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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梅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肺科 214000 江苏省

柴沛 黄河三门峡医院 呼吸内科 472000 河南省

常留辉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麻醉科ICU 215000 江苏省

陈芙蓉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急诊内科 200336 上海市

陈耿靖 无锡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23 江苏省

陈华国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科 200072 上海市

陈健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急诊内科 200336 上海市

陈灵敏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一 321300 浙江省

陈锐 上饶肿瘤医院 重症监护科 334000 江西省

陈思怡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重症监护室 201700 上海市

陈秀妹 上海第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37 上海市

陈烨 靖江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500 江苏省

成向进 江苏省盐城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001 江苏省

程显胜 中华慈善威海医院 ICU 265240 山东省

邓蓉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800 江苏省

丁叶鹏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300 浙江省

董晴 宁波市第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4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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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重症医学科 200020 上海市

范国峰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急诊中心 210007 江苏省

冯宪真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急诊科 200336 上海市

冯雅静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中心ICU 200120 上海市

符雪涛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25000 江苏省

高飞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高浩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高洁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1802 上海市

龚健 启东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200 江苏省

龚黎慧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6015 安徽省

郭晓芳 南京市鼓楼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韩耀国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37 上海市

贺黉裕 中山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0032 上海市

胡芳宝 奉贤区中心医院 ICU 201499 上海市

黄俊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32 上海市

吉春风 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急诊科 201700 上海市

姜维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72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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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源渊 无锡市儿童医院 PICU 214101 江苏省

蒋建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213000 江苏省

金旎 金华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000 浙江省

金相兰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心外科ICU 200072 上海市

况应璇 云南省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1000 云南省

李斌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李全业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224000 江苏省

李唯峰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5000 云南省

李言顺 扬州东方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002 江苏省

李知明 北京市解放军302医院 重症监护室 100039 北京市

林闽 浙江省嘉兴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4000 浙江省

林艳雅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1100 福建省

刘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213003 江苏省

刘佳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急诊科 201100 上海市

刘樑 上海市虹口区江湾医院 麻醉科 200000 上海市

刘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1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81 上海市

刘文娟 上海市同仁医院 麻醉科 200333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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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1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81 上海市

刘召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25 上海市

刘志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急诊科 050000 河北省

柳东之 绍兴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2030 浙江省

龙盼 闵行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1100 上海市

陆件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急诊科 215007 江苏省

陆肖娴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2 江苏省

罗前程 公利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35 上海市

罗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监护室 710038 陕西省

马杰飞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32 上海市

马敬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 中心监护室（外） 200123 上海市

马利杰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72 上海市

茅宇航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 201199 上海市

孟东亮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00 浙江省

倪菊平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1199 上海市

聂立雄 将乐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麻醉科 353300 福建省

潘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25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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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金盛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000 江苏省

钱鹤平 海门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100 江苏省

钱健 南京市鼓楼医院 急诊科 210000 江苏省

钱振华 绍兴市中心医院 ICU 312030 浙江省

邱毓祯 上海瑞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25 上海市

沈国锋 上海瑞金集团闵行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1100 上海市

沈耀亮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史柳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重症医学科 200127 上海市

宋艳群 上海市同济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200065 上海市

孙科远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急诊内科 200336 上海市

孙英杰 闵行区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0232 上海市

孙玉梅 河北省青县人民医院 急症科 062650 河北省

孙尊鹏 南京市江宁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谭炼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100 浙江省

汤赐俊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中心监护室 201107 上海市

唐铁钰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25000 江苏省

汪明灯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214000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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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易岚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王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脏外科ICU 100012 北京市

王海波 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院 神经外科 226600 江苏省

王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急诊科 201801 上海市

王坚 丹阳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212300 江苏省

王静 长沙市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6 湖南省

王菊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44000 四川省

王凯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 ICU 314000 浙江省

王仁颖 上海瑞金医院北院 急诊科 201801 上海市

王瑞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1620 上海市

王腾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SICU 100029 北京市

王文 奉贤区中心医院 ICU 201499 上海市

王晓锋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王渊 江阴市人民医院 ICU 214400 江苏省

吴丁烨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吴华勇 衢州市人民医院 ICU 324000 浙江省

谢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1620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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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顺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27 上海市

邢学勇 南京明基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河南省

熊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1620 上海市

徐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麻醉与重症医学科 200092 上海市

徐雷明 滨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500 江苏省

徐玮 上海市东方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0120 上海市

严洁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23 江苏省

杨浩 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36015 安徽省

杨洁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000 河南省

杨洁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急诊内科 200062 上海市

杨文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 200072 上海市

殷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30 上海市

尹江涛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2001 江苏省

俞淙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ICU 200020 上海市

虞竹溪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庾胜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袁建英 松江区中心医院 危重病科 201600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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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23 江苏省

张宏泽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1600 上海市

张怀伟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危重症医学科 236000 安徽省

张杰 武警总医院 icu 100039 北京市

张维维 赣州市人民医院 ICU 341000 江西省

张小辉 丹阳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212300 江苏省

张小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04 陕西省

张志彪 应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2400 湖北省

张志荣 浙江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18 浙江省

张中琳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症科 200072 上海市

章美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急诊科 201700 上海市

章守琴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72 上海市

赵红杰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400 江苏省

赵琳 江苏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监护 210000 江苏省

赵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1620 上海市

赵炜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ICU 210015 江苏省

赵贤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27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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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叶娜 上海市同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436 上海市

赵玉杰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04 陕西省

周波舟 湖南省湘潭市二医院 心血管科 411100 湖南省

周锋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072 上海市

周丽华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224300 江苏省

周书琴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 急诊重症监护室 200072 上海市

周媛媛 南京市中医院 icu 210000 江苏省

朱漪 普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5000 云南省

朱羿 镇江第四人民医院 ICU重症监护 212001 江苏省

诸骏欢 松江中心医院 危重病科 201600 上海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