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069001 彭干成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MICU

069002 田春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03 万林 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004 陈建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05 任金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06 李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07 赵纪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ICU

069008 王家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0 雷蕊 云南省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1 罗涛 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集团总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012 郭晓燕 四川省大邑县人民医院 ICU

069013 李晓露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4 张艾林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5 黄勇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016 罗正文 云南省景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7 李存贵 云南省景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8 任建奇 贵州省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069019 汪红霞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020 王荣飞 广东省中医院 脑病一科

069021 姚宣 重庆市北部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22 屠海霞 北京丰台史安门医院 烧伡整形科

069023 赵敏 广东省中医院 神经科

069024 梁丽俊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感染科

069025 张玉顺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26 夏洪波 重庆市九龙坡区重庆安佑医院 内科

069027 冉国敬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28 何定红 贵州省金沙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29 曹琴 四川省绵阳市四0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30 徐广会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069031 张玉君 北京丰台史安门医院 烧伡整形科

069032 赵怡山 重庆西南铝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33 曹曦 四川省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034 毛晓琴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35 张苏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069036 罗春燕 四川省安岳县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37 何正琼 四川省核巟业416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38 刘卫 重庆西南铝医院 ICU

069039 李多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40 胡彧 四川省叙永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41 陈志强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042 陈欢 四川省核巟业四一六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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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043 吴翠萍 四川省射洪县中医院 急诊科

069044 罗锐 四川省安岳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45 李鹏宇 四川省眉山市中医医院 神经内科

069046 王益梅 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医院 ICU

069047 龚显田 四川省眉山市中医医院 心内科

069048 张珂 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监护室

069049 钟银霞 四川省内江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0 刘正清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2 刘捷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3 杨勤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4 刘跃东 云南省会泽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5 蔡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6 何剑波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7 冷阳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8 王哲 河南省睢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59 谭虎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60 张秋红 重庆市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61 王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62 龚巡巡 重庆市中医院 道门口院部急诊ICU

069063 康翔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64 许珊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65 谢富连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 ICU

069066 卫芳征 河南省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67 朱德山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 ICU

069068 宋巡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069 杜贵鹏 四川省核巟业四一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0 肖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1 范璐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072 伍正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3 杜伟 贵州省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4 田宏霞 贵州省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5 俸娜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076 张永平 贵州省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8 林森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79 汪定山 贵州省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ICU

069080 姜丽 贵州省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妇产科

069081 谭刚 重庆市沙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082 吴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83 张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084 斲斌 四川省什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85 唐能华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069086 张德全 重庆西南铝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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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087 甘平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总队医院 呼吸内科

069088 黄体娟 四川省达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089 沈黎明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90 潘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4医院 呼吸内科

069091 王薛洁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069092 张舒民 四川省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93 胡林虎 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94 何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神经内科

069095 陈晓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096 黄强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柳州市巟人医院 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069097 杨俊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急诊科

069098 刘述平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医院 ICU

069099 刘晓春 重庆市武隆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00 李尹凤 重庆市北碚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01 邱晓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02 陈琳 四川省人民医院 内科ICU

069103 王铭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104 刘峰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05 程绪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4医院 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069107 李海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4医院 呼吸科

069108 黄强 四川省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069109 邓彬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4医院 呼吸科

069110 陈再云 甘肃省平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11 宋玮玮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12 姚昂 河南省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13 霍锐 重庆市中医院 ICU

069114 刘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15 纪娟 重庆市垫江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16 马霞 重庆市铜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17 田铸 重庆市西南医院 急救部

069118 孙兴军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19 李春艳 重庆市璧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20 彭川 重庆市开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21 张其萍 贵州省平坝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22 杜传琼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23 李玉姬 湖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069124 唐红军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25 周旭 贵州省毕节市急救救援中心 急诊科

069126 张璐璐 湖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069127 张维勇 重庆市巫山县中医院 内二科

069128 唐进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29 周兆丰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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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130 罗绍友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32 潘巡瑜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33 甘国音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34 庭蓉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35 詹彧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36 宋柳志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37 李慧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38 薛子毅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39 汪冬梅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40 冉枭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41 邓常青 重庆市重钢总医院 急诊

069142 陈冬玲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内二科

069143 徐强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44 黄渊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巟人医院 重症科

069145 饶建 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46 张关禹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147 田园园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48 曾婧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49 张贵良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

069150 娄川东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ICU

069151 韦刚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人民医院 ICU

069152 杜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3 刘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4 王柏林 重庆市彭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5 何婕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6 张耀榕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7 陈钇然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8 张凤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59 巠新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呼吸内科

069160 杨茂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61 骆昌云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162 刘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63 欤晏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肝胆外科

069164 张恩俊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内科

069165 陈宁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66 黄云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67 李海燕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内科

069168 王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69 徐娟 重庆三博长安医院 ICU

069170 汤荣林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内科

069171 曾得桃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72 彭进 贵州省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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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173 徐媛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

069174 彭礼波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75 王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外科ICU

069176 黄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77 张伟 河南省三门峡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78 蒋杰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79 王鸿 重庆市东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80 吴鹏呈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

069181 罗大林 重庆市东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82 王熠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ICU

069183 邹健金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 ICU

069184 廖舒 四川省成都核巟业416医院 ICU

069185 曾坤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86 吴艳 四川省攀枝花中西结合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87 覃鸿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88 唐娜 贵州省遵义县人民医院 胸心外科

069189 敖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069190 程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EICU

069191 王戍 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管理局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93 王列 四川省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069195 谢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救部

069196 孙凡琳 四川省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197 商连春 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 急诊科

069198 肖静 湖南省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科

069199 祝雨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00 余雪梅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01 蓝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总队医院 呼吸

069202 张辰慧 四川省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203 甘元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 ICU

069204 苗丹丹 河北省献县中医医院 内科

069205 赵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06 曾秀蓉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07 右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08 右俊峰 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icu

069209 熊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10 斱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11 宁琳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桥医院 消化科

069212 王沛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14 杨易 重庆市潼南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15 杜煦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16 熊岗 湖北省亚心七医院 ICU

069217 耿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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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219 莫建 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 急诊科

069220 梁锡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三医院 急诊科

069221 严婷 四川省仁寿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222 吴薇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医院 ICU

069224 李三鲁 云南省建水县中医医院 急诊科

069226 王一飞 云南省砚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227 邹博 云南省砚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228 冯静 云南省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229 卓慧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34 王碧成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069239 邢承智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069242 邹帅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43 代永龙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244 龚国彪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245 黄伟 四川省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248 李玮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重症监护病房

069249 刘国跃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069250 张志宏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医院 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069251 李小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069252 张雪梅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74 张新望 陕西省西安市红会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76 刘坤桦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77 赵姣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79 黎鹏武 四川省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80 佘安俊 贵州航天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81 李世强 贵州省黔南州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82 赵建荣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MICU

069284 齐文勇 河南省郑州仁济创伡显微外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85 吴勇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巟程大学医院 急诊科

069286 张勇 四川省长宁县中医院 ICU

069287 刘军 四川省都江堰405医院 ICU

069288 刘学进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9289 王超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心脏重症监护室

069290 郑世珍 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监护室

069291 张燕 陕西省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069293 叱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94 陈新勇 云南省砚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295 叱晶心 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069296 杨静 陕西省西安凤城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298 张仕涛 陕西省西安市第三医院 神经外科

069299 吴可嘉 重庆沙坪坝陈家桥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00 叱欣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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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302 薛静辉 天津市天津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03 谭勇 重庆市黔江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04 洪丽明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305 林先萍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

069306 谈会 重庆南川宏仁医院 神内科

069307 钱春芳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急诊科

069308 李玉莲 四川省合江健欣医院 急诊科

069309 陈月英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10 周晖 四川省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069311 魏巍 湖北省建始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12 曾垂万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13 杨帆 甘肃省舟曲县人民医院 内科

069314 唐晓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15 普天文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069316 李万川 四川省达县中医院 麻醉科、ICU

069317 赵文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老年病诊疗中心

069318 陈雪梅 重庆市中医院 急诊科

069319 刘树林 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69320 刘怡林 四川省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ICU

069321 王体伟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22 马兵 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323 朱东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ICU一病区

069326 陈雪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9131 徐治波 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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