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北京市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名单公示 

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做好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京教学

〔2012〕1 号）及《首都医科大学关于 2022 年北京市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

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2022 年共评选优秀毕业生 81 人。具

体名单见附件。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6 月 6 日。对

评选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示期内联系王欣苗、胡正娟。 

联系人：王欣苗、胡正娟 

联系电话：83911360、83911093 

电子邮箱：wxinmiao@ccmu.edu.cn 

附件：首都医科大学 2022 年北京市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结

果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思想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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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都医科大学 2020 年北京市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结果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1  基础医学院 章秀林 女 博士研究生 遗传学 

2  基础医学院 李广文 男 博士研究生 生理学 

3  基础医学院 杨子成 女 博士研究生 神经生物学 

4  基础医学院 甄自达 男 硕士研究生 病原生物学 

5  基础医学院 尹鑫 女 博士研究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  药学院 卢玉 女 博士研究生 药物化学 

7  公共卫生学院 冯巍 男 博士研究生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8  公共卫生学院 高乐强 男 硕士研究生 卫生毒理学专业 

9  公共卫生学院 师云柯 男 硕士研究生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0  护理学院 张博寒 女 硕士研究生 护理学 

11  生物医学工程 王妮 女 博士研究生 生物医学工程 

12  中医药学院 杨乐 女 博士研究生 天然药物学 

13  医学人文学院 王昊旻 男 硕士研究生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4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 张天程 女 硕士研究生 全科医学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屠纯伟 男 硕士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16  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李晓楠 女 硕士研究生 神经生物学 

17  第一临床医学院 耿介文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 

18  第一临床医学院 司童 男 博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19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智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 

20  第一临床医学院 崔玥 女 硕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21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爽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医内科学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22  第一临床医学院 宋思莹 女 硕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23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钦雪 女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 

24  第二临床医学院 陈乾 男 博士研究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5  第二临床医学院 朱敏 男 博士研究生 内科学 

26  第二临床医学院 刘俊 男 博士研究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7  第二临床医学院 陈萌萌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 

28  第二临床医学院 赵正 男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 

29  第二临床医学院 赵宝一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 

30  第二临床医学院 靖超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 

31  第二临床医学院 党嫣 女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 

32  第三临床医学院 高子豪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泌尿外） 

33  第三临床医学院 吴天军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泌尿外） 

34  第三临床医学院 李干斌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 

35  第三临床医学院 彭信怡 女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心血管病） 

36  第三临床医学院 邵帅 女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呼吸系病） 

37  第三临床医学院 张飞龙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泌尿外） 

38  第三临床医学院 范晓娜 女 博士研究生 肿瘤学 

39  第三临床医学院 杨嵩 男 博士研究生 药理学 

40  第四临床医学院 黄嫣然 女 博士研究生 耳鼻咽喉科学 

41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陈昱凝 女 硕士研究生 眼科学 

42  第四临床医学院 尹高菲 女 博士研究生 耳鼻咽喉科学 

43  第四临床医学院 张洁 女 博士研究生 内科学（心血管病） 

44  第四临床医学院 呼风 女 博士研究生 眼科学 

45  第五临床医学院 王玉 女 博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46  第五临床医学院 翁建聪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外） 

47  第五临床医学院 鲁峻麟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外） 

48  第五临床医学院 尹子霄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外） 

49  第五临床医学院 李俊昇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外） 

50  第五临床医学院 刘琪 女 硕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51  第五临床医学院 林发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外） 

52  第五临床医学院 郭加欢 女 硕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53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郭靖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外） 

54  第六临床医学院 王茂舟 男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胸心外） 

55  第六临床医学院 雍婧雯 女 博士研究生 内科学（心血管病） 

56  第六临床医学院 方舟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胸心外） 

57  第六临床医学院 张宇超 男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心血管病） 

58  第六临床医学院 张阳 男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心血管病） 

59  第六临床医学院 李欣玮 女 硕士研究生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60  第八临床医学院 赵航 女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 

61  第九临床医学院 宋爱心 女 博士研究生 内科学（传染病） 

62  第十临床医学院 林婷婷 女 硕士研究生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63  第十一临床医学院 王澍 男 硕士研究生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 

64  第十二临床医学院 张永超 男 硕士研究生 内科学 

65  儿科医学院 杨深 男 博士研究生 儿外科学 

66  儿科医学院 王沛则 男 硕士研究生 儿科学 

67  儿科医学院 李诗兰 女 硕士研究生 耳鼻咽喉科学 

68  儿科医学院 王晓旭 女 硕士研究生 耳鼻咽喉科学 

69  口腔医学院 边策 男 硕士研究生 口腔医学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70  口腔医学院 刘秀 女 博士研究生 口腔基础医学 

71  口腔医学院 刘欢 男 硕士研究生 口腔医学 

72  口腔医学院 曹杨杨 男 博士研究生 口腔基础医学 

73  精神卫生学院 韩佳丽 女 硕士研究生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74  妇产医学院 吴敏 女 博士研究生 内科学（消化系病） 

75  妇产医学院 李晓 女 硕士研究生 妇产科学 

76  中医药临床医学院 郑瑛瑛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医内科学 

77  肿瘤医学院 张琪 男 博士研究生 肿瘤学 

78  康复医学院 庞冬清 女 博士研究生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79  潞河临床医学院 吕书玉 女 硕士研究生 神经病学 

80  预防医学教学基地 罗琴 女 硕士研究生 公共卫生 

81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 黄立学 男 博士研究生 内科学（呼吸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