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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2-2023 学年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 

拟获奖研究生名单公示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2-2023学年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的初评工作已完

成，医学部奖励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对初评结果进行了审定，现将拟获奖研究生

名单在研究生院网站上进行公示，如有疑问可向研究生奖助办公室反映。 

 

研究生奖助办公室电话：82802829 

联系地址：医学部行政 1号楼 320 

联系人：刘老师 

                                       研究生奖助办公室 

                                      2022 年 10月 12日 

 

 

 

 

附件：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2-2023学年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拟推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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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2-2023 学年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 

拟推荐名单 

序号 学院 学生姓名 

1 基础医学院 富烨楠 

2 基础医学院 曾广易 

3 基础医学院 侯超 

4 基础医学院 任小雨 

5 基础医学院 李欣洁 

6 基础医学院 祝传达 

7 基础医学院 胡雨萌 

8 基础医学院 邝鸣 

9 基础医学院 喻桂辉 

10 基础医学院 杨瑞祥 

11 基础医学院 张航 

12 基础医学院 郭家宝 

13 基础医学院 毛祥娣 

14 基础医学院 宋亚荣 

15 基础医学院 杨璐梓 

16 基础医学院 汪雨嘉 

17 基础医学院 沙雪莹 

18 基础医学院 刘莉萍 

19 基础医学院 刘恒康 

20 基础医学院 张生华 

21 基础医学院 郑俊玮 

22 基础医学院 林晓 

23 药学院 包纯洁 

24 药学院 邢佰颖 

25 药学院 张梦 

26 药学院 张瑜 

27 药学院 刘思瑾 

28 药学院 赵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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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药学院 王椠 

30 药学院 申卫国 

31 药学院 张缘洁 

32 药学院 张子斌 

33 药学院 赵茜 

34 药学院 魏庆鹏 

35 药学院 程增瑞 

36 公卫学院 张文楼 

37 公卫学院 秦宸媛 

38 公卫学院 安航 

39 公卫学院 唐泽昱 

40 公卫学院 张海军 

41 公卫学院 杨若彤 

42 公卫学院 吕瑾莨 

43 公卫学院 池睿欣 

44 护理学院 孙月 

45 护理学院 黄秀秀 

46 医学人文学院 胡云天 

47 医学技术研究院 范玉琢 

48 医学技术研究院 杨楚峤 

49 第一临床医学院 陈凯 

50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于佳希 

51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幸子 

52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艺琪 

53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博 

54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琦琦 

55 第一临床医学院 曹奇 

56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想 

57 第一临床医学院 马玉帛 

58 第一临床医学院 朱振鹏 

59 第一临床医学院 吴宇财 

60 第二临床医学院 李依敏 

61 第二临床医学院 张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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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二临床医学院 高梦鸽 

63 第二临床医学院 杨振 

64 第二临床医学院 孙迪雅 

65 第二临床医学院 谷馨怡 

66 第二临床医学院 蔡景升 

67 第三临床医学院 闫文强 

68 第三临床医学院 刘芬婷 

69 第三临床医学院 范宝石 

70 第三临床医学院 向乾 

71 第三临床医学院 夏恺璘 

72 第三临床医学院 杨梦 

73 第三临床医学院 赵永昭 

74 第三临床医学院 林甲亮 

75 口腔医学院 张杰 

76 口腔医学院 蔡鑫嘉 

77 口腔医学院 陈凡凡 

78 口腔医学院 邓菁菁 

79 口腔医学院 王旭 

80 口腔医学院 李楠 

81 临床肿瘤学院 廖浩 

82 临床肿瘤学院 樊笑晗 

83 临床肿瘤学院 王昱骄 

84 临床肿瘤学院 孔祥星 

85 临床肿瘤学院 刘松 

86 临床肿瘤学院 白跃宗 

87 精神卫生研究所 苏思贞 

88 精神卫生研究所 赵国瑞 

89 精神卫生研究所 傅朝 

90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吴月光 

91 第五临床医学院 闫明静 

92 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医学院（西苑） 杨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