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068001 刘君 江西省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

068002 邵强 江西省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03 丁成志 江西省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04 孙科 湖南省南县人民医院 ICU

068005 王颖 浙江省台州中心医院 急诊科

068007 李琦 河南省漯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08 杜鹃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10 杨飞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11 廖巧红 湖南省株洲市二医院 重症医学

068014 左继岩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15 邱彩菊 湖北省团风县人民医院 ICU

068016 石步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PICU

068017 吴方名 江西省赣县人民医院 ICU

068018 陈芳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19 龚颖超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20 唐娅群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21 李湘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22 朱俊岭 江苏省徐州市儿童医院 PICU

068023 徐鑫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8024 张光发 福建省将乐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25 石磊 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 综合ICU

068026 王加栋 湖南省长沙市第四医院 急诊ICU

068027 胡赛 湖南省长沙市第四医院 急诊科

068028 周秋根 江西省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29 张素蓉 四川省广元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30 张朝阳 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SICU

068031 杨华萍 江西省湘雅萍矿合作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32 尹波 江西省湘雅萍矿合作医院 急诊科

068033 冯莉萍 湖北省武汉亖洲心脏病医院 CCU

068034 易勇 江西省湘雅萍矿合作医院 急诊科

068035 张华忠 浙江省宁波市康复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036 方红龙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37 白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068038 潘家威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068039 黄钜明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068040 邓行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医院 ICU

068041 周志全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42 徐靖宇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43 李鹏飞 云南省官渡区人民医院 ICU

068044 肖鹏 江西省新余市中医院 ICU

068045 赖思敏 四川省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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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046 陈热花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 急救创伤中心

068048 谢中财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侨立中医院 ICU

068049 朱广兵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50 宋晓杰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重症

068051 吉滔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052 闫智杰 江西省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53 朱雪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054 周以明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068055 余忠技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 呼吸科

068056 项云如 江西省安福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57 魏静 广东省南山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068058 王芳 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068059 王利军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60 刘秘言 贵州医科大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61 吴相伟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 ICU

068062 张梅芹 江西省鹰潭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8063 夏芝辉 江西省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64 刘丽 贵州省黔西南州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65 卢桂阳 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66 周亮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

068067 王梅芳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呼吸内科

068068 徐颢 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69 韩康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70 杨腊梅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071 杨超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068072 王爱民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73 单悌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74 苏雨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神经外科

068075 杨飞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ICU

068076 赵晓芬 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 ICU

068077 许振琦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四医院 急诊科

068078 杨世炳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79 王新艳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监护室

068080 邓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81 范腾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

068082 陈旻 湖南省攸县人民医院 ICU

068083 邓超 广东省博罗县人民医院 外科ICU

068084 朱超银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85 潘龙飞 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8086 唐云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医院 重症医学

068087 鞠晓安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医院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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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088 张霞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部

068089 冯超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医院 ICU

068090 严晓阳 浙江省嘉兴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91 涂霞 湖北省华润武钢总医院 急诊科

068092 张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干部病房icu

068093 谷孝芝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068095 徐东克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儿科二病区

068096 张爱平 湖北省公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97 张胜明 江西省信丰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98 曹崇峰 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099 陈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 急诊科

068100 魏俊 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01 王松仁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8102 段新伟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03 陈景荷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05 梁文强 云南省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

068107 王军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8108 刘大海 湖南省湘潭县人民医院 ICU

068109 谢戍圆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 急救科

068110 林军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 急诊科

068111 贺琳 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ICU

068112 荆婧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068113 李梦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068114 马耀华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068115 李娟 山东省兖州区人民医院 ICU

068116 刘振 山东省兖州区人民医院 ICU

068117 刘照苗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医院 ICU科

068118 袁利群 江苏省苏州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外科ICU

068119 刘敏 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 内科监护室

068120 栾禹博 北京和睦家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21 吕艳琦 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 内科监护室

068123 樊晶慧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25 方蓉 云南省昆明市中医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068126 叶晖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27 罗裕锋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28 郑文军 湖北省郧西县中医医院 ICU

068129 徐迹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麻醉科

068131 陈毅飞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32 李沙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33 孙小鸽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34 麦志伟 广东省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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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135 徐光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急诊科

068136 赵娜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肾内科

068137 卢新宇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138 牛晓蓉 江西省南昌市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39 熊力娟 江西省南昌市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0 李君易 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中医院 ICU

068141 夏文翰 江西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2 何洪文 江西省万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3 黄翠兰 江西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4 李洪文 江西省宜春浙赣友好医院 重症医学

068145 陈涛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6 胡月鹏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7 郭洪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 急诊及重症监护

068148 彭保星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49 袁自清 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50 邓石长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51 徐世顺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52 吴宏 湖南省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53 邓雪生 江西省新建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54 黄炳林 江西省安远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155 黄义军 江西省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156 程新炎 江西省婺源县人民医院 ICU

068157 朱熠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ICU

068158 刘超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59 林斌 江西省赣州市立医院 重症监护科

068160 季惠丽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61 丰毅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162 向开旺 湖南省安仁县人民医院 ICU

068163 刘斌 江西省高安市中医院 内二科

068164 江晨光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068165 刘朝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66 张胜睿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68 饶宗霖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69 谢伟武 广东省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中心ICU

068170 张霞辉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71 王淼霞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 神经内科

068172 赵燊 福建省立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病房

068173 张凯宁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74 汪宁 湖南省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 ICU

068176 牛凡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068177 董立科 江西省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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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178 张敏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81 张小凤 江西省南昌三三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85 谢斌云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 急诊ICU

068187 陈静 湖北省武汉亖洲心脏病医院 CCU重症监护室

068190 戴春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91 章宏斌 江西省婺源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192 范秀英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068210 万有栋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ICU

068215 陈晓英 武汉亖洲心脏病医院 外科重症恢复室

068216 薛军 武汉亖洲心脏病医院 外科重症恢复室

068235 龚福祥 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068236 周芝文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 神经内科

068237 王晓丽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38 王玉佳 江西省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39 温敏勇 广东省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

068241 曹万斌 广东省中山市广济医院 ICU

068242 刘彦军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068243 区嘉玲 广东省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44 胡永标 江西省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068245 蓝晓东 江西省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068246 纪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急诊科

068247 李磊 湖北省武汉亖洲心脏病医院 CCU重症监护室

068248 葛成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068249 郭娇清 湖南省湘潭市第二人民 重症医学科

068250 李玉涛 湖北省浠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51 常志刚 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8252 胡冬 江西省南昌三三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53 夏志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4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

068254 王婷 广东省番禺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57 雷艳萍 湖南省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务科

068258 蒋淑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59 肖勋 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8260 黄应梦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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