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日期 周次 节次 课程 班级 见习基地 课程院系 教师

1 2019/2/27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2 2019/2/28 星期四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3 2019/3/2 星期六 上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4 2019/3/2 星期六 下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5 2019/3/3 星期日 上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6 2019/3/3 星期日 下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7 2019/3/5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8 2019/3/5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9 2019/3/6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8（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10 2019/3/6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11 2019/3/6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惠建荣

12 2019/3/6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3（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13 2019/3/6 星期三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4 2019/3/7 星期四 上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2（人数：50；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15 2019/3/7 星期四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16 2019/3/7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7 2019/3/8 星期五 上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8 2019/3/8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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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9/3/8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20 2019/3/8 星期五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杜旭

21 2019/3/11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22 2019/3/11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23 2019/3/12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24 2019/3/12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25 2019/3/13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5（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6 2019/3/13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6（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7 2019/3/13 星期三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28 2019/3/13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29 2019/3/13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惠建荣

30 2019/3/14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31 2019/3/7 星期四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32 2019/3/15 星期五 上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33 2019/3/15 星期五 上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4 2019/3/15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35 2019/3/15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116）（见习学时：12） 心理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6 2019/3/15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37 2019/3/15 星期五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杜旭

38 2019/3/15 星期五 下午 社区护理学（040047）（见习学时：4）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天王社区 护理学院 郭妍

39 2019/3/18 星期一 上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7（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40 2019/3/18 星期一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4（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41 2019/3/18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42 2019/3/18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43 2019/3/19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44 2019/3/19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45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46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47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48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49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变态心理学（100152）（见习学时：8） 心理1601（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杨维莉

50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51 2019/3/20 星期三 下午 医学影像学（150049）（见习学时：12）
临床实验1601（人数：3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张婉

52 2019/3/21 星期四 上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53 2019/3/21 星期四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54 2019/3/21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55 2019/3/22 星期五 上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56 2019/3/22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57 2019/3/22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58 2019/3/22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59 2019/3/22 星期五 下午 社区护理学（040047）（见习学时：4）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天王社区 护理学院 郭妍

60 2019/3/22 星期五 下午 临床康复学（060076）（见习学时：16） 康复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郑洁



61 2019/3/22 星期五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瑞

62 2019/3/23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4（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63 2019/3/25 星期一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惠建荣

64 2019/3/25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65 2019/3/25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66 2019/3/26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67 2019/3/26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68 2019/3/27 星期三 上午 妇幼营养与保健（100148）（见习学时：6）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泾阳县妇幼保健院 公共卫生学院 钱文文

69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

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70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惠建荣

71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实验1601（人数：5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援朝

72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临床医学概要（儿科）（140247）（见习学时：4） 检验1701（人数：55；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宋晓波

73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74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

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75 2019/3/27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76 2019/3/28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77 2019/3/16 星期四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78 2019/3/29 星期五 上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79 2019/3/29 星期五 下午 康复工程学（060028）（见习学时：4） 康复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海虹假肢中心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80 2019/3/29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81 2019/3/29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82 2019/3/29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83 2019/3/29 星期五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杜旭

84 2019/3/30 星期六 上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85 2019/3/30 星期六 下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86 2019/3/30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3（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87 2019/3/30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88 2019/3/30 星期六 上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89 2019/3/30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90 2019/3/31 星期日 上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91 2019/3/31 星期日 下午 放射肿瘤学（070129）（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92 2019/4/1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93 2019/4/1 星期一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94 2019/4/1 星期一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敏娟

95 2019/4/2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96 2019/4/2 星期二 下午 妇产科护理学（040008）（见习学时：1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姚洁

97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变态心理学（100152）（见习学时：8） 心理1601（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杨维莉

98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二）（050184）（见习学

时：8）
制工1601（人数：52；分组：）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院 张丽华

99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100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01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102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103 2019/4/3 星期三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惠毅

104 2019/4/4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05 2019/4/4 星期四 下午 临床医学概要（妇科）（140248）（见习学时：8） 检验1701（人数：55；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晶2

106 2019/4/4 星期四 下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07 2019/4/5 星期五 下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08 2019/4/6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郭新荣

109 2019/4/8 星期一 上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10 2019/4/8 星期一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111 2019/4/8 星期一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惠建荣

112 2019/4/9 星期二 下午 社区护理学（040047）（见习学时：4）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天王社区 护理学院 郭妍

113 2019/4/9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14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医学影像学（150049）（见习学时：12）
临床实验1601（人数：3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张婉

115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温病学（111422）（见习学时：4）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惠毅

116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17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二）（050184）（见习学

时：8）
制药1601（人数：53；分组：）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院 李瑾

118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二）（050184）（见习学

时：8）
制工1601（人数：52；分组：）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院 张丽华

119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120 2019/4/10 星期三 下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21 2019/4/11 星期四 上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122 2019/4/11 星期四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部环宇

123 2019/4/12 星期五 上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24 2019/4/12 星期五 上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25 2019/4/12 星期五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巩振东

126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27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128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129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130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郑旭锐

131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临床康复学（060076）（见习学时：16） 康复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郑洁

132 2019/4/12 星期五 下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33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134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国际1601（人数：44；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援朝

135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皮肤性病护理学（040053）（见习学时：4）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周鹏军护

136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内科学（二）（140252）（见习学时：8）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137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急救护理学（040086）（见习学时：4）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138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040087）（见习学时：8）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聂亚飞护

139 2019/4/13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郭新荣

140 2019/4/13 星期六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国际1601（人数：44；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141 2019/4/15 星期一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142 2019/4/16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43 2019/4/17 星期三 下午
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二）（050184）（见习学

时：8）
制药1601（人数：53；分组：）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院 李瑾

144 2019/4/17 星期三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145 2019/4/17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46 2019/4/18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47 2019/4/18 星期四 下午 临床医学概要（妇科）（140248）（见习学时：8） 检验1701（人数：55；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晶2

148 2019/4/20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149 2019/4/20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150 2019/4/20 星期六 上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牛晓梅

151 2019/4/22 星期一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152 2019/4/22 星期一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1（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柏鲁宁

153 2019/4/23 星期二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154 2019/4/23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1801（人数：53；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全建峰

155 2019/4/23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4（人数：52；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谭从娥

156 2019/4/23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57 2019/4/23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58 2019/4/23 星期二 下午 温病学（111422）（见习学时：4）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曹宁

159 2019/4/23 星期二 下午 妇幼营养与保健（100148）（见习学时：6）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悦长安（凤城八路天朗御湖北

门）
公共卫生学院 钱文文

160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温病学（111422）（见习学时：4）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礼凤

161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62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张卫涛

163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164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165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166 2019/4/24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167 2019/4/25 星期四 下午 临床医学概要（妇科）（140248）（见习学时：8） 检验1702（人数：55；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晶2

168 2019/4/25 星期四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部环宇

169 2019/4/26 星期五 上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70 2019/4/26 星期五 上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171 2019/4/26 星期五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172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核医学（150008）（见习学时：4）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贺朝

173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174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175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76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

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177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礼凤

178 2019/4/26 星期五 下午 临床康复学（060076）（见习学时：16） 康复1601（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郑洁

179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180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181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张卫涛

182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郭新荣

183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184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放射卫生学（070126）（见习学时：4）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185 2019/4/27 星期六 上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186 2019/4/27 星期六 下午 放射卫生学（070126）（见习学时：4）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187 2019/4/27 星期六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4（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任艳芸

188 2019/4/27 星期六 下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189 2019/4/28 星期日 上午 放射卫生学（070126）（见习学时：4）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190 2019/4/28 星期日 上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191 2019/4/28 星期日 下午 放射卫生学（070126）（见习学时：4）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魏鹏飞

192 2019/4/28 星期日 下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193 2019/4/29 星期一 下午 针灸治疗学(二)（060016）（见习学时：12）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惠建荣

194 2019/4/30 星期二 下午 社区护理学（040047）（见习学时：4）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天王社区 护理学院 郭妍

195 2019/4/30 星期二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卢丹丹

196 2019/5/2 星期四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197 2019/5/3 星期五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6（人数：51；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郁金

198 2019/5/3 星期五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199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200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201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成人护理学（二）（040033）（见习学时：26）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王萍丽

202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7（人数：51；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全建峰

203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8（人数：51；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闫颖

204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郑旭锐

205 2019/5/3 星期五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兴武

206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急救护理学（040086）（见习学时：4）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07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040087）（见习学时：8）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聂亚飞护



208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皮肤性病护理学（040053）（见习学时：4）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周鹏军护

209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老年病学（140243）（见习学时：4）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方永军

210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211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212 2019/5/4 星期六 上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213 2019/5/4 星期六 下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1（人数：2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214 2019/5/4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国际16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巩振东

215 2019/5/5 星期日 上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216 2019/5/5 星期日 下午 介入放射学（070128）（见习学时：8） 影像1502（人数：2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学技术学院 岳黎明技

217 2019/5/6 星期一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3（人数：52；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全建峰

218 2019/5/6 星期一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1（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柏鲁宁

219 2019/5/6 星期一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敏娟

220 2019/5/7 星期二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221 2019/5/7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西医1805（人数：50；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闫颖

222 2019/5/7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西医1806（人数：50；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邢文文

223 2019/5/7 星期二 上午 妇科学（140184）（见习学时：14） 影像1602（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翡

224 2019/5/7 星期二 下午 老年护理学（040043）（见习学时：4）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咸阳市老年大学（市政府对面） 护理学院 李晓伟

225 2019/5/7 星期二 下午 急诊学（140030）（见习学时：6） 影像1501（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226 2019/5/7 星期二 下午 温病学（111422）（见习学时：4）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曹宁

227 2019/5/7 星期二 下午 精神病学（100116）（见习学时：12） 心理1601（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228 2019/5/7 星期二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瑞



229 2019/5/7 星期二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柏鲁宁

230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王渊

231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32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传染病学（111498）（见习学时：12）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惠毅

233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医学影像学（150049）（见习学时：12）
临床实验1601（人数：3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张婉

234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235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236 2019/5/8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吴晓霞

237 2019/5/9 星期四 上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2（人数：50；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38 2019/5/9 星期四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239 2019/5/9 星期四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240 2019/5/9 星期四 下午 老年护理学（040043）（见习学时：4）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咸阳市老年大学（市政府对面） 护理学院 李晓伟

241 2019/5/9 星期四 下午 临床医学概要（儿科）（140247）（见习学时：4） 检验1702（人数：55；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宋晓波

242 2019/5/10 星期五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243 2019/5/10 星期五 下午 临床康复学（060076）（见习学时：16） 康复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郑洁

244 2019/5/10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245 2019/5/10 星期五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实验1601（人数：30；分

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郑旭锐

246 2019/5/10 星期五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兴武

247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急救护理学（040086）（见习学时：4）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48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040087）（见习学时：8）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聂亚飞护

249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50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王渊

251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皮肤性病护理学（040053）（见习学时：4）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周鹏军护

252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内科学（二）（140252）（见习学时：8）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253 2019/5/11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用峰

254 2019/5/11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援朝

255 2019/5/11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国际16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巩振东

256 2019/5/11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4（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257 2019/5/13 星期一 上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7（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58 2019/5/13 星期一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西医1801（人数：50；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谭从娥

259 2019/5/14 星期二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260 2019/5/14 星期二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3（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61 2019/5/14 星期二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262 2019/5/14 星期二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鹏光

263 2019/5/14 星期二 下午 老年护理学（040043）（见习学时：4） 护理1601（人数：46；分组：） 咸阳市老年大学（市政府对面） 护理学院 李晓伟

264 2019/5/14 星期二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曹宁

265 2019/5/14 星期二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2（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柏鲁宁

266 2019/5/15 星期三 上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敏娟

267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1（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68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传染病学（111412）（见习学时：8）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惠毅

269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诊断学（111637）（见习学时：8）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中铁二十局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郭建队

270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2（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71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王渊

272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8（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73 2019/5/15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3（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274 2019/5/16 星期四 上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瑞

275 2019/5/16 星期四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4（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76 2019/5/16 星期四 下午 老年护理学（040043）（见习学时：4）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咸阳市老年大学（市政府对面） 护理学院 李晓伟

277 2019/5/16 星期四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278 2019/5/16 星期四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柏鲁宁

279 2019/5/16 星期四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敏娟

280 2019/5/17 星期五 上午 食品工艺学（100167）（见习学时：8）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阎良区）
公共卫生学院 商晋

281 2019/5/17 星期五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西医1804（人数：50；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全建峰

282 2019/5/17 星期五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巩振东

283 2019/5/17 星期五 下午 诊断学（111623）（见习学时：4） 影像1702（人数：52；分组：） 中铁二十局医院 基础医学院 张淑珍

284 2019/5/17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285 2019/5/17 星期五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西医1803（人数：50；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闫颖

286 2019/5/17 星期五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西医1802（人数：50；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邢文文

287 2019/5/17 星期五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实验15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瑞

288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289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290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急救护理学（040086）（见习学时：4） 护理1604（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291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皮肤性病护理学（040053）（见习学时：4） 护理1602（人数：43；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周鹏军护



292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040087）（见习学时：8） 护理1603（人数：46；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聂亚飞护

293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郭新荣

294 2019/5/18 星期六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国际1801（人数：46；分

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郁金

295 2019/5/18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援朝

296 2019/5/18 星期六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实验1601（人数：50；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岳黎明

297 2019/5/18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5（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298 2019/5/20 星期一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1803（人数：52；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谭从娥

299 2019/5/20 星期一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武昌学

300 2019/5/20 星期一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敏娟

301 2019/5/21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1802（人数：53；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邢文文

302 2019/5/21 星期二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303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3（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304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305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老年病学（140243）（见习学时：4）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苗琦

306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鹏光

307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急诊学（140030）（见习学时：6） 影像1502（人数：54；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308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实验1601（人数：5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援朝

309 2019/5/21 星期二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武昌学

310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2（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311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1（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312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6（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313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言语治疗学（060095）（见习学时：8） 康复1701（人数：53；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陆健

314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中医1605（人数：49；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张兆星

315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诊断学（111637）（见习学时：8）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中铁二十局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郭建队

316 2019/5/22 星期三 下午 温病学（111422）（见习学时：4）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礼凤

317 2019/5/23 星期四 上午 环境卫生学（100100）（见习学时：4） 预防1502（人数：42；分组：） 咸阳西郊二水厂 公共卫生学院 白云峰

318 2019/5/23 星期四 上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4（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19 2019/5/23 星期四 上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瑞

320 2019/5/23 星期四 下午 诊断学（111639）（见习学时：4）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中铁二十局医院 基础医学院 方瑜

321 2019/5/23 星期四 下午 临床医学概要（妇科）（140248）（见习学时：8） 检验1702（人数：55；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晶2

322 2019/5/23 星期四 下午 中医临床护理学（040084）（见习学时：8） 护理1704（人数：50；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理学院 郭小兰

323 2019/5/23 星期四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24 2019/5/23 星期四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3（人数：50；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柏鲁宁

325 2019/5/23 星期四 下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1501（人数：50；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敏娟

326 2019/5/24 星期五 上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7（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27 2019/5/24 星期五 上午 环境卫生学（100100）（见习学时：4） 预防1501（人数：48；分组：） 咸阳西郊二水厂 公共卫生学院 白云峰

328 2019/5/24 星期五 上午 急症医学（140025）（实验学时：8）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瑞

329 2019/5/24 星期五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6（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巩振东

330 2019/5/24 星期五 上午 食品工艺学（100167）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陕西心特软食品公司 公共卫生学院 商晋

331 2019/5/24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3（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32 2019/5/24 星期五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333 2019/5/24 星期五 下午 皮肤性病学（150007）（见习学时：12）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韩佩佩



334 2019/5/24 星期五 下午 温病学（111422）（见习学时：4）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郑旭锐

335 2019/5/24 星期五 下午 诊断学（111623）（见习学时：4） 影像1701（人数：55；分组：） 中铁二十局医院 基础医学院 张淑珍

336 2019/5/24 星期五 下午 中医内科学（二）（140252）（实验学时：4）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337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王渊

338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张卫涛

339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内科学（二）（140249）（见习学时：8）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捷虹

340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3（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341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342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国际1601（人数：44；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援朝

343 2019/5/25 星期六 上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344 2019/5/25 星期六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国际16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巩振东

345 2019/5/27 星期一 上午 妇科学（140184）（见习学时：14） 影像1601（人数：57；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翡

346 2019/5/27 星期一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衍进

347 2019/5/27 星期一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实验16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惠建萍

348 2019/5/27 星期一 上午 GMP管理工程（050233）（见习学时：14） 药学1601（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学院制药厂 药学院 刘世军

349 2019/5/27 星期一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武昌学

350 2019/5/27 星期一 下午 中医内科学（二）（140249）（实验学时：4）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组：

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捷虹

351 2019/5/27 星期一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352 2019/5/28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2（人数：52；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邢文文

353 2019/5/28 星期二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354 2019/5/28 星期二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4（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355 2019/5/28 星期二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5（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356 2019/5/28 星期二 下午 外科学（140174）（实验学时：8） 针推1504（人数：51；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外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武昌学

357 2019/5/28 星期二 下午 传染病学（111498）（见习学时：12） 中医1601（人数：49；分组：） 西安市第八医院 基础医学院 部环宇

358 2019/5/29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张卫涛

359 2019/5/29 星期三 下午 妇科学（140184）（见习学时：14） 影像1601（人数：57；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翡

360 2019/5/29 星期三 下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郭新荣

361 2019/5/29 星期三 下午 康复医学（060050）（见习学时：8）
针推国际1501（人数：23；分

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赵颖倩

362 2019/5/29 星期三 下午 言语治疗学（060095）（见习学时：8） 康复1701（人数：53；分组：） 西安市工会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陆健

363 2019/5/29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5（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64 2019/5/30 星期四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2（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65 2019/5/31 星期五 上午 食品工艺学（100167）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西瑞面粉厂 公共卫生学院 商晋

366 2019/5/31 星期五 上午 GMP管理工程（050031）（见习学时：8） 制剂1601（人数：44；分组：2） 陕西中医学院制药厂 药学院 刘世军

367 2019/5/31 星期五 上午 GMP管理工程（050233）（见习学时：14） 药学1601（人数：51；分组：2）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分厂 药学院 刘世军

368 2019/5/31 星期五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吴晓霞

369 2019/5/31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6（人数：50；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370 2019/5/31 星期五 下午 GMP管理工程（050031）（见习学时：8） 制剂1601（人数：44；分组：2）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学院 刘世军

371 2019/5/31 星期五 下午 GMP管理工程（050233）（见习学时：14） 药学1601（人数：51；分组：2）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分厂 药学院 刘世军

372 2019/6/3 星期一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373 2019/6/4 星期二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374 2019/6/5 星期三 上午 食品工艺学（100167）（见习学时：8）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泾阳药树酱醋酿造厂 公共卫生学院 商晋

375 2019/6/6 星期四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376 2019/6/10 星期一 上午 中医内科学（二）（140249）（见习学时：8）
中医卓越1601（人数：40；分

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捷虹

377 2019/6/10 星期一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实验1601（人数：50；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岳黎明

378 2019/6/10 星期一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5（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379 2019/6/10 星期一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衍进

380 2019/6/10 星期一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3（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任艳芸

381 2019/6/10 星期一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4（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382 2019/6/11 星期二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实验16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惠建萍

383 2019/6/11 星期二 下午 妇科学（140184）（见习学时：14） 影像1601（人数：57；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翡

384 2019/6/11 星期二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3（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385 2019/6/11 星期二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386 2019/6/11 星期二 下午 食品工艺学（100168）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西瑞面粉厂 公共卫生学院 商晋

387 2019/6/12 星期三 下午 中医妇科学（140161）（见习学时：8） 针推1605（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肖新春

388 2019/6/12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5（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389 2019/6/12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吴晓霞

390 2019/6/12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用峰

391 2019/6/13 星期四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3（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392 2019/6/13 星期四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5（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任艳芸

393 2019/6/13 星期四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实验1601（人数：35；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惠建萍

394 2019/6/13 星期四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衍进

395 2019/6/13 星期四 下午 妇科学（140184）（见习学时：14） 影像1602（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翡

396 2019/6/13 星期四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397 2019/6/14 星期五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1（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衍进

398 2019/6/14 星期五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2（人数：4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东敏

399 2019/6/14 星期五 下午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一）（140140）（见习学时：16） 中西本1604（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许永攀

400 2019/6/17 星期一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实验1601（人数：50；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岳黎明

401 2019/6/17 星期一 下午 妇科学（140184）（见习学时：14） 影像1602（人数：58；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翡

402 2019/6/17 星期一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郑万利

403 2019/6/17 星期一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4（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404 2019/6/18 星期二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1（人数：50；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谭从娥

405 2019/6/18 星期二 下午 精神病学（100116）（见习学时：12） 心理1601（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406 2019/6/18 星期二 下午 公共营养学（100173）（见习学时：6） 营养1601（人数：52；分组：） 人人乐超市（世纪大道） 公共卫生学院 任晓梅

407 2019/6/18 星期二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衍进

408 2019/6/19 星期三 下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王渊

409 2019/6/19 星期三 下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1804（人数：52；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闫颖

410 2019/6/19 星期三 下午 精神病学（100084）（见习学时：12） 临床1608（人数：51；分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411 2019/6/19 星期三 下午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一）（140094）（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3（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吴晓霞

412 2019/6/19 星期三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2（人数：59；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苏衍进

413 2019/6/20 星期四 上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3（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414 2019/6/20 星期四 下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国际1601（人数：44；分组：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415 2019/6/21 星期五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中医1805（人数：52；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相东

416 2019/6/21 星期五 上午 内科学（140038）（实验学时：12）
针推国际1601（人数：44；分组：

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段玉红

417 2019/6/21 星期五 下午 精神病学（100193）（见习学时：4）
临床实验1601（人数：30；分

组：）
西安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卫生学院 张畬



418 2019/6/21 星期五 下午 中医内科学（140058）实验学时12 针推1605（人数：58；分组：2）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实

训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董盛

419 2019/6/22 星期六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1806（人数：52；分组：） 户县中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郁金

420 2019/6/22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1（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王渊

421 2019/6/22 星期六 上午 针灸学（060007）（见习学时：8） 中西本1606（人数：49；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郭新荣

422 2019/6/22 星期六 上午 中医诊断学（111517）（见习学时：4） 针推1805（人数：52；分组：） 礼泉精神病医院 基础医学院 王相东

423 2019/6/26 星期三 上午 针灸学（双语）（060045）（见习学时：4） 英语1501（人数：24；分组：）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学院 屈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