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陈子慧 0322 药学院 蒋莉 2063 药学院

林培华 8027 药学院 王鲤敏 8581 药学院

冯斌 1428 药学院 孔德文 7025 药学院

刘寒露 5076 药学院 安大道 8238 药学院

李国欣 5496 药学院 郑元 9269 药学院

张涵 8205 药学院 陈虹 9476 药学院

汪鑫晨 2810 药学院 蒋昕鹏 1456 药学院

陈旭 9593 药学院 李晓迪 8991 药学院

刘阳 8381 药学院 顾小霞 7246 药学院

杨立媚 5935 药学院 卿志能 0729 药学院

任宇浩 6859 药学院 丛亚林 5181 药学院

朱佩钰 1583 药学院 邹姣霞 2836 药学院

王明宽 7071 药学院 袁素英 8231 药学院

刘天 5782 药学院 席肖肖 5962 药学院

秦贤进 6106 药学院 艾旭泽 7011 药学院

向才贵 1669 药学院 窦与舜 1895 药学院

李瑜玲 6061 药学院 赵世娟 1987 药学院

李典阳 9158 药学院 殷丽宁 9927 药学院

姚远 7879 药学院 赵婧子 9319 药学院

钱秋玲 2114 药学院 底佳兴 7839 药学院

陈雪萍 1036 药学院 何旖雯 9723 药学院

兰垚瀚 9293 药学院 徐琳 2321 药学院

袁肖含 6772 药学院 程小贝 7232 药学院

王华棋 7179 药学院 于丽丽 3856 药学院

李小芳 4693 药学院 付婧欣 9031 药学院

张海生 1325 药学院 陈裕 8783 药学院

孙家霞 8129 药学院 亓连玉 9921 药学院

孙承园 1760 药学院 张爽 9712 药学院

张雨晴 3155 药学院 程曼曼 7220 药学院

赵雪 5685 药学院 陈韡亚 2398 药学院

陈佳依 6688 药学院 黄瑶 3804 药学院

郭一鸣 2194 药学院 肖章红 2013 药学院

沈运杰 3260 药学院 郭倩倩 4372 药学院

李绍贤 3502 药学院 延瑞聪 8136 药学院

周方园 9690 药学院 杨璐 6979 药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瞿宏艳 8003 药学院 王炳熙 8783 药学院

王美麒 9210 药学院 齐琦 7707 药学院

曹燕君 0963 药学院 邱芬 4516 药学院

胡斌 3397 药学院 何坚 5954 药学院

代心妍 8743 药学院 秦乐 7112 药学院

于瑞 3696 药学院 薛佳 2707 药学院

宋薇 0358 药学院 李霖枫 7822 药学院

李丽 4850 药学院 金泳增 9251 药学院

吴钟锦 1003 药学院 徐晨 1715 药学院

张红艳 8747 药学院 方青 8150 药学院

孙福娟 0648 药学院 龙文静 6818 药学院

王小鹿 5539 药学院 彭裴颖 2327 药学院

周颖 7595 药学院 李叶红 9836 药学院

刘元秀 4685 药学院 张悦 7509 药学院

沈月新 7619 药学院 张稣亚 3814 药学院

于泽萱 5465 药学院 王凯月 8251 药学院

丁珂然 8833 药学院 赵慧敏 9866 药学院

张献 3106 药学院 鲍秋雨 3169 药学院

张柳 6086 药学院 李梦珠 1228 药学院

许秋杨 4094 药学院 郝乐辰 1530 药学院

翁吉雪 0127 药学院 崔丽媛 7252 药学院

何颖 2505 药学院 高扬 4561 药学院

谢春梅 8313 药学院 安鹏姣 8519 药学院

王颖铭 3011 药学院 孔德璇 4026 药学院

王源 6435 药学院 盛芸 3577 药学院

司晨芳 8801 药学院 陈立凡 8966 药学院

李子斌 8004 药学院 洪婷婷 0736 药学院

李东果 8187 药学院 关晓静 1478 药学院

申冰清 5967 药学院 李子牧 8296 药学院

闫银雨 7264 药学院 吴佳佳 3392 药学院

葛子硕 7282 药学院 周孟 1980 药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和福美 4022 中药学院 刘曼玉 6569 中药学院

吴丹丹 5131 中药学院 冯雪枫 9361 中药学院

赵祯 4668 中药学院 李昭君 8811 中药学院

陈雨 0218 中药学院 肖玲 9212 中药学院

郝佳童 1317 中药学院 李玲 2518 中药学院

王玲玲 1697 中药学院 王维洁 1617 中药学院

郑好 4708 中药学院 汪润泽 5167 中药学院

王莉莉 2693 中药学院 张敏 4655 中药学院

王雨琦 7384 中药学院 肖霞 1538 中药学院

潘超明 6474 中药学院 钟佩芸 7268 中药学院

侯锡鸿 1572 中药学院 孙朋增 5721 中药学院

柳松 5787 中药学院 杨紫薇 0834 中药学院

陈爽 5580 中药学院 李欣 0206 中药学院

尹君 8867 中药学院 徐琳 2509 中药学院

叶子煜 9904 中药学院 徐沛雯 4982 中药学院

祝慧 3370 中药学院 朱敏 2883 理学院

汪万利 3836 中药学院 任毅璇 6315 理学院

张静雅 6481 中药学院 宋思仪 7535 理学院

杜金法 1897 中药学院 李婷 9105 理学院

马翊 3420 中药学院 张文先 1502 理学院

杨佳欣 8689 中药学院 杨艳 3927 理学院

宋梦璐 8277 中药学院 赵伯南 6056 理学院

任艳霞 0449 中药学院 赵冬菊 9820 理学院

梁思薇 3316 中药学院 袁硕 4143 理学院

樊润竹 6630 中药学院 张翼航 9628 理学院

陈素萍 3902 中药学院 陈兴晔 0736 理学院

孙森凤 7223 中药学院 宋敏芳 7714 理学院

王美晶 9827 中药学院

周鑫 7473 中药学院

章越 5124 中药学院

王玉环 0341 中药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李天欣 712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锐敏 5732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刘洋 558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书宁 8223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王栋 821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罗丞局 025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陈芳芳 950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汪洪政 1675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孙伟康 851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明晋 281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龚礼栋 510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唐浩天 3097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张万里 821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晓彤 8554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程露 032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沈淑芳 7594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肖斌 201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于静晨 977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陈婷瑶 970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叶晓萍 832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郭敏姬 635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姜楠 740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何刘军 271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韩奇文 7668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王珏 092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博 7933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张国祥 433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佳席 5783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钱思嘉 553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杨雪 582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李京殊 272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雪 765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施柳佳 352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佳 3958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董雨露 003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涵煦 2558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胡苏姝 395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雅倩 592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唐琪 014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胡冬霞 6150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王希雅 377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楚慧 073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袁琬娟 386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徐志琴 788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唐露 536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严子祎 1325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王雪凝 258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秀兰 9446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钱美佳 391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梦媛 1808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余丽芳 715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钟雅男 617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方宏玉 6628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姚莹 0273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黄雨芯 424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邰光杰 7303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李秀兰 6977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姚丹 271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张敏 669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韩秋爽 4637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野庆松 8195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晓琳 7039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徐胜 5972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爽 509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韦琳 8993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姓名 手机号码后四位 参营学院

李佳明 0916 国际医药商学院 左权 2392 药物科学研究院

葛靖 8070 国际医药商学院 卜红 9441 药物科学研究院

徐俐颖 5617 国际医药商学院 陈归 5993 药物科学研究院

冯叶 6628 国际医药商学院 陶雨 8546 药物科学研究院

张晓宇 5546 国际医药商学院 于智慧 7418 药物科学研究院

雷璐倩 5805 国际医药商学院 邓文斌 8672 药物科学研究院

王凯莉 4329 国际医药商学院 包纯洁 6547 药物科学研究院

史柳晏 2510 国际医药商学院 韩丽丽 7029 药物科学研究院

张嘉会 4995 国际医药商学院 李其彬 6492 药物科学研究院

李文君 5627 国际医药商学院 陈颖佳 8002 药物科学研究院

卫付茜 4026 国际医药商学院 殷锟鹏 9995 药物科学研究院

王敏娇 3931 国际医药商学院 邢佰颖 7116 药物科学研究院

金敏 7157 国际医药商学院 倪嘉平 8075 药物科学研究院

贾康 5609 国际医药商学院 许海恒 7883 药物科学研究院

陈沁敏 5202 国际医药商学院 林杨 6035 药物科学研究院

张瑶 1258 国际医药商学院 张昊明 7250 药物科学研究院

石理 1326 国际医药商学院 张叶 6821 药物科学研究院

孙蓓 6760 国际医药商学院 王玲玲 6508 药物科学研究院

代展菁 5561 国际医药商学院 刘雅斐 5978 药物科学研究院

翟世杨 0083 国际医药商学院 赵晨希 5383 药物科学研究院

刘国晴 0229 国际医药商学院 刘梦杰 2061 工学院

陈泳洁 1756 国际医药商学院 李天昊 6510 工学院

陈秋琪 3850 国际医药商学院 吴霞 0886 工学院

谢烛光 4228 国际医药商学院 国陶红 7692 工学院

裴佩 7313 国际医药商学院

郝宇 8308 国际医药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