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2020年在职博士复试安排
学院 报考专业/导师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复试形式

基础医学院 所有专业 8月30日13:30 网络远程 网络远程复试

第一临床医学院

内科学（心血管病） 8月24日12: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心血管三病区会议室

现场复试

内科学（肾脏病） 8月25日12: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门诊5楼F区血透室会议室

内科学（消化系病） 8月25日16: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主病房楼（3号楼）6楼会议室

内科学（血液病） 8月24日15:00 待定，学科自行通知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8月24日14: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科楼（5号楼）2楼内分泌科学术报告厅

内科学（呼吸系病） 8月26日15: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主病房楼（3号楼）5楼呼吸科示教室

外科学（普外）-报考王学浩、张峰、李相
成的考生除外

8月24日14: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门诊8楼3号会议室

外科学（普外）-报考王学浩、张峰、李相

成的考生
8月24日16: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22楼一病区示教室

外科学（神外） 8月24日16: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15楼神经外科三病区会议室

外科学（胸心外） 8月25日15: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10楼一病区会议室

外科学（骨外） 8月26日9: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19楼骨科一病区示教室

外科学（泌尿外） 8月26日16: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18楼泌尿外科4病区示教室

妇产科学、儿科学 8月24日14:00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江东北路368号）2号楼8楼生殖实验室

急诊医学 8月25日 14: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门急诊大楼1楼急诊示教室

老年医学、麻醉学 8月24日14: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楼（10号楼）4楼会议室

临床检验诊断学 8月24日10: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门诊3楼6区检验学部会议室

皮肤病与性病学 8月24日12: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门诊5楼皮肤科病理室

神经病学 8月24日12:0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主病房楼（3号楼）8楼神经内科会议室

眼科学 8月26日13: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16楼眼科一病区示教室

肿瘤学 8月24日10: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12号楼）门诊8楼2-1会议室

公共卫生学院 所有专业 8月28日 具体安排学院自行通知 网络远程复试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附属明基医院各专业 8月25日13:00 明基医院C403

现场复试

附属眼科医院各专业 8月26日15:00 附属眼科医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附属妇产医院各专业 8月26日9:00 妇产医院2号楼416会议室

附属脑科医院各专业 8月25日13:00 南京脑科医院6号楼5楼605会议室

附属肿瘤医院各专业 8月27日14:30 附属肿瘤医院门诊六楼会议室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口内） 8月26日16:30 口腔医院11楼口内教研室

现场复试口腔医学（正畸） 8月27日10:30 口腔医院6楼示教室

口腔医学（修复、颌面外） 8月26日15:00 口腔医院11楼多媒体教室

第二临床医学院

内科学（呼吸系病、内分泌与代谢病、消
化系病）

8月24日14:30 南医大二附院姜家园院区全科医学楼 4楼教室

现场复试
外科学（胸心外、泌尿外）+神经病学+妇

产科学
8月24日15:00 南医大二附院姜家园院区全科医学楼 5楼教室

内科学（肾脏病） 8月25日9:00 南医大二附院萨家湾院区南区 17号楼4楼肾脏科实验室会议室

马克思主义学院 眼科学 8月26日14:00 南医大眼科医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现场复试

第三临床医学院
内科学+外科学+麻醉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8月25日14:00 本部门诊楼8楼2816会议室

现场复试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8月25日14:00 本部核医学科（5号楼）3楼会议室

康复医学院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8月25日14:00 网络远程 网络远程复试

儿科学院 儿科学 8月26日11:45 儿童医院河西院区 1号楼4楼1-3号会议室 现场复试

医学影像学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8月25日14:30 一附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1065会议室 现场复试

青岛临床医学院 神经病学 8月28日13:30 青岛市立医院东院区科教大楼一楼小会议室 现场复试

附属苏州医院 所有专业 8月27日14:00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门诊楼 6楼小会议室 现场复试

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儿科学+外科学（普外、神外） 8月25日14:30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图书馆二楼会议室 现场复试

鼓楼临床医学院

孙倍成 8月26日15:00 鼓楼医院8C教室

现场复试

管文贤 8月24日16:00 鼓楼医院9C教室

仇毓东 8月26日15:00 鼓楼医院8C教室

李晓强

8月25日13:30 鼓楼医院7C血管外科教室
乔彤

戴玉田

谭谦

徐标 8月25日17:00 鼓楼医院8A教室

顾小萍
8月24日15:30 鼓楼医院麻醉教研室

马正良

毕艳 8月24日13:30 鼓楼医院14C员工休息室

郭宏骞
8月24日15:00 鼓楼医院1号楼18楼小会议室

甘卫东

蒋青 8月26日14:00 鼓楼医院新大楼六楼编辑部

邱勇
8月28日9:00 鼓楼医院骨科10B会议室

朱泽章

冯学兵 8月27日10:00 鼓楼医院14B教室

钱晓萍
8月25日15:00 鼓楼医院13C教室

刘宝瑞

梁维邦
8月26日14:30 鼓楼医院12D教室

杭春华

周正扬 8月25日9:00 鼓楼医院医学影像科医生办公室 4号房间

虞文魁 8月26日10：30 鼓楼医院ICUA区教室

徐运 8月24日14:00 鼓楼医院神经内科 12B教室

王东进 8月24日15:00 鼓楼医院7A病区

高下 8月25日17:00 鼓楼医院11C教室

邹晓平 8月25日9:00 鼓楼医院内镜室

洪颖 8月26日17：00 鼓楼医院门诊四楼妇产科教室复试

胡云
8月24日10:00 鼓楼医院3号楼8楼教室

吴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

所有专业 8月30日8:3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新松江路650号）临床医学院301会议室 现场复试

上海松江临床医学
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 待定 待定，学院自行通知 现场复试

上海十院临床医学

院

内科学（消化系病）+外科学（普外、胸心

外）+妇产科学
8月28日8:00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医学科创中心第三会议室 现场复试

附属逸夫医院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肾脏病）+老年

医学
8月24日14:00 网络远程 网络远程复试

金陵临床医学院 所有专业 8月27日14:00 网络远程 网络远程复试

连云港临床医学院 肿瘤学+外科学（神外） 8月29日10:00 连云港市一院高新区院区 9号楼4楼会议室一 现场复试

上海东方临床医学
院

外科学（普外）+麻醉学+肿瘤学+神经病学 8月28日13:30 上海市东方医院陆家嘴院区 25楼第一会议室 现场复试

无锡临床医学院

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8月26日14:00 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F三楼学院会议室 现场复试

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眼科学 8月28日14:00 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D11会议室 现场复试

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外科学（普外） 8月28日15:00 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D11会议室 现场复试

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  外科学（普外） 8月27日15：00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优生优育遗传实验室会议室 （门诊7楼） 现场复试

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8月26日13:30 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第一会议室 现场复试

常州临床医学院
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外科学（普外、骨

外）
8月24日8:00 常州二院阳湖院区行政楼六楼会议室 现场复试

东南大学 所有专业 8月31日16:00 中大医院2号楼5楼501会议室 现场复试

徐州医科大学

内科学（传染病） 8月26日8:30 徐医附院东院感染性疾病 &肝病科三楼示教室 现场复试

神经病学 8月27日16:00 徐医大主校区主楼东 302基础医学院会议室 现场复试

麻醉学 8月27日10:00 徐医附院新病房大楼手术室麻醉科办公室 现场复试

外科学（骨外） 8月24日16:30 徐医附院新病房大楼八楼南示教室 现场复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