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级五年制临床医学、国际标准试点班、英语留学生班第一轮通科实习安排表（时间：2014年 6月 16日——11月 30日；共 24周） 

1 W 2 W 3W 4W 5W 6W 7W 8W 9W 10W 11W 12W              周 
时                      次 

姓  名         间 6.16—6.22 6.23—6.29 6.30—7.6 7.7—7.13 7.14—7.20 7.21—7.27 7.28—8.3 8.4—8.10 8.11—8.17 8.18—8.24 8.25—8.31 9.1—9.7 

李雅婷、刘钰、肖军、于天元、王沚榕 1、贾佳、殷维、郭

琪格、蒋志达 2、刘斌亮#、李杨#、祖贝*、阿多提*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陈彦乔、佘磊、袁志青、彭雪宁、吴敏、吴卉萱、徐大为 2、

毛如雪#、王倩晨#、刘颖迪#、马丁*、易常鹏*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 

吴晗、李宇芳、罗梦蝶、胡鹿梅、陈舒悦 2、陈佩 2、蒋泽

楠、伍希 1、刘诗璇#、唐晓禹#、赛拉迪*、海珊*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张海燕、赵祝叶、覃皓程、胡佳惠、肖鼎 2、李靛青 2、王

中泰 1、王硕 1、彭亚妮#、刘汇泉#、夏瑞莎*、阿里*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索妮、马皓、姚丽华、李喆、刘博豪、李璇 

刘佳鹭、徐璐思、陈光霁#、任文彪#、罗兰*、莎迪欧* 
肝胆外科 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 

骨  科/脊柱外科 

（8月 28 日轮换科室） 

彭慧、王浩舟、孙俊艳、孙广毅、文璐、张美霞 

解邦柱、宋仰年#、刘忠越#、李浩#、凯瑞琳*、木克塔* 

骨  科/脊柱外科 

（6月 26 日轮换科室） 
肝胆外科 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 

高懿、罗天皓、张国超、夏梦、杨依兰 

刘贞明、范梓文#、胡慧钰#、迪婉妮*、阿布都* 
泌尿外科 

骨  科/脊柱外科 

（7月 17 日轮换科室） 
肝胆外科 胃肠外科 

郭殷杰、夏梦莹、刘典 2、刘杨霖 1、欧阳晨 1、伍盼 1 

刘丹、王祎楠#、冯艾薇#、候聪颖、阿优*、玛丽* 
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 

骨  科/脊柱外科 

（8月 7日轮换科室） 
肝胆外科 

李艳、董静、汪苇杭、谭硕、钞晓培#、凯萨琳*、娜娜* 

汤依旸 2、唐佳琪 2、曹鼎 2、梁莹莹 2、李逸宁 
妇 科 产 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乳甲外科 

蓝俊松、罗赞、李不言、李文逸、李晨#、可拉*、克瓦米* 

李毅斌 2、胡琼宜 2、文忞霓 2、李墨耘 2、陈泰莉 2 
产 科 妇 科 乳甲外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李思倩、李依涵、、刘理延#、汤永健#、帕费*、胡都* 

彭洲莹 2、欧阳青 2、王振华 2、彭旭蕾 2、张楚霞、肖英 
乳甲外科 门急诊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妇 科 产 科 

张淋芳、郭婷、金晶、丁翌#、李函玥#、法瑞德*、哈芙* 

夏行 2、周晓琳 2、、郑嫣妮 2、唐宇龙 2、石婧璇 
门急诊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乳甲外科 产 科 妇 科 

曹阳博、孙雪琼、张一玮#、华侯德*、乔斯芬*、范皖程 1 

王婷 1、刘露丹 1、康力旭 1、莫亚斯尔·热合木拉 
儿 科 传染科 肾病内科 门急诊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梁航、杨燕、郭飞翔、赵酉璐#、默德*、谭霞 

林施雨 1、康厚乐 1、肖潇 1、孙玄、李唯彦 1 
肾病内科 儿 科 传染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刘杨珺、刘潇潇、王思远#、周柔兮#、贝丽莎* 

李维彦 1、刘彤 1、宋永强 1、徐佳栋、蒋宇 1、陈诗莹 1 
传染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儿 科 肾病内科 

王昱雯、彭南昕、潘攀、周小婷#、占米尔*、龙楚姣 1 

康健梅 1、占宏鹏 1、肖宇 1、尚松、王和沪 1、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传染科 肾病内科 门急诊 儿 科 



 

13 W 14 W 15 W 16 W 17 W 18W 19W 20W 21W 22W 23W 24W              周 
时                         次 

姓  名         间 9.8—9.14 9.15—9.21 9.22—9.28 9.29—10.5 10.6-10.12 10.13-10.19 10.20-10.26 10.27-11.2 11.3-11.9 11.10-11.16 11.17-11.23 11.24-11.30 

刘钰、肖军、殷维、刘斌亮#、李杨#、祖贝*、阿多提* 

郭琪格、蒋志达 2、于天元、贾佳、李雅婷、王沚榕 1 
妇 科 产 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乳甲外科 

陈彦乔、佘磊、王倩晨#、刘颖迪#、马丁*、易常鹏* 

徐大为 2、毛如雪#、袁志青、彭雪宁、吴敏、吴卉萱 
产 科 妇 科 乳甲外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吴晗、罗梦蝶、刘诗璇#、唐晓禹#、赛拉迪*、海珊* 

陈舒悦 2、陈佩 2、蒋泽楠、伍希 1、李宇芳、胡鹿梅 
乳甲外科 门急诊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妇 科 产 科 

张海燕、赵祝叶、彭亚妮#、刘汇泉#、夏瑞莎*、阿里* 

肖鼎 2、李靛青 2、王中泰 1、王硕 1、覃皓程、胡佳惠 
门急诊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乳甲外科 产 科 妇 科 

索妮、马皓、陈光霁#、任文彪#、罗兰*、莎迪欧* 

姚丽华、李喆、刘博豪、李璇、刘佳鹭、徐璐思 
儿 科 传染科 肾病内科 门急诊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彭慧、王浩舟、孙俊艳、孙广毅、文璐、张美霞 

解邦柱、宋仰年#、刘忠越#、李浩#、凯瑞琳*、木克塔* 
肾病内科 儿 科 传染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高懿、罗天皓、张国超、夏梦、杨依兰 

范梓文#、胡慧钰#、刘贞明、迪婉妮*、阿布都* 
传染科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门急诊 儿 科 肾病内科 

郭殷杰、夏梦莹、刘杨霖 1、欧阳晨 1、伍盼 1、刘典 2 

候聪颖、刘丹、王祎楠#、冯艾薇#、阿优*、玛丽* 

心电图 

放射科 

放射科 

心电图 
传染科 肾病内科 门急诊 儿 科 

李艳、董静、汪苇杭、谭硕、李逸宁、汤依旸 2、唐佳琪 2、

曹鼎 2、钞晓培#、梁莹莹 2、凯萨琳*、娜娜*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蓝俊松、罗赞、李不言、李文逸、李毅斌 2、胡琼宜 2、文

忞霓 2、李晨#、李墨耘 2、陈泰莉 2、可拉*、克瓦米*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 

肖英、李思倩、李依涵、张楚霞、彭洲莹 2、欧阳青 2、王

振华 2、刘理延#、汤永健#、彭旭蕾 2、帕费*、胡都*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 

张淋芳、郭婷、石婧璇、金晶、夏行 2、周晓琳 2、丁翌#、

李函玥#、郑嫣妮 2、唐宇龙 2、法瑞德*、哈芙*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曹阳博、孙雪琼、张一玮#、华侯德*、乔斯芬*、范皖程 1 

王婷 1、刘露丹 1、康力旭 1、莫亚斯尔·热合木拉 
肝胆外科 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 

骨  科/脊柱外科 

（11 月 20 日轮换科室） 

梁航、杨燕、郭飞翔、、赵酉璐#、默德*、谭霞 

林施雨 1、康厚乐 1、肖潇 1、孙玄、李唯彦 1 

骨  科/脊柱外科 

（9 月 18 日轮换科室） 
肝胆外科 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 

刘杨珺、刘潇潇、蒋宇 1、王思远#、周柔兮#、、贝丽莎* 

李维彦 1、刘彤 1、宋永强 1、徐佳栋、陈诗莹 1 
泌尿外科 

骨  科/脊柱外科 

（10 月 9 日轮换科室） 
肝胆外科 胃肠外科 

王昱雯、潘攀、尚松、周小婷#、占米尔*、龙楚姣 1 

康健梅 1、占宏鹏 1、肖宇 1、彭南昕、王和沪 1 
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 

骨  科/脊柱外科 

（10 月 30 日轮换科室） 
肝胆外科 

备注：1、*为留学生英语班，其 7 月 14 日进病房。必须严格按照本表轮转安排进行实习，如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实习者须经教务部同意备案。 
2、班长：罗梦蝶 18874151045   组长：李雅婷 18711056264   解邦柱 18680393319 李思倩 18652511511      刘杨珺 14789858619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务部         2014 月 6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