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1年公开招聘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复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姓名

1 kd01 特聘教师1 董景然

2 kd01 特聘教师1 王胜洁

3 kd02 特聘教师2  任关友

4 kd02 特聘教师2  黄昆

5 kd02 特聘教师2  顾金媛

6 kd02 特聘教师2 张建鹏

7 kd02 特聘教师2 孙慧敏

8 kd02 特聘教师2 高德南

9 kd02 特聘教师2 杨明利

10 kd02 特聘教师2 王其伟

11 kd02 特聘教师2 孙娜

12 kd02 特聘教师2 李亚娟

13 kd02 特聘教师2 李翠

14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李海宁

15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李园园

16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周露

17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宋冬

18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王维维

19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王萌

20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李丹丹

21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陈赛

22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刘畇

23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白莉

24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李冰艳

25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严孝强

26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李梓源

27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吴瑕

28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徐德智

29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倪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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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马珊珊

31 kd04 医药学科高校教师2   李洪雷

32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陈冬生

33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陈冬梅

34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刘家言

35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蒋志伟

36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屠晨坤

37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王冬敏

38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陈昕

39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王兵威

40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陈仓

41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裴丽丽

42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夏峰

43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武丹

44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陈琪

45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王雪宁

46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万丹丹

47 kd05 理工学科高校教师 仝文婷

48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胡文婷

49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张鹤

50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胡秋实

51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王凌飞

52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张艳

53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刘俊汝

54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仲伟波

55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陈晞维

56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乔婧

57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陶卫冬

58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彭献镇

59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王焕强

60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乔理

61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聂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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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付莉

63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颜炳国

64 kd06-1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1 陈丹丹

65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顾曼丽

66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谢坤

67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仇学

68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孙晓凯

69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李先帅

70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曹悦德

71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陈茗一

72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闫珮珮

73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韩仲硕

74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胡月

75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卞文

76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单树芝

77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陈衡毅

78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夏蕾

79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谷雨

80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颜海洋

81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付钰赛

82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邢娜

83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任园园

84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孙一文

85 kd06-2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1-2  房扬

86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赵新艳

87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张宁

88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马超

89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张文雷

90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钟慧

91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王腾

92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韩婷婷

93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江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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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马昌

95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丁小莉

96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吕芸竹

97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王鑫

98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徐璐璐

99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孟颖

100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赵梓旭

101 kd07 文史学科高校教师2 王津津

102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周婷婷

103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陆茹

104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马炳原

105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高丽

106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王远

107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韩小飞

108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王舒婧

109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谢啟发

110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黄异

111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丁加璐

112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朱蓉蓉

113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杨维静

114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王深造

115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金磊

116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李萌萌

117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陶嫄

118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李一鸣

119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董美淇

120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唐广胜

121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吴宏峰

122 kd08 医工学科高校教师    周静

123 kd09 专职辅导员  王美玲

124 kd09 专职辅导员  董芳

125 kd09 专职辅导员  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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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kd09 专职辅导员  董洁

127 kd09 专职辅导员  赵晨曦

128 kd09 专职辅导员  赵敏敏

129 kd09 专职辅导员  方惠娴

130 kd09 专职辅导员  卞辉

131 kd09 专职辅导员  潘彬

132 kd09 专职辅导员  杨光红

133 kd09 专职辅导员  樊洁阳

134 kd09 专职辅导员  孟瑀

135 kd09 专职辅导员  曹永恒

136 kd09 专职辅导员  张苗

137 kd09 专职辅导员  芮珏

138 kd09 专职辅导员  姚梦

139 kd09 专职辅导员  苏琴

140 kd09 专职辅导员  王枫

141 kd09 专职辅导员  管琪琪

142 kd09 专职辅导员  顾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