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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南 大 学 教 务 处  
 

 

校机教„2018‟95 号 

                             

 

 
关于公布“东南大学 

第八届医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结果的通知 
 

各院系、学生会、学生科协：  

根据校机教【2018】50 号文，东南大学第八届医学生临

床技能竞赛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丁家桥校区东

南大学医学院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成功举行。来自东南大

学 10 个临床实习基地、2013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245 人全

部参加了比赛，根据竞赛章程，学生自由组队，A、B 两名选

手相互配合操作，经过两天激烈角逐，在各实习基地的 60 名

临床一线医生教官们组成的裁判团严谨评定下，共评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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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3 队，二等奖 9 队，三等奖 12 队。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示，

具体结果见附件。 

 

 

 

 

 

附件：“东南大学第八届医学生临床技能竞赛”获奖名单 

 

 

东南大学教务处 

东南大学医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组委会 

2018 年 6 月 22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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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南大学第八届医学生临床技能竞赛获奖名单 

 

获奖等级 学号 姓名 所属院系 专业 

一等奖 43213212 魏佩佩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一等奖 43213205 嵇婷婷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一等奖 43813108 胡心惠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7年制 

一等奖 43213117 陈文达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一等奖 43213416 祖娟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一等奖 43213401 潘誉丰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3432 查明明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1311 徐月红 临床医学院 432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113224 刘洋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二等奖 43A13230 王牧一 医学院 五年制临床医学 

二等奖 43813120 黄思佳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二等奖 43813121 陶金园 医学院 临床医学（拔尖人才创新试点班） 

二等奖 43813115 杨璨粼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3420 王慧泽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3112 杨楠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二等奖 43213526 李熠瑶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二等奖 43213210 朱慧敏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3209 任玲玉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二等奖 43213219 陈怡帆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二等奖 43213317 刘钰 医学院 临床 

二等奖 43213115 张娜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7年制 

二等奖 43213405 王艺锦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3511 姜靓婧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二等奖 43213412 秦鹏菲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 

三等奖 43813102 袁本银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三等奖 43213221 张玉霞 医学院 临床七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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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43213214 陈思雯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三等奖 43213213 孙雨露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三等奖 43213308 秦怡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304 张嫣然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三等奖 43213519 郝彤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三等奖 43213109 薛玉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305 黄莉棠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529 田家乐 医学院 七年制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218 查倩倩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三等奖 43213211 高洁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三等奖 43213311 薄祥薇 医学院 临床（本硕） 

三等奖 43213310 杨鑫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408 吴静叶 医学院 临床七年 

三等奖 43213507 高卓赟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三等奖 43213314 季璇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306 曹晨睿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421 史天一 医学院 临床医学（7年） 

三等奖 43213427 陆郅尚 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 

三等奖 43213125 武广焱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等奖 43213332 轩文彬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制） 

三等奖 43A13315 姜志君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 

三等奖 43A13317 付钰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东南大学医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组委会 

 

 

  

抄送：学生处、团委、档案馆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8 年 6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