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79001 曾勇华 上海市中冶医院 上海市

079002 柴泽宇 云南省红河州第四人民医院 云南省

079003 陈长江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004 崔荣娜 浙江省舟山医院定海院区 浙江省

079005 樊晓蕊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006 顾晓玲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07 郭云晨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08 韩大贺 江苏省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江苏省

079010 胡凯伦 浙江省台州医院 浙江省

079011 胡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市

079012 胡述浩 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省

079013 孔红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079014 李春普 江苏省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16 李晓雯 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

079017 李占霞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079018 林世荣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省

079021 马娟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079022 缪志军 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079024 王瑞娟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25 王生锋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079026 魏湘 浙江省湖州中心医院 浙江省

079027 吴俊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028 杨帆 江苏省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29 余彬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安福县人民医院 江西省

079030 张凤佳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31 张明慧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 云南省

079032 张月战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 江苏省

079033 章晖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034 周峰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省

079035 付妍 北京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

079036 康海波 河北省平山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079037 王慧 上海市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79038 赵鹏亮 北京市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北京市

079039 才丽娜 北京市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市

079040 丁方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079042 孟祥睿 北京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

079043 崔晓飞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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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044 范鹏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079045 王庆铭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46 郭瑞娟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江苏省

079047 王晓琪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79048 孙艳红 江苏省盱眙县中医院 江苏省

079049 王蕊 江苏省盱眙县中医院 江苏省

079050 隋明亮 江苏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 江苏省

079051 张巍 上海市利群医院 上海市

079052 范强 上海市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上海市

079053 周瑜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079054 邓晓隽 上海市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上海市

079055 秦忠豪 上海市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056 单锡峥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上海市

079058 周若雯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79059 江帆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上海市

079060 张中伟 上海市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061 陈刚 上海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063 李玉萍 上海市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

079065 王寅 江苏省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66 虞敏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067 裴文刚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68 是程成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69 万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070 万东军 江苏省金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71 孔媛 江苏省金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72 唐云 江苏省金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73 步涨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 江苏省

079075 李亮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076 朱然 江苏省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77 孙月雯 江苏省无锡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

079078 魏威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79 缪翠维 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省

079080 范柳柳 江苏省启东市中医院 江苏省

079081 佘丽萍 江苏省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江苏省

079083 曹志龙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84 穆菊香 江苏省江苏省南通市瑞慈医院 江苏省

079085 刘锋楼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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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086 黄春丽 江苏省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江苏省

079087 李海军 江苏省江苏省东海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88 韩肇丹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 江苏省

079089 孙中利 江苏省江苏省沭阳县中医院 江苏省

079090 程界山 江苏省江苏盛泽医院 江苏省

079091 周磊 江苏省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92 师刚 江苏省高邮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93 徐磊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94 殷旭勤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95 蒋素妹 江苏省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079096 丁霞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097 赵兆 江苏省沭阳县中医院 江苏省

079098 王坚 江苏省泗阳中医院 江苏省

079099 熊少青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100 童琦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79101 冯棋佳 浙江省临安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02 汪炜锋 浙江省临安市中医院 浙江省

079103 邵璐 浙江省浙江省宁波市第六医院 浙江省

079104 方顺金 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05 朱湘筠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079107 朱建丰 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08 陈兴祥 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079109 鲁丽利 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079110 蒋丹萍 浙江省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

079111 周晶亮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12 朱江 浙江省绍兴市中医院 浙江省

079113 胡妍婷 浙江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079114 姜金华 浙江省浙江衢州市柯城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15 董服波 浙江省玉环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16 张涛 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079117 徐杉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079118 许绍珍 安徽省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079119 张斌 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20 姚运海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079121 项龙 上海市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

079122 陈昕 安徽省海军安庆医院 安徽省

079123 朱戈 安徽省海军安庆医院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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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124 韦彪 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省

079125 肖文艳 安徽省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079126 马开香 江苏省南京市大厂医院 江苏省

079127 吕宝林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128 王保红 安徽省利辛县中医院 安徽省

079129 汝新伟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30 刘健明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31 张欣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32 陈小东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33 曹凤华 安徽省安徽省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34 马国栋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安徽省

079135 潘峰 安徽省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省

079136 赵习春 江苏省泗洪县分金亭医院 江苏省

079137 安志红 上海市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138 戴成才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079139 陈旭光 上海市上海市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市

079140 张涛 上海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141 夏世宏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79142 查玉涛 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143 黄超发 江苏省苏州九龙医院 江苏省

079144 陈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079145 郑建新 福建省长乐市医院 福建省

079146 王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

079148 叶汶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079149 夏国莲 浙江省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省

079150 陈佳丽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上海市

079151 周文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上海市

079152 童雄伟 江西省玉山县人民医院 江西省

079153 管子华 浙江省常山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154 肖娟清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 浙江省

079155 张堃 山东省章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79156 马吉立 山东省章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79157 赵林 山东省滕州市工人医院 山东省

079161 商建营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079163 谢洪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079164 李国法 浙江省诸暨市中医医院 浙江省

079165 李洁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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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166 朱智琦 河南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079167 刘彩霞 河南省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68 冯利霞 河南省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省

079169 王明强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079170 侯淑娅 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71 聂芳 上海市上海仁济医院 上海市

079172 李国吾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73 魏兴随 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74 刘冲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75 张清芳 河南省商丘市中医院 河南省

079176 段利伟 河南省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77 刘峰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79178 王智超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079179 刘霖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079180 李永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181 陈鹏 湖北省郧西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

079182 文海生 湖北省来凤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

079184 何达文 广东省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省

079185 郭泽彬 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广东省

079186 唐姗姗 重庆市重钢总医院 重庆市

079187 王念 重庆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市

079188 李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分院 四川省

079189 王茜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079191 钱萍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四川省

079192 张萍 上海市上海长海医院 上海市

079193 陈庆 重庆市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79194 唐光发 重庆市重庆市安佑医院 重庆市

079195 胡亮 四川省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079196 杜小超 四川省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079197 王国位 新疆自治区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新疆自治区

079198 肖武强 上海市利群医院 上海市

079199 周林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00 安小虎 中福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

079201 王洁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

079202 郭恩伟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上海市

079203 窦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

079204 李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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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205 张家裕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79206 王毅龙 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

079207 邵开金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79208 崔大明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09 钱洲棋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10 陈宋育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11 王柯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12 裘慧佳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13 曹响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14 金毅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医院 上海市

079215 曾涛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16 李辰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079217 张贇和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079218 单怡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市

079219 徐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

079221 邓现语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22 陈复美 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23 姜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079233 瞿晓英 上海市安泰医院 上海市

079234 孙金羊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江苏省

079235 谈玖婷 江苏省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239 肖烽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上海市

079240 叶玮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079243 赵琳 安徽省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246 盛柯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2医院 江苏省

079247 邹迪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248 朱烽烽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

079249 张凤娟 江苏省太仓市新安康复医院 江苏省

079250 孔铭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79251 赵华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江苏省

079252 戴飞飞 浙江省新华医院 浙江省

079253 张婷婷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079254 胡雪磊 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255 钟莉 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省

079256 盖磊 浙江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

079259 龚康宁 江苏省泰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

079260 马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民医院 宁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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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261 彭保星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医院 江西省

079262 范秀英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省

079263 张江涛 高阳县医院 河北省

079264 王钰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079265 高松 天津市汉沽医院 天津市

079266 丁作佳 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79270 胡晓蕾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 江苏省

079272 颜竞 江苏省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江苏省

079273 毛君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安徽省

079274 邹赛男 上海市同仁医院 上海市

079302 京亮 上海中冶医院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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