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以下考生通过OSCE 进入复试第二阶段笔试，具体考场安排见表：
姓名 考生编号后四位 笔试考场

戴书敏 2986 康达楼K117 
孙立富 0255 康达楼K117 
梁文炎 0162 康达楼K117 
何悦 2525 康达楼K117 
秦康 3903 康达楼K117 

韩晓雅 1728 康达楼K117 
周欢 1645 康达楼K117 
卢玲 1665 康达楼K117 
王颖 0348 康达楼K117 
王诗 7819 康达楼K117 
徐峥 8210 康达楼K117 

韩立翔 4119 康达楼K117 
徐雀 2432 康达楼K117 
丁茹 1533 康达楼K117 

郭逸君 0492 康达楼K118
徐敏 2440 康达楼K118

谢安妮 1931 康达楼K118
魏倩倩 3558 康达楼K118
李永帅 2319 康达楼K118
高明明 0751 康达楼K118
夏卿 1767 康达楼K118

周羽西 0549 康达楼K118
殷亚东 0497 康达楼K118
肖江波 0912 康达楼K118
王利萍 3274 康达楼K118
温少迪 0078 康达楼K118
何康 1767 康达楼K118
杨露 1736 康达楼K118

孙强强 3743 康达楼K118
王子韬 0597 康达楼K120
徐芳芳 0205 康达楼K120
汪金玉 6325 康达楼K120
王妍 3049 康达楼K120
周静 2031 康达楼K120

殷霖霖 1431 康达楼K120
褚冬 3720 康达楼K120
范东 1745 康达楼K120

李水清 0685 康达楼K209
官华成 4609 康达楼K209
王浩然 1511 康达楼K209
徐竹南 3227 康达楼K209
周健 1768 康达楼K209

杨雪圆 6812 康达楼K209
皇灵俐 0189 康达楼K209
刘俊霞 1748 康达楼K209
阮佳佳 1898 康达楼K209
王云 2702 康达楼K209

饶倩倩 0579 康达楼K209
于慧智 6403 康达楼K209
宋新婷 0372 康达楼K209
季东 0460 康达楼K209



周翠华 0132 康达楼K209
王志昕 3501 康达楼K209
崔梦涵 3404 康达楼K209
王倩 0167 康达楼K209

高大玉 6401 康达楼K209
彭强 0166 康达楼K209
吴凡 0079 康达楼K209

韩文龙 3055 康达楼K209
贾真 1888 康达楼K209
汪超 2991 康达楼K209

杜佳月 0843 康达楼K209
汪婉玲 1304 康达楼K209
花思语 2454 康达楼K209
陈颖 0591 康达楼K209
黄婵 4131 康达楼K209

曾甫梅 1865 康达楼K209
姜玲 0612 康达楼K209

陆文静 0640 康达楼K215
朱奕名 0620 康达楼K215
袁雅 2357 康达楼K215

袁子钧 1760 康达楼K215
吴梦婷 2438 康达楼K215
梁飘 8560 康达楼K215

王慧芬 0354 康达楼K215
王银妃 0426 康达楼K215
李涵 1911 康达楼K215

朱贝贝 0678 康达楼K215
杨铭雯 3106 康达楼K215
徐靖宇 0575 康达楼K215
李松 9002 康达楼K215

陈一帆 2560 康达楼K215
韩泽宇 3329 康达楼K215
高静锋 6535 康达楼K215
林涛 2837 康达楼K215

姚智龙 0535 康达楼K215
吴应辉 0527 康达楼K215
王少杰 5897 康达楼K215
刘彩钊 0941 康达楼K215
刘少林 3058 康达楼K215
孙敬兰 3010 康达楼K215
成伟 2826 康达楼K215

戴禹德 0430 康达楼K215
徐云育 1591 康达楼K215
张星 0141 康达楼K215
张春 5117 康达楼K215
问馨 2076 康达楼K215

周芳如 2836 康达楼K215
张宜婧 1508 康达楼K215
殷文达 2372 康达楼K215
宋旭东 3354 康达楼K215
李欣 2988 康达楼K215

董星辰 0502 康达楼K215
刘磊 2128 康达楼K215
康怡 3522 康达楼K215



王天琦 6227 康达楼K217
李欣 0350 康达楼K217

陈明好 0339 康达楼K217
徐超龙 1748 康达楼K217
仲凯 0541 康达楼K217

庄再凯 2877 康达楼K217
牟海宁 0629 康达楼K217
陈银 0679 康达楼K217
黄蕾 0554 康达楼K217

周家伟 2556 康达楼K217
张铭瑞 3962 康达楼K217
殷瀚 3715 康达楼K217
戴琦 0544 康达楼K217

崔倩倩 0596 康达楼K217
魏晗 2760 康达楼K217

邹光琴 0253 康达楼K217
唐冰 1445 康达楼K217

徐银之 0531 康达楼K217
史少培 4196 康达楼K217
黄翰宇 1853 康达楼K217
王可驹 4173 康达楼K217
余明薇 3921 康达楼K217
陈烁 0274 康达楼K217
张欣 4084 康达楼K217
李帆 2075 康达楼K217
李艳 1929 康达楼K217

王梦婕 1912 康达楼K224
王慧霞 0956 康达楼K224
蒋晨杉 0509 康达楼K224
伍箴衡 9779 康达楼K224
吕健涛 2866 康达楼K224
周鹏 1517 康达楼K224

杨佳惠 0558 康达楼K224
龚学春 0508 康达楼K224
邓聪颖 1852 康达楼K224
孙鹏 3011 康达楼K224
杨娟 2935 康达楼K224

黄逸涛 1908 康达楼K224
周勇 0690 康达楼K224

谢骐骏 0791 康达楼K224
是潇涵 1753 康达楼K224
刘莉 0348 康达楼K224
黄谷 8067 康达楼K224
陈巧 4185 康达楼K224
周凯 3410 康达楼K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