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安勇 定西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3000 甘肃省

边蓉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术后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曹红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内科 210000 江苏省

曾强 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 ICU 610200 四川省

曾媗妹 德化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500 福建省

柴珍峰 厦门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陈波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1 福建省

陈超伟 厦门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21 福建省

陈剑飞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1100 福建省

陈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325000 浙江省

陈琳 金华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000 浙江省

陈民立 厦门市第三医院(原:厦门市同安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病

房）
361100 福建省

陈圣泉 铅山县人民医院 ICU 334500 江西省

陈舒悦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内科 210000 江苏省

陈腾飞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3 福建省

陈卫春 启东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200 江苏省

陈旭侠 宁波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5000 浙江省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班(厦门)  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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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春 武汉市第十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7100 湖北省

陈艺津 漳浦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200 福建省

陈玉凤 福建省立医院 急诊科 350000 福建省

程坤 福州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350001 福建省

程珊妹 深圳龙城医院 ICU 518116 广东省

戴其和 瑞安市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325204 浙江省

单梦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邓石长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42300 江西省

邓香云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ICU 412200 湖南省

窦燕 解放军第175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樊益攀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范钊坤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18 浙江省

符方杰 桃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3400 湖南省

高清 厦门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21 福建省

高仪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0006 江西省

龚睿 厦门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巩魁文 商丘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6000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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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伟光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ICU 528000 广东省

郭炬 长沙楚元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410001 湖南省

郭姗 东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2100 浙江省

郭雪玲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4 福建省

郭艳霞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何宁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何雨菁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贺芙云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4 福建省

洪滢 福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4 福建省

胡丹 厦门市海沧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26 福建省

胡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30006 江西省

胡丽雅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000 广东省

胡群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50025 福建省

胡嗣钦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530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胡炜科 宁波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5000 浙江省

胡勇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ICU） 530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昌伟 泉州正骨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0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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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庆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530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鸣恋 泉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300 福建省

黄叔宝 漳浦县医院 ICU 363200 福建省

黄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1 福建省

黄贤锡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ICU 515041 广东省

黄玉环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 330006 江西省

黄志桃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湖南省结核病

防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1001 湖南省

季涛涛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医学部 417000 河南省

季旭清 金华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000 浙江省

江信达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350109 福建省

姜明春 浙江省平阳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401 浙江省

蒋兴 邵武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4000 福建省

金晓辉 宁波市第一医院 急诊病区 315000 浙江省

康钦 江西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330000 江西省

柯静 莆田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1100 福建省

孔铖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呼吸内科 322000 浙江省

赖晓勤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科 361004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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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丽琴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 福建省

黎星 江西省胸科医院/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0006 江西省

李昂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

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肾科 210000 江苏省

李才辉 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000 福建省

李丹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血液内科 150001 黑龙江省

李华伟 舞钢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462500 河南省

李剑伟 莆田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1100 福建省

李丽芝 厦门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李宁 武汉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61 湖北省

李庆 个旧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1000 云南省

李秋凤 龙海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 363100 福建省

李水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0004 福建省

李硕思 广东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1011 广东省

李文桂 惠安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100 福建省

李俞欣 慈利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7200 湖南省

梁雷蕾 泉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000 福建省

梁拯铭 将乐县医院 ICU 3533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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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斌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林峰 福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2 福建省

林金灿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林俊伟 惠州市惠阳区三和医院 重症监护室 516000 广东省

林荣华 晋江市安海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261 福建省

林生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外科重症医学科 264001 山东省

林雪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6 福建省

林宇东 莆田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1100 福建省

林玉霞 晋江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200 福建省

刘宝英 龙岩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4000 福建省

刘春 达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5000 四川省

刘青松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刘贤彬 宁德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2100 福建省

刘宇箫 福州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7 福建省

刘园园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内科 510000 山东省

刘运勇 武冈市人民医院 ICU 4224000 湖南省

柳逢春 南平市第二医院 ICU 3542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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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罗冬冬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43000 江西省

罗俊科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1100 江西省

罗宁 信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000 河南省

罗琴玲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湖南省结核病

防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1900 湖南省

罗维远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吕鹭萍 厦门市海沧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12 福建省

毛志发 鹰潭市人民医院 ICU 335000 江西省

蒙智森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400 广东省

潘雨婷 东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2100 浙江省

潘子阳 湘潭市中心医院 SICU 411100 湖南省

彭静 长沙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5 湖南省

钱玲珠 台州医院 ICU 317000 浙江省

秦宏勇 鹤峰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800 湖北省

丘宇慧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神经内科 516000 广东省

邱顺年 将乐县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3300 福建省

邱伟勇 义乌市中心医院 ICU 3220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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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冰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5041 广东省

任园园 厦门长庚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上官昌瑾 龙岩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6400 福建省

上官皇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 福建省

邵飞飞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8000 浙江省

邵金莲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 515041 广东省

申伟 解放军第一Ｏ一医院 神经外科 214000 江苏省

申文娟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1001 湖南省

舒畅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宋戈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71000 河南省

宋海建 浙江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急诊科 315000 浙江省

宋宗纬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

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肾脏科 210000 江苏省

苏文松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4100 福建省

孙慧源 烟台毓璜顶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4000 山东省

孙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孙友鹏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ICU 412200 湖南省

孙瑜婧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ICU 3611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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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鑫 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杭州空军医院 内科 310000 浙江省

檀清照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 361004 福建省

唐文婷 广东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0000 广东省

田学林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科 360106 福建省

童俊生 广东省中医院 芳村急诊科 510405 广东省

童岷奎 鹰潭市人民医院 ICU 335000 江西省

王功斌 宁德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2100 福建省

王国华 龙海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100 福建省

王海曼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0100 海南省

王金鹏 慈溪市第二人民医院（慈林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315 浙江省

王鹂 厦门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 361000 福建省

王萍萍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4 福建省

王仟陆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114 湖南省

王婷婷 厦门市第五医院 ICU 361101 福建省

王小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

院）/东方医院
急诊科 350001 福建省

王雅静 厦门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王月平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感染科 570000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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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乔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温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部 361003 福建省

吴彬彬 衢化集团公司职巟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4000 浙江省

吴桂松 晋江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200 福建省

吴铁军 浏阳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300 湖南省

吴怡逸 杭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吴云 安徽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ICU 230000 安徽省

肖立佳 武冈市人民医院 ICU 422400 湖南省

谢蓝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510405 广东省

谢敏 福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1 福建省

熊喜龙 邵武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4000 福建省

修亦斌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 361004 福建省

徐金贵 清河县中医院 急诊 054800 河北省

徐凌 湖州邦尔骨科医院 内科 313000 浙江省

徐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脑重症医学科 310009 浙江省

徐荣年 南陵县医院 重症监护室 241300 安徽省

徐炜捷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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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磊 浙江明州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徐志怀 环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5700 甘肃省

许东平 厦门长庚医院 呼吸内科 361000 福建省

许燕京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许盈庭 东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2100 浙江省

许玉香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科 361004 福建省

薛迎昌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颜凤英 龙海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100 福建省

杨春东 昌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8100 云南省

杨春燕 福建省厦门市第五医院 重症监护室 351101 福建省

杨东敏 文山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3000 云南省

杨耿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0004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杨璟锋 宁德市闽东医院 急诊科及EICU 355000 福建省

杨献良 商丘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6000 河南省

杨巡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呼吸内科 510120 四川省

杨玉娟 厦门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杨长友 武冈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22400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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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晖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ICU 330006 江西省

姚润伟 博罗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6100 广东省

叶欢乐 瑞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200 浙江省

叶嘉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

院）/东方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50025 福建省

叶莉萍 烟台毓璜顶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4000 山东省

叶权生 珠海市平沙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519055 广东省

叶志桥 厦门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9 福建省

易鑫 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心外科监护室 518112 广东省

殷雪莲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000 广东省

余娜 云南新昆华医院 急诊科 650300 云南省

余越洲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 急危重症科 315192 浙江省

詹军勇 龙岩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4000 福建省

张阿锦 厦门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0 福建省

张瀚心 乌海市中蒙医院 ICU 016000 内蒙古自治区

张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

院）/东方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50025 福建省

张丽 德州市妇幼保健所 重症医学科 510000 山东省

张孟鹤 浙江明州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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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芹 浙江省台州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7000 浙江省

张霞 金华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000 浙江省

张小蓉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张元侃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530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外科 250012 山东省

张远平 南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41400 江西省

张则东 古田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2200 福建省

赵淑芳 清流县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5300 福建省

赵小燕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科重症监护病房 361004 福建省

郑林泉 漳州市古雷港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217 福建省

郑雪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600 福建省

郑梓均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28415 广东省

钟志银 永安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6000 福建省

周加庭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3 福建省

周林锦 宁德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2100 福建省

周茜茜 厦门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101 福建省

周晓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50025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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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 解放军第175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朱茜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226361 江苏省

朱晓霞 东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2100 浙江省

庄靖翔 南靖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600 福建省

庄志雄 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40 浙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