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专业 时间 地点

麻醉学 4月25日16:00 江苏省人民医院2号楼二楼手术室

内科学（内分泌） 4月26日13:00 附属逸夫医院门诊四楼A407会议室

内科学（肾脏）（导师：高威、王宁宁） 4月26日14:30 江宁校区学海楼A113室

内科学（肾脏）（导师：朱进、邢昌赢） 4月25日16:30 江苏省人民医院三号楼7楼4教室

内科学（消化系病） 4月27日13:30 江宁校区学海楼B519室

神经病学 4月26日10:00 鼓楼医院12B教室

外科学（骨外） 4月26日17:30 江苏省人民医院新病房大楼19楼东示教室

肿瘤学（导师：周作民、唐金海） 4月26日11:00 江苏省人民医院老门诊楼17楼会议室

肿瘤学（导师：夏洪平、何侠） 4月25日13:00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二楼会议室

内科学（心血管） 4月24日14:0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11层心血管二病区示教室

内科学（肾脏） 4月25日14:30 江苏省人民医院3号楼7楼综合办公室

内科学（消化） 4月26日11:00 江苏省人民医院3号楼6楼消化科会议室

内科学（血液） 4月24日11:00 江苏省人民医院0号楼4楼血液科实验室流式房间

内科学（内分泌） 4月26日11:00 江苏省人民医院5号楼2楼学术报告厅

内科学（呼吸） 4月27日9:00 江苏省人民医院3号楼五楼呼吸科示教室

内科学（风湿） 4月26日12:15 江苏省人民医院3号楼12楼会议室

内科学（传染病） 4月24日9:00 南京二院3号楼4楼

外科学（普外） 4月25日15:00 江苏省人民医院2号楼一楼外科办公室

外科学（神外） 4月27日15:0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15楼神经外科三病区会议室

外科学（胸心外） 4月26日15:0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10楼一病区会议室

外科学（骨外） 4月26日17:3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骨科19楼东示教室

外科学（泌尿外） 4月25日16:3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18楼泌尿外科会议室

眼科学 4月26日8:3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眼科16楼一病区示教室

重症医学 4月27日10:00 江苏省人民医院10号楼老年ICU医生办公室

肿瘤学（导师：顾艳宏、殷咏梅） 4月28日8:30 江苏省人民医院3号楼10楼主任办公室

皮肤病与性病学 4月26日12:00 江苏省人民医院12号楼新大楼门诊5楼皮肤科会议室

老年医学 4月26日14:30 江苏省人民医院10号楼4楼会议室

妇产科学 4月26日15:30 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新大楼8楼示教室

肿瘤学（导师：孙新臣、刘永彪） 4月25日11:00 江苏省人民医院11号楼负一楼放疗科示教室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4月26日8:30 五台校区2号楼康复医学院229会议室

口腔医学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肿瘤学 4月26日11:00 江苏省人民医院老门诊楼17楼会议室

急诊医学 4月28日15:00 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楼示教室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附属脑科医院）

杨老师
18952007969

神经病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4月25日14:00 附属脑科医院3号楼5楼第三会议室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附属肿瘤医院）

项老师
13905173223

妇产科学 4月27日10:00 附属肿瘤医院门诊6楼圆桌会议室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附属眼科医院）

李老师
025-86677677

眼科学 4月26日12:00 附属眼科医院实验室三楼会议室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

李老师
15261486818

儿科学 4月25日12:30 附属儿童医院河西院区1号楼4楼2号会议室

基础医学院
夏老师

025-86869322

南京医科大学2018年在职医师攻读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安排

公共卫生学院
马老师

025-86868437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老师
葛老师

025-683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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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2018年在职医师攻读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安排

儿科学、妇产科学（导师：李萍）
笔试：4月24日8:15

面试：4月24日16:00
附属妇产医院2号楼416会议室

妇产科学（导师：沈嵘、贾雪梅）、外科学（普
外）

4月24日8:15 附属妇产医院2号楼416会议室

口腔颌面外科学（杜老师025-85031914） 4月26日15:00 江苏省口腔医院11楼口腔颌面外科学系

口腔内科学（刘老师025-85031910） 4月26日10:00 江苏省口腔医院11楼口腔内科学系

口腔修复学（冯老师025-85031913） 4月26日9:30 江苏省口腔医院11楼口腔修复学系

程老师18951762861 除内科学（肾脏）外其他考生 4月26日13:20 南医大第二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综合楼四楼临床技能中心教室

周老师13951861691 内科学（肾脏） 4月28日9:00 南医大二附院东院南区（中山北路309号）18号楼血透中心6楼会议室

肿瘤学（导师：曹秀峰） 4月26日11:00 南京市第一医院7号楼5楼示教室

内科学（内分泌） 4月26日12:00 南京市第一医院南院病房楼10楼办公室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4月26日14:00 南京市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会议室
外科学（普外） 4月26日14:00 南京市第一医院7号楼7楼普外科示教室

肿瘤学（导师：陈锦飞） 4月26日14:00 南京市第一医院8号楼7楼肿瘤内科示教室

麻醉学 4月26日14:00 南京市第一医院新门诊九楼会议二室
外科学（骨外） 4月26日16:00 南京市第一医院605骨科示教室

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程老师

18951762861
妇产科学 4月26日13:20 南医大第二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综合楼四楼临床技能中心教室

外科学（神外） 4月26日10:0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技能训练中心

肿瘤学 4月26日10:0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技能训练中心

青岛市市立医院
谭老师

13296483034
神经内科 4月27日14:00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科教大楼一楼小会议室

妇产科学 4月25日13:30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道前街26号）11号楼2楼西教室

麻醉学 4月25日13:30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道前街26号）11号楼2楼西教室

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陈老师15161798325 所有考生 4月26日10:00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9号行政楼4楼第四会议室

内科学（传染病） 4月26日11:00 鼓楼医院11B教室

内科学（风湿病） 4月26日14:00 鼓楼医院14B教室

内科学（呼吸系病） 4月26日11:00 鼓楼医院11B教室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4月28日14:00 鼓楼医院新大楼14C副主任办公室

内科学（消化系病） 4月25日18:00 鼓楼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内科学（心血管病） 4月25日8:30 鼓楼医院机关楼215教室

神经病学 4月26日12:00 鼓楼医院12A教室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导师：张冰） 4月26日15:00 鼓楼医院影像科会议室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导师：周正扬） 4月27日15:00 鼓楼医院医学影像科医生办公室4号房间

外科学（骨外） 4月26日8:30 鼓楼医院10B小会议室

外科学（泌尿外） 4月26日8:30 鼓楼医院1号楼18楼会议室

外科学（普外）（导师：仇毓东、孙倍成） 4月27日9:00 鼓楼医院9A教室

外科学（普外）（导师：乔彤、管文贤） 4月27日9:00 鼓楼医院9C教室

外科学（普外）（导师：江春平） 4月26日11:00 鼓楼医院9B教室

外科学（神外） 4月26日9:00 鼓楼医院神经外科12C病区教室

外科学（胸心外） 4月26日8:00 鼓楼医院7A教室

妇产科学 4月27日12:00 鼓楼医院北院1号楼二楼生殖中心研究室会议室

麻醉学 4月26日14:00 鼓楼医院麻醉科主任办公室

内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麻醉学 4月26日13:0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临床医学院301会议室

外科学、妇产科学、耳鼻咽喉科学 4月26日13:0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临床医学院108录播教室

鼓楼临床医学院
蔡老师

13621593143

陈老师
021-37798973

第二临床医学院

附属杭州医院
吕老师

0571-56007405

附属苏州医院
屈老师13913545870

陈老师0512-6236251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院
王老师

025-85031976

第三临床医学院 谢老师15366155654

第四临床医学院
（附属妇产医院）

刘老师
025-5222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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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2018年在职医师攻读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安排

所有考生 4月28日9:00英语文献翻译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九号楼4楼会议室

所有考生 4月28日9:30临床病例分析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九号楼4楼会议室

内科学、神经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4月28日13:30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六号楼301会议室

外科学 4月28日13:30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六号楼201会议室

附属逸夫医院 邵老师025-87115887 内科学（内分泌）、老年医学 4月26日13:00 附属逸夫医院门诊楼4楼A407会议室

神经病学

急诊医学

麻醉学 4月26日15:00 南京总医院外科楼2楼麻醉科医生办公室

内科学（呼吸）

皮肤病与性病学

外科学（神外）

妇产科学

外科学（胸心外）

眼科学

外科学（骨外）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4月26日14:30 南京总医院门诊5楼超声诊断科学习室

连云港临床医学院 刘老师18961322227 急诊医学 4月27日15:00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8号楼712会议室（连云港市海州区振华东路6号）

4月28日8:30-9:00英文翻译笔试 上海市浦东新区乳山路145号103教室

4月28日9:20-9:40临床技能考核 上海市浦东新区乳山路145号103教室

4月28日10:00 面试 上海市浦东新区乳山路145号104教室

无锡临床医学院 朱老师13358112171 所有考生 4月26日13:30 无锡市人民医院内F三楼学院会议室（无锡清扬路299号）

附属常州二院 李老师13584384854 外科学（骨外） 4月26日9:00 常州二院阳湖院区行政楼六楼会议室（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68号）

内科学（血液病） 4月26日11:30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病房大楼20楼北区示教室

神经病学 4月29日15:00 徐州医科大学主校区行政楼203会议室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4月29日14:00 徐州医科大学主校区行政楼203会议室

外科学（骨外） 4月29日9:00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病房大楼8楼南区示教室

外科学（神外） 4月28日14:00 徐州医科大学西校区生化楼3楼会议室

肿瘤学 4月29日9:00 徐州医科大学主校区行政楼203会议室

海南医学院 刘老师025-86869222 所有考生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东南大学 姚老师025-83272522 所有考生 4月26日14:00 详见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基一楼公告栏

4月26日15:00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傅老师

13916250220

金陵临床医学院
顾老师

13813960873

徐州医科大学
缪老师

0516-83262307

4月26日14:30 南京总医院内科楼5楼呼吸科学习室

备注：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地址：广州路300号；2号楼为外科楼、3号楼为主病房楼、4号楼为影像楼、8号楼为老年医学楼B楼（老楼）、10号楼为老年医学楼A楼（新楼）、12号楼为新门急诊病房综合楼（新大楼）。

          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地址：鼓楼区江东北路368号。

内科学

南京总医院外科楼17楼生殖中心办公室

上海东方临床医学院
王老师

15618926603

4月26日14:15 南京总医院外科楼14楼神经内科西区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