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2021年博士研究生各学位点复试安排（更新中）
专业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5月14日（周五）上午08:30专业课考试
上午10: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C131-133室

李仲杰 0571-88208153 13819494779

2

细胞生物学

5月15日（周六）上午09:30 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713室

杨月红0571-88208257 13738136565

3

病原生物学/微生物学

5月10日（周一）上午08: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生物实验中心404室

林文龙 18868106193

生理学

5月5日（周三）上午08:00 专业课考试
上午10: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辅楼F001会议室

闫春兰 13588076176

4
生物物理学

5月5日（周三）上午08:00 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联系方式

学
院

序号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5月12日（周三）下午15:00专业课考试，
5月13日（周四）上午08: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811室

6

遗传所
遗传学/生物信息学

5月10日（周一）下午14:30专业课考试
5月11日（周二）上午09:3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生物实验中心五楼会议室

孙吉吉 15088687736

7

免疫学

5月6日（周四）上午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715室

陈建忠 13958164305

8

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神经生物学

5月11日（周二）上午09:30 专业课考试
中午12:00面试

笔试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715会议室
面试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715/716会议室

9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5月11日（周二）下午13:30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辅楼F003会议室

郑莉灵 18268067062

10

药理学

5月6日（周四）上午10:00 专业课考试
下午13:3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716室

刘祥瑞 15967155397

5月14日（周五）上午10: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30面试

笔试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辅楼F001会议室
面试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811室

运动医学

5月13日（周五）上午08:00

1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5月11日（周二）晚上18:30

13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5月11日（周二）上午08:30

14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5

卫生毒理学

16

大数据健康科学

17

18

大
学

江

11

谢灵丹0571-88208512 15088791722

接收调剂，调剂报名截止5月14日17:00

接收调剂，生化背景优先，调剂报名截止5月14日
中午12:00

接收调剂，调剂报名截止5月12日14:00

邱爽 13588413699

张明15268554876 , 0571-88981565

附属二院滨江院区中心楼14楼西区示教室

潘宗友 19857004757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辅楼F003会议室

盛静浩 18957865686

浙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

医

5

备注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C308会议室

金明娟 13867422270

5月13日（周四）下午13:00 专业课考试
下午14:00面试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C308会议室

杨菲 13666606287

5月11日（周二）上午08:30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1110会议室

袁长征 1732686029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5月8日（周六）上午09:30专业课考试
5月9日（周日）上午08:30面试

笔试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1017会议室
面试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917会议室

王赵琛 13466395384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5月11日（周二）上午0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4:30面试

附属一院城站院区（城站路58号）1号楼4楼会议室

吕海龙 13858007467

接收调剂，调剂报名截止5月12日中午12:00

接受调剂，调剂报名截止5月10日17:00

序号

专业

19

内科学（心血管病）

20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联系方式

5月12日（周三）上午08:00

附属二院7号楼1602会议室

内科学（传染病）

5月10日（周一）上午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一院6号楼A1909
面试地点:附属一院6号楼A1913

21

内科学（呼吸病）

5月4日（周二）中午12:30专业课考试
下午14:15面试

附属二院9号楼2201会议室

颜伏归 13757158676

22

内科学（消化病）

5月9日（周日）下午12:45专业课考试
下午14:3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邵逸夫医院2号楼2楼报告厅
面试地点:附属邵逸夫医院2号楼2楼第三会议室

方燕飞 13957110647

23

内科学（血液病）

5月11日（周二）上午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一院6号楼A座7楼医生办公室
面试地点：附属一院17号楼庆春厅

陈青骁 13735877342

24

内科学（肾脏病）

5月11日（周二）上午0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30面试

附属一院肾病中心6号楼B区6楼示教室

25

内科学（内分泌病）

5月5日（周三）上午0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30面试

附属邵逸夫医院4号楼11楼2号会议室

26

内科学（风湿病）

5月13日（周四）下午17:00

附属二院门诊9号楼2205会议室

27

外科学（普外）/移植医学

5月3日（周一）下午15:00专业课考试
5月4日（周二）上午08:3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一院教学科研中心5号楼6楼会议室（老浙大直
路17号）
面试地点:附属一院6号楼B区14楼会议室（庆春路79号）

28

外科学（骨外）/骨科学

5月11日（周二）上午10:00

附属二院滨江院区行政楼2楼第二会议室

笔试地点:附属一院教学科研中心5号楼6楼会议室（老浙大直
路17号）
面试地点:附属一院4号楼1楼会议室（庆春路79号）
笔试地点:附属二院6号楼3楼教室（91号电梯对面）
面试地点:附属二院国际保健中心1605会议室

30

外科学（神经外）

5月11日（周二）上午08:3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31

外科学（胸心外）

5月12日（周三）下午16: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8:30面试

32

外科学（整形外）

5月10日（周一）上午08:00

33

外科学（烧伤外）

5月10日（周一）下午13:30

34

妇产科学

35

学
院

医

大
学

外科学（泌外）

徐佳15700078153

江

29

5月12日（周三）下午14:00专业课考试
5月13日（周四）上午08:30面试

王亚萍 13805725837

附属一院6号楼A19楼1921会议室

浙

附属邵逸夫医院2号楼2楼党员之家

兰兰 13777830725

赵寒昕 13867498228
陈笑蟾 13506819722

翁小羽 15988123631

斯骋 15068197678
李江枫 13588022640

陈盛 13645814323

吴益和 18858164020；吕望13175051871
胡娴 13735805403

附属二院2号楼6楼烧伤科示教室

吴鹏程 13732256701

5月11日（周二）上午0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30面试

附属妇产科医院1号楼（行政楼）13楼

汪晓 0571-87924090

儿科学/儿外科学

5月11日（周二）上午9:00专业课考试
5月12日（周三）下午13:3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儿童医院住院部二楼第一报告厅
面试地点:附属儿童医院行政楼三楼小会议室

朱红 0571-86670072

36

眼科学

5月10日（周一）下午14:00专业课考试
5月11日（周二）下午13:30面试

附属二院眼科中心地下一层会议室

解佳隽 13735568858

37

肿瘤学/放射肿瘤学

5月9日（周日）上午9: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 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二院门诊9号楼21楼报告厅
面试地点:附属二院门诊9号楼22楼2201会议室

董琦 0571-87784501 13858050905

备注

序号

专业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联系方式

5月9日（周日）上午8:00专业课考试，
5月9日（周日）下午13:00 面试（不含核医
学）；
5月11日（周二）下午17:00面试（核医学）

笔试地点:附属二院门诊财通大厦2楼211教室
面试地点1:附属二院国际保健中心16楼1603会议室（不含核医
学）；
面试地点2:附属二院6号楼二楼大厅（核医学）

董怡萍 18267127607

王沈华 13958111636

38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影像学/核医学/超声医学

39

急诊医学

5月5日（周三）下午14:00

附属二院急诊中心二楼示教室（92号电梯斜对面）

40

神经病学

5月6日（周四）上午08:3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3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二院门诊大楼2201会议室
面试地点：附属二院门诊大楼2101室

田均 15967109923

皮肤病与性病学

5月11日（周二）上午（具体时间待定）专业课
附属二院门诊大楼2107室
考试
下午（具体时间待定）面试

42

临床检验诊断学

5月5日（周三）上午08:30

附属邵逸夫医院3号楼6楼检验科会议室

张嵘 13906535410

43

耳鼻咽喉科学

44

麻醉学

5月12日（周三）上午10: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3:00面试

附属二院急诊8号楼7楼麻醉科示教室

于静 13758159796

45

老年医学

5月12日（周三）下午14: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5:30面试

附属一院6B（老年病科）21楼会议室

46

全科医学

5月4日（周二）上午08:30专业课考试
上午09:30面试

附属一院17号楼2楼东面会议室

47

微创医学

5月6日（周四）中午12:00专业课考试
下午14:00面试

笔试地点：附属邵逸夫医院技能中心（秋涛北路50-52号）三
楼教室2
面试地点：附属邵逸夫医院技能中心三楼教室1

陆琛 13989477997

48

重症医学

5月4日（周二）上午08:00

附属一院总部一期（文一西路1367号）4楼麻醉科示教室

金悦 13456912018

49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基础医学

50

护理学

5月6日（周四）下午13:00

51

转化院

5月10日（周一）上午08:30专业课考试
上午10:00面试

大
学

医

学
院

41

周园 18969059989

张勤 13758264260
应美珂 18758192822

谌程 0571-56367276
13588144780

附属邵逸夫医院四号楼十一楼第二会议室

陈小杭 13957138903

江

附属口腔医院城西分院三楼大会议室

浙

5月13日（周四）上午09:30专业课考试
5月14日（周五）上午09:00面试

浙大华家池校区中心大楼南楼542会议室

附注:
1. 上述面试时间、地点以各学位点通知为准。
2. 具体地址:
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
浙大华家池校区: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268号
附属一院:杭州市庆春路79号；附属一院总部一期:杭州市文一西路1367号
附属二院:杭州市解放路88号；附属二院滨江院区: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511号
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市庆春东路3号
附属妇院:杭州市学士路2号
附属儿童医院: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3333号
附属口腔医院:杭州市延安路395号；附属口腔医院城西分院:杭州市西湖区萍水西街333号

备注

王梦瑶 15990037275

接受调剂，调剂报名截止5月12日中午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