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莒县人民医院、莒县中医医院公开招聘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员（第一次）拟聘用人员名单 
2020年11月30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1 王晓华 女 潍坊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莒县人民医院 超声科

2 丁华 女 长沙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莒县人民医院 超声科

3 薛俊锋 男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莒县人民医院 超声科

4 聂恒磊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儿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儿科

5 周东杰 男 延边大学 耳鼻咽喉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耳鼻喉科

6 陈智新 男 青岛大学 内科学（风湿病） 莒县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

7 李成成 男 青岛大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莒县人民医院 公共卫生科

8 孙发堂 男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莒县人民医院 骨干医生

9 刘晨 男 苏州大学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骨七科

10 衣向阳 女 山东农业大学 艺术设计（环境、视觉传达设计） 莒县人民医院 基建科

11 刘丽君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内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12 宋志斌 男 齐齐哈尔医学院 临床药学 莒县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室

13  宋宜蕾 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药剂学 莒县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室

14 王文莹 女 潍坊医学院 麻醉学 莒县人民医院 麻醉科

15 孙浩 男 潍坊医学院 麻醉学 莒县人民医院 麻醉科

16 李芳 女 潍坊医学院 麻醉学 莒县人民医院 麻醉科

17 王晓敏 女 青岛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莒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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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美玲 女 大连医科大学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莒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19 李永健 男 青岛大学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普外科

20 王其昆 男 石河子大学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普外科

21 董安华 男 青岛大学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普外科

22 鞠跃伟 男 青岛大学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普外科

23 周润泽 男 青岛大学 神经病学 莒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4 王晓羽 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 莒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5 王丽豪 女 宁夏大学 神经病学 莒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6 房绍伟 男 潍坊医学院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7 刘光平 男 徐州医学院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8 陈长志 男 青岛大学 外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9 刘德玲 女 南京医科大学 内科学（肾脏病） 莒县人民医院 肾内一科

30 解学欣 女 青海大学 内科学（肾脏病） 莒县人民医院 肾内一科

31 于世勇 男 辽宁医学院 内科学（消化内科） 莒县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

32 于国丽 女 青岛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方向） 莒县人民医院 心内一科

33 杜世美 女 沈阳药科大学 药物化学 莒县人民医院 药学部

34 巩亭云 女 青岛科技大学 药物化学 莒县人民医院 药学部

35 曹云飞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 药剂学 莒县人民医院 药学部

36 管西玲 女 济宁医学院 医学检验 莒县人民医院 医学检验科

37 张晓宁 女 潍坊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莒县人民医院 医学检验科

38 陈国慧 女 济宁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莒县人民医院 医学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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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白著晓 男 石河子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莒县人民医院 医学检验科

40 邓文艳 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技术 莒县人民医院 医学影像科

41 张维东 男 齐鲁医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莒县人民医院 医学影像科

42 张彩霞 女 山东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莒县人民医院 营养科

43 李建锋 男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莒县人民医院 中药房

44 闫治中 男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 莒县人民医院 中医骨伤科

45 巩佃霞 女 潍坊医学院 肿瘤学 莒县人民医院 肿瘤科

46 徐振媛 女 徐州医学院 肿瘤学 莒县人民医院 肿瘤科

47 高睿哲 男 青岛大学 临床医学 莒县中医医院 病理科

48 宋海晨 男 中国石油大学 应用物理学 莒县中医医院 放疗科

49 边辛近 男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 莒县中医医院 骨三科

50 裴世其 男 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医（男科疾病中医外科临床研究） 莒县中医医院 男科

51 周东举 男 滨州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莒县中医医院 影像中心

52 王莲婕 女 湖北科技大学 医学影像学 莒县中医医院 影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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