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院 2020 年研究生调剂各专业及方向复试学生名单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48 杨雪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1156 寇佩雯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1159 李奕衡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1161 马楠 1056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1171 马倩雯 1056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1172 魏瑶 1056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1177 孙术富 1056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 

 

  



 

 

  

编号 考生姓名 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49 孙咪咪 100800 中药学 中药炮制 

1168 梅书雅 105600 中药学 中药炮制 

1179 李雅娟 105600 中药学 中药炮制 

1169 毛茜 105600 中药学 中药炮制 

1178 苏萌 105600 中药学 中药炮制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50 樊朝阳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理 

1155 刘静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理 

1162 杨悦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理 

1176 贺燕玲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理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51 米宏英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1158 许凯歌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1165 高亚珍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1167 安玉叶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1175 任素娟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1174 叶世莉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1166 杨红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52 朱亚亚 1008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1153 张丹丹 1008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1157 郭建金 1008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1160 郑花婵 1056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1164 陈博 1056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1170 樊慧芳 1056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1173 赵亚臣 1056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10 张晓茹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1 黄正杰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2 夏明艳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3 贾坤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4 骞珊娜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5 岳永利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6 黄山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7 杨政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8 贺欢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19 李虹霞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0 何雅妮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1 巨世杰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3 张雁淼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4 岳义松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5 宁思明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6 叶世莉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1127 黎萍 100701 药学 药物化学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28 杨林 100703 药学 生药学 

1129 杨文倩 100703 药学 生药学 

1130 冯展 100703 药学 生药学 

1131 衡依然 100703 药学 生药学 

1132 姬海月 100703 药学 生药学 

1133 周莉 100703 药学 生药学 

 

  



 

 

编号 考生姓名 复试专业代码 复试学科 复试学科方向 

1135 赵培艺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36 陈悦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37 余沫汐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38 乔荣荣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39 吴冬芝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0 冯香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1 葛焕焕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2 刘小睿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3 冯东林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4 陈昌伦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5 程雯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6 王婷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1147 王钰莹 100706 药学 药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