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省份 城市

078001 许伟宁 辽宁省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二科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02 舒姣洁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 外科ICU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05 吴海燕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泰安市

078006 杨丽莉 庄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08 张宏伟 黑龙江省绥化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 黑龙江省 绥化市

078009 刘国梁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一病房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10 魏丽平 辽宁省铁岭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一病房 辽宁省 沈阳市

078011 葛凤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急诊 辽宁省 沈阳市

078012 许昌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急诊科 辽宁省 沈阳市

078014 齐共健 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市儿童医院内九科 江苏省 徐州市

078016 郭向辉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唐山市

078018 刘启龙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SICU 河南省 郑州市

078020 李磊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CCU重症监护室 湖北省 武汉市

078022 张家丽 辽宁省大连市第二人 民医院 呼吸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23 朴光天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ICU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24 丁亚楠 辽宁省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辽宁省 沈阳市

078026 张祎超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一病房 辽宁省 大连市

078027 解安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第一五三

中心医院
急诊科 河南省 郑州市

078028 陈福胜 辽宁省大连庄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沈阳市

078031 乔文娟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医

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033 周志全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濮阳市

078035 邓瑞杨 贵州省黔西南州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78036 庄文国
黑龙江省七台河七煤医疗中心总

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

078037 刘玉宝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
ICU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078038 韩静 辽宁省昌图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铁岭市

078039 刘廸雄 湖南省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湖南省 郴州市

078041 郭凤山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北京市 市辖区

078043 练筱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四川省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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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044 张馨 吉林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吉林省 长春市

078045 兲成明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心内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046 宫紫阳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047 黄超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048 马哲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049 孙晓佳 吉林省肿瘤医院 ICU 吉林省 长春市

078050 赵忠赢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吉林省 四平市

078051 王永波
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呼吸内科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078052 高轶峰
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呼吸内科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078053 王旭茂 辽宁省彰武县中医医院 重症监护室 辽宁省 阜新市

078054 徐英 山东省蓬莱市人民医院 ICU 山东省 烟台市

078056 郭俊猛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吉林省 吉林市

078058 王钦清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先心病中心 湖北省 武汉市

078059 汤先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EICU 北京市 市辖区

078060 盛廹 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CICU 甘肃省 兰州市

078061 张立峰
内蒙古自治区平庄矿区集团总医

院
神经外科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078062 李珊珊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PICU 湖北省 武汉市

078063 王松奎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中医院 神经外科 山东省 滨州市

078064 张泽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外科 山东省 济南市

078065 王全玉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云南省 昆明市

078066 于海涛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

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078067 姜燕强 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ICU 河北省 邯郸市

078068 赵宝利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医院 ICU 河南省 焦作市

078070 段国华 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ICU 河北省 邯郸市

078071 张伟萍 河南省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河南省 三门峡市

078072 王芳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医院 急诊 江苏省 南京市

078073 马朝阳 河南省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郑州市

078074 王小雯 河南省郑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郑州市

078075 马丽琼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1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张家口市

078076 王安宁 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重症监护室 辽宁省 阜新市



考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省份 城市

078077 赵殿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科ICU 贵州省 贵阳市

078078 刘旭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079 陈钰 河南省信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信阳市

078081 鲍爽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神内重症监护室 辽宁省 沈阳市

078083 马婉蓉 上海市闸北区市北医院 重症监护室 上海市 市辖区

078084 吴佳 上海市闸北区市北医院 重症监护室 上海市 市辖区

078085 吴顺子 吉林省珲春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086 康华超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周口市

078087 张元元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周口市

078088 李志忠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德州市

078089 田黎 陕西省西安市北方医院 内分泌 陕西省 西安市

078090 杨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重症监护中心 北京市 市辖区

078091 张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EICU 北京市 市辖区

078092 许伟恒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保定市

078093 贾松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保定市

078095 金昭伶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儿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096 白晋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北京市 市辖区

078097 许悦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德州市

078098 张金才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山东省 德州市

078099 王雪秋 辽宁省盘锦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盘锦市

078100 吕艳超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保定市

078103 刘海超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北京市 市辖区

078104 刘淑玲 广东省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广东省 广州市

078105 林黄果 广东省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广东省 广州市

078106 孟佳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河南省 许昌市

078107 郭萍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河南省 许昌市

078108 孔勇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北京市 市辖区

078109 程涛 河南省商丘市中医院 icu 河南省 商丘市

078110 樊培志 河北省肃宁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河北省 沧州市

078114 张廸国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临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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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115 付静培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078116 许宏宇 黑龙江省鹤矿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鹤岗市

078117 唐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症医学科 重庆市 重庆市

078118 陈波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云南省 思茅地区

078119 刘忠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云南省 思茅地区

078120 吴婷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外科重症监护室 北京市 市辖区

078122 王元刚
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中心

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鸡西市

078123 陈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外重症监护 北京市 市辖区

078124 李月喜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南省 廹封市

078125 吴静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医院 内三科 河北省 石家庄市

078126 黄芝芹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78128 张静宇 山东铝业公司医院 ICU 山东省 淄博市

078130 李景龙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78131 张欣妹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四平市

078133 余毅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医院 内科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78134 宋珍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078135 胡采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78137 张悦萌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长春市

078138 徐赫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长春市

078139 陈慧敏 辽宁省金秋医院 老年医学科 辽宁省 沈阳市

078140 张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

结合医院
急诊医学科 上海市 市辖区

078141 郭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

结合医院
急诊医学科 上海市 市辖区

078142 解洪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143 冯凯 河北省华北理巟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唐山市

078144 高林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 河南省 郑州市

078145 李东蓉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江苏省 苏州市

078146 冯辉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147 杨廷敏 贵州医科大附属医院 急诊ICU 贵州省 贵阳市

078148 王思奇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150 赵惠娟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吉林省 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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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151 李福财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港口医院 重症监护室 河北省 秦皇岛市

078152 叱天福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078154 刘玮 福廸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福廸省 福州市

078157 修玉芳 辽宁省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麻醉科 辽宁省 大连市

078158 乔志飞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石家庄市

078159 范怀海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泰安市

078160 卢晋 天津医院 外科ICU 天津市 市辖区

078161 王志超 河北省肃宁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河北省 沧州市

078164 徐祖清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肾病学科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78165 邓宁宁
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078166 丁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078167 王会娟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张家口市

078168 贾明轩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急诊内科 北京市 市辖区

078169 俞森韬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医院 急诊ICU 浙江省 宁波市

078171 栾玲芹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保定市

078172 赵春利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173 张倩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174 范圣瑾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175 辛田田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陕西省 延安市

078178 田庆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医院 重症监护室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179 李玉玲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急诊 辽宁省 大连市

078180 何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医院 重症监护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181 叱晓奕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肝移植重症 河南省 郑州市

078182 王娜 天津天津市南廹医院 ICU 天津市 市辖区

078183 张广花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八医院 呼吸二科 山东省 泰安市

078184 王阔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河北省 保定市

078185 李翔 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安徽省 黄山市

078187 董哲 辽宁省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沈阳市

078188 王海利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河南省 郑州市

078189 吴桐 江苏省溧水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江苏省 南京市



考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省份 城市

078191 杨关官
辽宁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锦州市

078192 景尤彪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 贵阳市

078193 张靖国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078194 耿永芝 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河北省 承德市

078195 孙廸利 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河北省 承德市

078196 陈治国 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河北省 承德市

078197 李海玲 山西省太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太原市

078199 孙婷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滨州市

078200 巩传勇 天津市南廹医院 重症医学科 天津市 市辖区

078201 成平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山东省 滨州市

078203 张天军 吉林省柳河医院 ICU 吉林省 长春市

078204 刘力松 北京和睦家医院 心内科 北京市 市辖区

078205 谭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泰安市

078206 田焕焕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东省 滨州市

078209 施廸中 浙江萧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浙江省 杭州市

078211 冯婷婷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病科 江苏省 苏州市

078212 李景荣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内科/EICU 安徽省 合肥市

078213 张吉全 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黑龙江省 伊春市

078215 李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四川省 成都市

078217 张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

民医院
内一科 新疆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078218 王乙涵 沈阳军区总医院 神经内科 吉林省 长春市

078221 张利芝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078222 都冰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心内监护室 河南省 郑州市

078223 秦怡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湖北省 武汉市

078224 杨茜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湖北省 荆州市

078225 陆斌 江苏省海门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江苏省 南通市

078226 闫浩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

医院
重症医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078227 黄坤 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 重症医学中心 北京市 市辖区

078228 刘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呼吸科 辽宁省 沈阳市

078229 张启财 河北省滦县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河北省 唐山市



考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省份 城市

078230 孙雪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江苏省 苏州市

078231 王康宁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河南省 郑州市

078232 安丽丽 辽宁省营口廹发区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辽宁省 营口市

078233 李文雯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大连市

078234 孙美娜
辽宁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锦州市

078235 王宝权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锦州市

078236 赵娟 辽宁省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辽宁省 大连市

078237 周庆伟 辽宁省普兰店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大连市

078238 丁亚男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辽宁省 大连市

078239 吉尚静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辽宁省 大连市

078240 李可欣 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南区 综合内科 北京市 市辖区

078241 吕园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科 山东省 济南市

078242 杨拓耘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243 包通拉嘎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人民医

院
重症医学科 内蒙古自治区 关安盟

078244 王鑫昊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
普外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246 王立峰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078247 王志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248 张丹丹 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黑河市

078249 白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八病房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250 李宇欧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重症医学科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78251 徐媛媛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症部 天津市 市辖区

078252 张鑫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症 天津市 市辖区

078254 杜颖 吉林省通化矿业集团总医院 循环内科 吉林省 白山市

078255 何发明 河南省胸科医院 心外重症监护 河南省 郑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