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岗位资格审核时间安排 

 

临床检验技师 

13:30-14:00 

白雪丁 刘宇 王倩倩 

曹玉洁 马林燕 王秀月 

陈申敏 马婷婷 王雅蓉 

单鹤 齐亚军 王依婷 

邓淳 钱景荣 魏海潮 

丁子丹 荣伽玲 辛倩倩 

14:30-15:00 

董俊芳 石永泉 徐宏鑫 

冯都都 史美林 叶静云 

高健 史永久 袁博 

高思 孙艳 袁松 

韩琪 田雯钰 袁晓芳 

焦红彬 铁丹丹 张秉玲 

15:30-16:00 

雷洁 仝慧慧 张文超 

李露露 王洁琳 张亚丽 

李晴 王珏 赵一霖 

李艳娜 王可可 郑晓 

李泽 王乐 周晓杰 

刘岚清 王宁 卓萍 

 

岗位 资格审核日期 具体时间 

神经电生理室技师硕 

2020年 9月 8日 

9:00-9:30 

胃肠动力室技师 9:00-9:30 

儿研所研究员硕 9:00-9:30 

心电图技师 9:00-9:30 

康复科技师 9:00-9:30 

医学影像技师 10:00-10:30 

药剂科 11:00-11：30 

临床检验技师 详见名单 

护理硕 

2020年 9月 9日 

9:00-9:30 

护理本 1 详见名单 

护理本 2 详见名单 

护理专 2020年 9月 10日 详见名单 



 

护理

本 1 

8:30-9：00 

柏雨暄 李思瑶 魏子荦 胡榕芳 任海媛 张明芬 

毕连莹 李欣然 吴蕊 胡盛楠 任润营 张琦 

毕云涛 李学会 吴抒潼 胡天录 任紫荆 张千 

别昔寒 李钊钧 吴婷 胡晓楠 舒晴 张倩 

曹同举 李正存 伍子玉英 胡颖 宋蓉 张甜甜 

曾阳 林彤媛 息丽艳 黄青芸 苏亭 张益菘 

陈帅帅 刘德雨 肖斌 纪宝鑫 孙孟迪 张意玲 

9:30-10:00 

陈英姿 刘惠娜 信媛媛 贾清钰 田冬妮 张永悦 

党金晶 刘慧颖 邢维芯 靳星 王丽文 张卓 

邓月 刘静 徐立娜 阚凤利 王琦 赵国羽 

董瑞娜 刘娜 徐梦蕾 雷雅惠 王蕊 赵洁 

冯天宇 刘小彤 杨惠媛 黎胜春 王术康 赵楠 

付春燕 刘嬴 杨可心 李聪聪 王旭 赵信妍 

付凯然 刘兆璇 杨靓雪 李航 王亚武 郑双双 

10:30-11:00 

高景意 刘智鑫 杨宁宁 李洪铭 王艳君 周晶 

高凯旋 卢金鹏 姚静静 李佳慕 王瑶 周梦诗 

郭雅茜 路欣桐 伊展慧 李杰奇 王月娇 周歆淼 

韩飞 吕晶 张鸿彦 李丽芳 王云旺 朱佳欢 

何世君 牛慧敏 张竞澜 李萌 魏欣宇 朱利妍 

胡明燚 牛尽禹 张梦瑶       

护理

本 2 

13:30-14:00 

安永欣 李云飞 王欣然 柴培泽 梁雅婷 魏晓宇 

白鹏扬 李钊 王雨浓 陈广慧 刘爱 温晶晶 

柴聪媛 李哲轩 魏达 仇会颖 刘翠 温梦鸽 

崔阔祺 刘家玉 吴怡 付蕊 刘雪莹 杨小玉 

代梦琦 刘建宇 武娜红 付雪妹 刘玥 尤远远 

董璟仪 刘璐怡 肖莹 傅其玺 刘泽臻 元一氾 

14:30-15:00 

董夏楠 刘萌 杨茹 富业恒 马婉莹 袁尚云 

杜疌潞 刘茜茜 杨素敏 高境 马浠然 翟向仑 

冯小雨 刘彤 杨威 高玉 穆文博 张霭琳 

谷典 庞佳琪 张灿 侯华烨 宋惠芳 张敏 

管力莹 庞雨鑫 张辰萱 胡超月 宋艳君 张庆鹏 

郭文娜 齐珊 张虹辛 贾瑶瑶 孙红屿 张秋雅 

韩佳辉 秦佳楠 张荟涛 焦聪聪 孙家兴 张鎔韬 

15:30-16:00 

何妞 任艳芳 张力丹 靳少雪 孙麟喜 张思伟 

贺宇 尚梦茹 张苗苗 李佳颖 孙瑞雪 张文霞 

李嘉麒 孙茵 张文越 李鹏 王杰 赵若姗 

李建阳 滕茜茜 张祎 李深 王磊 赵顺 

李雷雷 田艳梦 张宇 李爽 王丽莹 郑晶晶 

李萌 汪清清 赵华 李晓涵 王楠 郑紫帆 

李萌萌 王晨 赵慧洁 李易晓 王琪 周子怡 

李宁 王春鸽 赵金爽 李雨欣 王墅榕 邹欢 

李彭 王嘉慧 赵娟 李育钊 王拓楠   

 

 

 



护理

专 

8:30-9：00 

安建豪 高佟童 李瑞 莫广萍 王妍 张前 

白俊楠 高伟 李姗姗 聂秋妹 王瑜 张倩 

白林浩 高易蕊 李思恬 潘立萌 王玉婷 张晴 

薄亚楠 巩淑媛 李昕 潘蕊 王增雪 张润润 

薄雲峰 关雅欣 李旭 彭莹 魏婧婷 张绍婷 

毕梦洁 郭佳新 李雪芹 秦天 魏文静 张硕 

边晴晴 郭婉迎 李杨 任凯丽 魏悦航 张思雨 

9:30-10:00 

才国冉 郭玉乾 李祎雯 史津毓 吴雪 张婷 

曹嘉慧 韩畅 李雨 史可玉 吴雅莉 张万华 

曹蕾 韩家辉 李雨萌 史秋莉 吴毓昕 张潍航 

曹丽丹 韩庆新 李禹呈 帅云琼 吴中爱 张秀娟 

曾丽丽 韩颖 梁殿宇 司高鹏 武红阳 张雅洁 

柴璇 韩裕卿 梁爽 佀雅婷 肖子妍 张雅蔓 

陈佳琪 韩泽萍 刘畅 宋庆鑫 谢海娇 张妍妍 

10:30-11:00 

陈立松 郝连月 刘晨晨 宋云露 谢玉婷 张艳秋 

陈树盼 郝琳慧 刘涵 苏红 徐璐 张一鸣 

陈帅 郝新宇 刘佳俊 苏敬 徐延琪 张樱 

陈心玥 胡峰 刘佳琪 苏俐俊 许稷飞 张颖 

陈新月 胡孟函 刘佳兴 苏楠 闫家存 张宇晴 

陈悦 黄莹 刘佳悦 苏雅婷 杨红新 张宇鑫 

陈志伟 黄雨佳 刘倞昕 孙曼 杨红月 张雨晴 

11:20-11:40 

陈梓君 黄志文 刘可欣 孙梦 杨嘉欣 张禹 

程学蕊 霍健伟 刘丽隽 孙玥 杨岭 张媛 

程雅婷 纪萍 刘美怡 邰秋颜 杨美琳 张悦 

仇海静 贾冬雪 刘梦茹 滕思奇 杨鹏 张志鑫 

崔妨丹 贾雯 刘楠 田浩洲 杨思莹 张子轩 

崔海涛 姜馨 刘萍 王东月 杨甜甜 赵海翔 

崔曼曼 解惠玲 刘琪 王浩楠 杨文然 赵杰 

13:30-14:00 

崔思佳 金宏君 刘倩 王慧颖 杨艳霞 赵梦茹 

丁宝莹 荆启悦 刘尚蕊 王进月 杨颖 赵苗苗 

东媛媛 康朝钰 刘世泽 王婧雪 杨玉颖 赵明杰 

董梦 孔闻佳 刘淑雅 王久梓 姚畅 赵倩倩 

董蕊 郎竹蕊 刘爽 王磊 姚琦 赵仕杰 

董一迪 李东阳 刘鑫磊 王立峥 姚荣荣 赵爽 

杜广旭 李菲 刘雨欣 王莉 尤振铎 赵桐 

14:30-15:00 

杜岚清 李浩月 刘雨鑫 王曼 于红妍 赵文 

杜凌云 李洪阳 刘紫欣 王萌 于建伶 赵兴晨 

段钰欣 李佳怡 鲁静 王楠 于妍 赵雪 

顿新星 李嘉彤 路光宇 王琪 于泽宇 赵雅君 

方文升 李晶 吕奇龙 王倩倩 禹昕雅 赵雅婷 

房守馨 李敬萱 吕文杰 王珊 苑甜 赵亚妮 

冯广帅 李靖博 马旭 王双双 岳昊 郑嘉琦 

15:00-15:30 

冯凯旋 李娟 马雪 王涛 臧胤婷 郑戍烽 

冯敏君 李可馨 马伊兰 王婷 张晨 周佳 

冯晓钰 李曼宇 么雅静 王鲜爱 张春奇 周洁 

付川力 李茂一 蒙羽 王相茹 张冬雪 周锦标 

付晓微 李萌 孟凡轩 王晓玲 张红艳 周欣 

付雅迪 李梦宇 孟繁菲 王晓瑞 张家豪 朱永财 

高婧婧 李琦 孟佳欢 王鑫钰 张嘉 宗恺悦 

高梦缘 李秋杰 孟琬贻 王雅淳 张靖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