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值班员 值班电话 值班地点 带班领导

1 7月19日 星期一 丁洛 2512 逸夫楼715D 周程

2 7月20日 星期二 丁洛 2512 逸夫楼715D 周程

3 7月21日 星期三 丁洛 2512 逸夫楼715D 周程

4 7月22日 星期四 白星月 2408 逸夫楼810 周程

5 7月23日 星期五 白星月 2408 逸夫楼810 韩巍

6 7月24日 星期六 — — — 韩巍

7 7月25日 星期日 — — — 韩巍

8 7月26日 星期一 孙小菲 5054 逸夫楼711 韩巍

9 7月27日 星期二 孙小菲 5054 逸夫楼711 韩巍

10 7月28日 星期三 姚靓 1832 逸夫楼630 韩巍

11 7月29日 星期四 姚靓 1832 逸夫楼630 韩巍

12 7月30日 星期五 吕红宇 2174 逸夫楼701 韩巍

13 7月31日 星期六 — — — 于新亮

14 8月1日 星期日 — — — 于新亮

15 8月2日 星期一 吕红宇 2174 逸夫楼701 于新亮

16 8月3日 星期二 肖艺能 15210599545 病理楼231 于新亮

17 8月4日 星期三 肖艺能 15210599545 病理楼231 于新亮

18 8月5日 星期四 唐琦 1244 逸夫楼613 于新亮

19 8月6日 星期五 唐琦 1244 逸夫楼613 于新亮

20 8月7日 星期六 — — — 王玥

21 8月8日 星期日 — — — 王玥

22 8月9日 星期一 谢虹 2672 逸夫楼713 王玥

23 8月10日 星期二 谢虹 2672 逸夫楼713 王玥

时 间

   医学人文学院 带值班计划表



序号 值班员 值班电话 值班地点 带班领导时 间

   医学人文学院 带值班计划表

24 8月11日 星期三 苏英 13366350736 逸夫楼701 王玥

25 8月12日 星期四 苏英 13366350736 逸夫楼701 韩英红

26 8月13日 星期五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韩英红

27 8月14日 星期六 — — — 韩英红

28 8月15日 星期日 — — — 韩英红

29 8月16日 星期一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韩英红

30 8月17日 星期二 甄娜 5334 逸夫楼715D 韩英红

31 8月18日 星期三 甄娜 5334 逸夫楼715D 王岳

32 8月19日 星期四 林琼轶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33 8月20日 星期五 林琼轶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34 8月21日 星期六 — — — 王岳

35 8月22日 星期日 — — — 王岳

36 8月23日 星期一 王心彤 5054 逸夫楼711 王岳

37 8月24日 星期二 王心彤 5054 逸夫楼711 郭莉萍

38 8月25日 星期三 黎润红 2512 715D 郭莉萍

39 8月26日 星期四 黎润红 2512 715D 郭莉萍

40 8月27日 星期五 黎润红 2512 715D 郭莉萍

41 8月28日 星期六 — — — 郭莉萍

42 8月29日 星期日 — — — 郭莉萍

轮休期间值班实行轮休作息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挂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