育 翟洋 学前教育 刘尚燕 汉语 崔祖强 护理

曹嘉悦 工程造价 刘倩 学前教育 李辰茜 学前教育 冯月桂 汉语 高彤 护理

曹庆华 工程造价 樊娇 学前教育 陈怡潼 学前教育 王艺璇 汉语 周冰洁 护理

曹冉 工程造价 金路琴 学前教育 刘香麟 学前教育 袁怀聪 汉语 刘倩倩 护理

丛超群 工程造价 张婷 学前教育 徐洁露 学前教育 候佳妤 汉语 朱佳乐 护理

符钰 工程造价 薛佳乐 学前教育 狄思肖 学前教育 王萌 汉语 田文月 护理

高坡 工程造价 徐萌 学前教育 折雅飞 学前教育 李澜欧 汉语 赵炳钢 护理

黄李宸 工程造价 马界界 学前教育 冉莉 学前教育 李春帅 汉语 刘鑫 护理



姬玉婷 工程造价 杨翠 学前教育 廖姝姝 学前教育 程可 汉语 王孟鑫 护理

巨莹吉 工程造价 齐晓玲 学前教育 雷宇晴 学前教育 向凯龙 汉语 胡帆 护理

李建伟 工程造价 侯汶昊 学前教育 李昱 学前教育 高翔宇 汉语 何新莉 护理

李靖 工程造价 雍怡媛 学前教育 杨子谢 学前教育 赵彩彩 汉语 姚佳 护理

李涛 工程造价 薛媛 学前教育 席佳男 学前教育 黄瑶 汉语 魏锦珠 护理

李占辰 工程造价 刘长虹 学前教育 刘璐 学前教育 李希雨 汉语 刘红霞 护理

李长伟 工程造价 陈佳琪 学前教育 康倩 学前教育 陈梦琪 汉语 陈欣 护理

梁宇超 工程造价 白雯琦 学前教育 康佳妮 学前教育 李威伊俊 汉语 石亚妮 护理

刘明策 工程造价 张媛媛 学前教育 田恬 学前教育 戴文渊 汉语 张玉 护理

刘姗姗 工程造价 吴悦 学前教育 王思敏 学前教育 贺丹丹 汉语 马莎莎 护理

刘晓静 工程造价 刘芳婷 学前教育 王睿辰 学前教育 李建芳 汉语 王倩 护理

马金瑞 工程造价 李斯畅 学前教育 唐洁 学前教育 唐燕燕 汉语 王颖 护理

权嘉豪 工程造价 陈嘉宝 学前教育 孙誉嘉 学前教育 王昳彬 汉语 卜丁丁 护理

孙恺言 工程造价 严春凡 学前教育 陈娅楠 学前教育 赵玲玲 汉语 邵新平 护理

孙磊 工程造价 张慧 学前教育 韩佳利 学前教育 杨莉 汉语 吴乐 护理

王炫博 工程造价 蔡龙婷 学前教育 魏文歆 学前教育 白静 汉语 陈雨江 护理

徐恒梅 工程造价 付静杰 学前教育 柏乐瑶 学前教育 赵林沙 汉语 李秀秀 护理

徐松林 工程造价 屈婷婷 学前教育 夏雨萱 学前教育 汤淼 汉语 雷海阁 护理

颜子康 工程造价 师滋悦 学前教育 李丹丹 学前教育 王天格 汉语 赵悦 护理

杨朝晖 工程造价 李起佳 学前教育 贺倩 学前教育 雷雪 汉语 苟春玉 护理

杨森 工程造价 白海丽 学前教育 陈梦 学前教育 魏玉 汉语 祝晨 护理

袁晓博 工程造价 闫路路 学前教育 柯梦云 学前教育 陈君汝 汉语 纪凡 护理

张晓江 工程造价 白娜 学前教育 陈宇茜 学前教育 李嘉欣 汉语 李妮 护理

赵嘉豪 工程造价 冀泽琦 学前教育 裴玉蓉 学前教育 祁芳 汉语 张宁月 护理

赵祺洋 工程造价 杜楠 学前教育 李娟 学前教育 董吉 汉语 刘晶 护理

赵铁强 工程造价 刘静 学前教育 方珅欣 学前教育 杨星 汉语 张靖 护理

赵晓飞 工程造价 刘佳宁 学前教育 郭欣 学前教育 胡宇航 汉语 杨紫雨 护理

左佳乐 工程造价 张文静 学前教育 袁川茹 学前教育 樊锦菲 汉语 张乐乐 护理

佐明鑫 建设工程管理 杨军丽 学前教育 李慧慧 学前教育 张竟予 汉语 岳琳琳 护理

吕盛华 工程造价 杨雨晴 学前教育 艾慧芳 学前教育 刘存 汉语 刘静 护理

何巍桦 工程造价 路静 学前教育 李茜媛 学前教育 朱爱玲 汉语 李博 护理

张鑫 工程造价 张露予 学前教育 王琪 学前教育 范鑫鑫 汉语 豆杨岚 护理

李易承 工程造价 贺羿童 学前教育 王畅 学前教育 杨森翊 汉语 郭瑞华 护理

马博昊 工程造价 孙新宇 学前教育 何雨阳 学前教育 文成 汉语 贺小梅 护理

闫仕旭 工程造价 王巍华 学前教育 余镓乐 学前教育 苟婷 汉语 王晚岑 护理

刘康杰 工程造价 王珊珊 学前教育 严倩 学前教育 范舒婷 汉语 王雪儿 护理

王蔓 工程造价 曹盼妮 学前教育 贺姗姗 汉语 刘晓男 汉语 任泓俐 护理

陈逸航 建设工程管理 邹星星 学前教育 王萌 汉语 杨丹 汉语 陈欣 护理

郭称心 建设工程管理 黄菲 学前教育 白渊 汉语 李莹 汉语 高萌 护理

何泽康 建设工程管理 王雯祺 学前教育 薛曌 汉语 冯紫薇 汉语 郝梦 护理

华斌 建设工程管理 赵娅斓 学前教育 李若冰 汉语 罗润润 汉语 康泰祥 护理

王潇 建设工程管理 李洋 学前教育 陈铭煜 汉语 郭淑婷 汉语 李凯旋 护理

杨航 建设工程管理 张鼎儒 学前教育 唐超 汉语 姚湘 汉语 李梦瑶 护理

杨嘉玮 建设工程管理 陈慧 学前教育 马瑶 汉语 申乐 汉语 李娜 护理

于浩 建设工程管理 张娜 学前教育 杨蓉蓉 汉语 雷翠 汉语 刘洋 护理

贺永强 建设工程管理 孟银 学前教育 赵艳艳 汉语 陈钰欣 汉语 刘艺 护理

薛正伟 建设工程管理 仇明珠 学前教育 张昊宇 汉语 肖敏 汉语 卢浩 护理



曹祖喜 建设工程管理 杨静 学前教育 朱坤 汉语 赵亚佳 汉语 孙赛岩 护理

龚成丽 汉语 吉明雪 汉语 李成龙 汉语 王丹 护理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姓名 所学专业

郑西 护理 王跳跳 护理 李桦楠 护理 高一辰 临床医学 周黎豪 口腔医学技术

王蕊宇 护理 王喆 护理 李佳囡 护理 裴艳林 临床医学 张震震 口腔医学技术

冯羽星 护理 吴丹丹 护理 李许静 护理 张铭辰 临床医学 李小伟 口腔医学技术

安钰 护理 肖倩 护理 莫清 护理 侯嘉捷 临床医学 郭九鼎 口腔医学技术

鲁文豪 护理 张瑞 护理 潘宇 护理 江涵芮 临床医学 贺喜军 口腔医学技术

曹泽森 护理 张智钦 护理 庞晓 护理 纪雨涵 临床医学 姜红云 口腔医学技术

康雅鑫 护理 赵雨欣 护理 苏天天 护理 余雪 临床医学 蒋东辰 口腔医学技术

李涛涛 护理 郑严东 护理 王蓉 护理 刘恒林 临床医学 李士博 口腔医学技术

马甜甜 护理 高娜 护理 王茹梦 护理 贺蕊鑫 临床医学 马世伟 口腔医学技术

米甜甜 护理 任豆豆 护理 王玉姣 护理 王延成 临床医学 唐玺 口腔医学技术

彭佳阳 护理 李鹏凡 护理 魏俊楠 护理 钱佳雨 临床医学 王龙晔 口腔医学技术

闫燕 护理 王雨婷 护理 杨佳琪 护理 候育卓 临床医学 向昊天 口腔医学技术

张玉甜 护理 谷雯 护理 杨媚 护理 徐杨 临床医学 肖晓雯 口腔医学技术

白卓 护理 韩超杰 护理 杨婷婷 护理 杨甜甜 临床医学 张家瑞 口腔医学技术

陈蕾 护理 赵思佳 护理 杨艳如 护理 张琪琦 临床医学 朱家祺 口腔医学技术

程茜 护理 侯寅月 护理 袁佳俊 护理 周晨婷 临床医学 孙天文 口腔医学技术

崔莹莹 护理 朱凯强 护理 张康 护理 冯佳乐 临床医学 张文卓 口腔医学技术

高玉啸 护理 冀梅 护理 张伟新 护理 张慧芳 临床医学 曹智林 口腔医学技术

郭婕煜 护理 范亚君 护理 赵星 护理 刘欣 临床医学

李妮 护理 田恬 护理 赵悦好 护理 李旭 临床医学

李妍 护理 靳英琪 护理 周瑞 护理 平晓静 临床医学

李一莎 护理 白辽辽 护理 卿娜 护理 刘浩 临床医学

刘娜 护理 秦业恒 护理 纪华茹 护理 付赵腾 临床医学

刘子琪 护理 乔莹 护理 朱倩玉 护理 赵悦良 临床医学

马雨婷 护理 屈培贤 护理 孙玲 护理 高建红 临床医学

戚月涛 护理 白杰 护理 高欢欢 护理 周玉艳 临床医学

邵喜运 护理 汪佳雪 护理 袁浩浩 护理 吴景 临床医学

王佩 护理 谢娇娇 护理 方越 护理 刘丹妮 临床医学

王笑笑 护理 席喆林 护理 孙旭东 护理 彭欢 临床医学

王颖颖 护理 李乐媛 护理 常青青 临床医学 张智轩 临床医学

位丹妮 护理 张媛 护理 陈微 临床医学 张冬丽 临床医学

兀梦羽 护理 邵垚 护理 崔俊 临床医学 刘仕万 临床医学

杨馨怡 护理 吴珊 护理 董勇超 临床医学 雷远 临床医学

杨星宇 护理 马旭 护理 杜鹏飞 临床医学 刘琪 临床医学

殷娜 护理 梅种英 护理 冯玲玲 临床医学 桑婷 临床医学

朱明利 护理 郭晶晶 护理 胡伟韬 临床医学 李鹏博 临床医学

付萍 护理 魏向莲 护理 贾宇萱 临床医学 李晓洁 临床医学

巩冰洁 护理 张旭阳 护理 李小安 临床医学 王波 临床医学

向孜翊 护理 王艺桐 护理 李泽强 临床医学 王鹏 临床医学

黑甜甜 护理 吕佳叶 护理 卢乐溢 临床医学 张绿溪 临床医学

黄诚慧 护理 周煜娟 护理 毛换换 临床医学 李思彤 临床医学

金毓琤 护理 王旭 护理 念伟伟 临床医学 杨博 临床医学

李玄 护理 刘溢晨 护理 王涧青 临床医学 张尧怡 临床医学



陆依婷 护理 吴敏敏 护理 王小妮 临床医学 王慧 口腔医学技术

孙宇彤 护理 苗静 护理 王悦潼 临床医学 王霈 口腔医学技术

王安丽 护理 张乐 护理 王祖文 临床医学 郑清 口腔医学技术

王红霞 护理 鱼丹 护理 魏超鹏 临床医学 路畅 口腔医学技术

杨慧 护理 王静 护理 魏嘉蔓 临床医学 彭正丽 口腔医学技术

张璐 护理 何鑫雨 护理 谢正霞 临床医学 高振馨 口腔医学技术

张萌 护理 毛江辉 护理 邢嘉芯 临床医学 王佳宁 口腔医学技术

朱悦 护理 雷雯云 护理 杨悦 临床医学 唐茜 口腔医学技术

白哲哲 护理 张靖菲 护理 余涵 临床医学 王乐煊 口腔医学技术

杜逸雯 护理 郭柯宇 护理 袁海艳 临床医学 赵皎洁 口腔医学技术

冯競慧 护理 马文彦 护理 张占兵 临床医学 李婧怡 口腔医学技术

耿杰婷 护理 杨静 护理 董欣 临床医学 边悦 口腔医学技术

韩宇高 护理 贾杉 护理  袁昕宇 临床医学 张钰辉 口腔医学技术

何思洁 护理 张玲兖 护理  杨志浩 临床医学 任萌瑶 口腔医学技术

乔菊 护理 陈佳奇 护理  陈怡萱 临床医学 朱昀 口腔医学技术

孙钰荥 护理 蒲玉姣 护理 帕子拉.阿不地西 临床医学 师蒙蒙 口腔医学技术

田航 护理 王一心 护理 王裕涵 临床医学 刘金玉 口腔医学技术

田小涛 护理 王颖 护理 郑哲轩 临床医学 张智超 口腔医学技术

王晨菲 护理 王思懿 护理 魏子尧 临床医学 韩玉珂 口腔医学技术

王丽莹 护理 林伊乐 护理 李瑜 临床医学 郑瑾 口腔医学技术

毋媛媛 护理 郭婷婷 护理 程莹 临床医学 柏承斐 口腔医学技术

杨庆 护理 孙沛文 护理 王凡 临床医学 何松高 口腔医学技术

张佳颖 护理 刘梦凡 护理 吴苗苗 临床医学 陈焱波 口腔医学技术

陈幸芝 护理 张小凤 护理 吕欣琪 临床医学 周路凯 口腔医学技术

冯森 护理 马艳 护理 郑翘楚 临床医学 孙珍珍 口腔医学技术

龚奇停 护理 闫世屏 护理 罗晨阳 临床医学 吴帅 口腔医学技术

郭榕 护理 刘曼 护理 张殊萌 临床医学 陈静静 口腔医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