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性别 第一志愿导师

1 制药1901班 靳梦云 2019010286 女 徐功

2 制药1901班 李俊玲 2019010284 女 徐功

3 制药1901班 黄怡玮 2019010290 女 周欢

4 制药1901班 李佳 2019010287 女 吴华

5 制药1901班 王显 2019010288 女 吴华

6 制药1901班 任梦楠 2019010285 女 魏少鹏

7 制药1901班 朱丽雯 2019010294 女 胡兆农

8 制药1901班 吴佳琪 2019010291 女 周欢

9 制药1901班 潘晓宇 2019010292 女 闫合

10 制药1901班 李恒 2019010293 女 冯俊涛

11 制药1901班 李璇 2019010300 女 高艳清

12 制药1901班 贺欣怡 2019010298 女 吕敏

13 制药1901班 周海玉 2019010299 女 高艳清

14 制药1901班 覃杰倩 2019010297 女 魏少鹏

15 制药1901班 李金莉 2019010296 女 冯俊涛

16 制药1901班 吴继鹏 2019010302 男 徐晖

17 制药1901班 郭昕 2019010289 女 胡兆农

18 制药1901班 范左涧 2019010306 男 蔡崇林

19 制药1901班 伍沛胥 2019010310 男 王永宏

20 制药1901班 张馨楠 2019010309 男 李永强

21 制药1901班 胡一格 2019010305 男 李文奎

22 制药1901班 左鑫鹏 2019010312 男 蔡崇林

23 制药1901班 刘宏凯 2019010313 男 韩立荣

24 制药1901班 李旺祥 2019010304 男 王勇

25 制药1901班 张劲斌 2019010307 男 徐晖

26 制药1901班 杨占刚 2019010308 男 时春喜

27 制药1901班 刘俊豪 2019010301 男 祝传书

制药专业导师制情况汇总-按班级排序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性别 第一志愿导师

1 制药1902班 王永宏 2019010341 男 马志卿

2 制药1902班 谷丽花 2019010321 女 韩立荣

3 制药1902班 袁含笑 2019010325 女 雷鹏

4 制药1902班 黄俊霖 2019010335 男 祝传书

5 制药1902班 张文广 2019010343 男 雷鹏

6 制药1902班 张玲 2019010323 女 苗建强

7 制药1902班 谷明睿 2019010342 男 马志卿

8 制药1902班 刘姝芃 2019010319 女 姬志勤

9 制药1902班 张悦阳 2019010324 女 闫合

10 制药1902班 孙思凡 2019010339 男 姬志勤

11 制药1902班 钟舒婷 2019010328 女 田向荣

12 制药1902班 杨焓 2019010327 女 田向荣

13 制药1902班 杨慧琳 2019010329 女 师宝君

14 制药1902班 刘雅妮 2019010326 女 师宝君

15 制药1902班 白婧 2019010322 女 陈光友

16 制药1902班 霍欣怡 2019010315 女 顾彪

17 制药1902班 张云天 2019810334 男 王永宏

18 制药1902班 唐帅 2019010337 男 李永强

19 制药1902班 郭璇 2019010314 女 周一万

20 制药1902班 李佳 2019010316 女 周一万

21 制药1902班 吴欣妍 2019010318 女 陈光友

22 制药1902班 惠文静 2019010317 女 王勇

23 制药1902班 田盛源 2019010340 男 祁志军

24 制药1902班 邓福龙 190103332 男 裴雅琨

25 制药1902班 付绍伟 2019010331 男 左亚运

26 制药1902班 宋仡炜 2019010338 男 祁志军

27 制药1902班 孙皓 2019010336 男 裴雅琨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性别 第一志愿导师

1 制药1901班 范左涧 2019010306 男 蔡崇林

2 制药1901班 左鑫鹏 2019010312 男 蔡崇林

3 制药1902班 白婧 2019010322 女 陈光友

4 制药1902班 吴欣妍 2019010318 女 陈光友

5 制药1901班 李恒 2019010293 女 冯俊涛

6 制药1901班 李金莉 2019010296 女 冯俊涛

7 制药1901班 李璇 2019010300 女 高艳清

8 制药1901班 周海玉 2019010299 女 高艳清

9 制药1902班 霍欣怡 2019010315 女 顾彪

10 制药1901班 刘宏凯 2019010313 男 韩立荣

11 制药1902班 谷丽花 2019010321 女 韩立荣

12 制药1901班 朱丽雯 2019010294 女 胡兆农

13 制药1901班 郭昕 2019010289 女 胡兆农

14 制药1902班 刘姝芃 2019010319 女 姬志勤

15 制药1902班 孙思凡 2019010339 男 姬志勤

16 制药1902班 袁含笑 2019010325 女 雷鹏

17 制药1902班 张文广 2019010343 男 雷鹏

18 制药1901班 胡一格 2019010305 男 李文奎

19 制药1901班 张馨楠 2019010309 男 李永强

20 制药1902班 唐帅 2019010337 男 李永强

21 制药1901班 贺欣怡 2019010298 女 吕敏

22 制药1902班 王永宏 2019010341 男 马志卿

23 制药1902班 谷明睿 2019010342 男 马志卿

24 制药1902班 张玲 2019010323 女 苗建强

25 制药1902班 邓福龙 190103332 男 裴雅琨

26 制药1902班 孙皓 2019010336 男 裴雅琨

27 制药1902班 田盛源 2019010340 男 祁志军

制药专业导师制情况汇总-按导师排序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性别 第一志愿导师

28 制药1902班 宋仡炜 2019010338 男 祁志军

29 制药1902班 杨慧琳 2019010329 女 师宝君

30 制药1902班 刘雅妮 2019010326 女 师宝君

31 制药1901班 杨占刚 2019010308 男 时春喜

32 制药1902班 钟舒婷 2019010328 女 田向荣

33 制药1902班 杨焓 2019010327 女 田向荣

34 制药1901班 伍沛胥 2019010310 男 王永宏

35 制药1902班 张云天 2019810334 男 王永宏

36 制药1901班 李旺祥 2019010304 男 王勇

37 制药1902班 惠文静 2019010317 女 王勇

38 制药1901班 任梦楠 2019010285 女 魏少鹏

39 制药1901班 覃杰倩 2019010297 女 魏少鹏

40 制药1901班 李佳 2019010287 女 吴华

41 制药1901班 王显 2019010288 女 吴华

42 制药1901班 靳梦云 2019010286 女 徐功

43 制药1901班 李俊玲 2019010284 女 徐功

44 制药1901班 吴继鹏 2019010302 男 徐晖

45 制药1901班 张劲斌 2019010307 男 徐晖

46 制药1901班 潘晓宇 2019010292 女 闫合

47 制药1902班 张悦阳 2019010324 女 闫合

48 制药1901班 黄怡玮 2019010290 女 周欢

49 制药1901班 吴佳琪 2019010291 女 周欢

50 制药1902班 郭璇 2019010314 女 周一万

51 制药1902班 李佳 2019010316 女 周一万

52 制药1901班 刘俊豪 2019010301 男 祝传书

53 制药1902班 黄俊霖 2019010335 男 祝传书

54 制药1902班 付绍伟 2019010331 男 左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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