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级本科生转专业笔试的通知 

 

经过各学院转专业报名及审核工作，全校申请转专业情况汇总完毕，现通知

如下： 

一、参加考试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专业 拟转入专业 考场 

1 20180623023 包寅 法学（医药卫生） 中医学（五年制） 

良乡

教学

楼

542  

2 20180621024 陈淑萱 英语（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 

3 20180521114 成琳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4 20180622010 戴静怡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中医学（五年制） 

5 20180423019 韩千禧 药事管理 中医学（五年制） 

6 20180222061 邓倩 中药制药 中医学（五年制） 

7 20180221017 范雅祺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8 20180421042 费诗林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9 20180221072 弓航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10 20180421005 龚哲晰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11 20180222031 邓清月 中药制药 中医学（五年制） 

12 20180521092 苟嘉燕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13 20180423025 侯龙腾 药事管理 中医学（五年制） 

14 20180321027 胡译丹 针灸推拿学 中医学（五年制） 

15 20180221054 黄圣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16 20180421039 马亦晨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17 20180321036 李苏丹 针灸推拿学 中医学（五年制） 

18 20180221055 李新康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19 20180422033 李泽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中医学（五年制） 

20 20180221048 周易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21 20180621005 刘皓 英语（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 

22 20180223053 苏冰洁 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23 20180521049 刘慧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24 20180221068 刘婕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25 20180623028 刘星月 法学（医药卫生） 中医学（五年制） 

26 20160421051 路景顺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27 20180223047 石颖 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28 20180521111 唐铃泓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29 20180421035 王思宸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30 20180221130 徐瑀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31 20180521066 王思睿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32 20180421022 王鑫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33 20180221146 徐畅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34 20180622002 王一鸣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中医学（五年制） 

35 20180521001 韦丁元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36 20180622003 吴诗卿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中医学（五年制） 

37 20180221117 向铃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38 20180422009 徐洁懿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中医学（五年制） 

39 20180221134 徐冉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40 20180521147 徐芷璇 护理学（一本） 中医学（五年制） 
 

 

 

41 20180221069 杨严凯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42 20180623022 殷源 法学（医药卫生） 中医学（五年制） 

43 20180421040 余意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44 20180221026 周越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良乡

教学

楼

524 

45 20180621021 张书东 英语（医学） 中医学（五年制） 

46 20180421045 张鑫雨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中医学（五年制） 

47 20180221135 张煜皓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48 20180223058 周义翔 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49 20180221119 朱瑞 中药学 中医学（五年制） 

50 20180222090  藏晨晨 中药制药 中药学 

51 20180621026 徐文翀 英语（医学） 中药学 

52 20180222035 耿艺菲 中药制药 中药学 

53 20180423024 赵雪辰 药事管理 中药学 

54 20180521141 李天晨 护理学（一本） 药学 

55 20180423005 胡皓钰 药事管理 药学 

56 20180521096 罗淇 护理学（一本） 康复治疗学 

57 20180521135 杨敬涵 护理学（一本） 康复治疗学 

58 20180521022 郭张慧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良乡

校区

教学

楼  

538 

59 20180521129 王紫砚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60 20180421041 曹桑蔚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针灸推拿学 

61 20180521127 孙凡舒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62 20180521074 李佳璇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63 20180322009 池雯欣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64 20180521130 高艺菡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65 20180521122 张志宏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66 20180322050 褚洪川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67 20180521071 甘玉梅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68 20180322023 何兴淼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69 20180521151 蒋心悦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0 20180521058 穆晗思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1 20180622028 贺芳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针灸推拿学 

72 20180521107 李敏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3 20180521132 夏如欣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4 20180322056 李娅妮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75 20180521069 李志珍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6 20180521146 刘晶晶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7 20180423028 刘雅馨 药事管理 针灸推拿学 

78 20180521035 刘黎玲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79 20180521018 刘小凤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0 20180322026 雒紫寓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81 20180521123 门傲雪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2 20180521124 宋健屏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3 20180221124 王湘鹏 中药学 针灸推拿学 

84 20180521055 田宜卉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5 20180521020 郑舒尹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6 20180421025 王馨唯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卫生事业） 针灸推拿学 

87 20180521029 孙嘉璇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8 20180521091 史绪章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89 20180322033 王燕霖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90 20180521043 姚由美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91 20180521088 游海悦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92 20180621019 曾欣 英语（医学） 针灸推拿学 

93 20180521095 张盟舸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94 20180521052 周楠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95 20180423023 周仪昭 药事管理 针灸推拿学 

96 20180521046 朱新宇 护理学（一本） 针灸推拿学 

 

 

二、笔试考试安排 

拟转入专业 
报考

人数 
8：30 - 10：10 10:30 - 12:10 13:30 - 15:10 考试地点 

中医学 

（五年制） 
49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中药学 

良乡校区 

教学楼 542 

良乡校区 

教学楼 524 

中药学 4 中医学基础 无机化学 中药学 

良乡校区 

教学楼 524 
药学 2 统计学基础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康复治疗学 2 康复医学概论 人体发育学 正常人体解剖 

针灸推拿学 39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正常人体解剖 
良乡校区 

教学楼 538 

 

地点：良乡校区教学楼，具体地点安排见上表，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时间：2019 年 8 月 29 日（周四），具体时间见上表。 

要求：参加考试的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及身份证提前 15分钟到达考场。 

请各位同学认真复习，做好考前准备，严格依照上表按时参加考试。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19年 7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