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赵童 焦作市人民医院 ICU 454001 河南省

王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010051 内蒙古自治区

蒋建强 河南省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急诊科 475004 河南省

崔忠臣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 476800 河南省

侯会亚 武警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40 北京市

臧会玲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梁少卿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赵建荣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MICU 650301 云南省

郭军英 河北省赵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1530 河北省

姜瑞姣 赵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051530 河北省

杨丽娟 迁安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4400 河北省

张铎 宽城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 067600 河北省

赵加安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监护室 100035 北京市

汤荣林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内科 650301 云南省

刘璐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ICU 300000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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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ICU 300252 天津市

王石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 450052 河南省

冀俊林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重症监护室 300300 天津市

黄封黎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5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刁鑫 陕西省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710077 陕西省

刘云云 邯钢医院 ICU 056000 河北省

徐放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1000 河北省

王彦昌 德州市市立医院 急诊科 253000 山东省

崔娜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1000 河北省

段越 唐山工人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3001 河北省

陈瑶 河北省深州市医院 内科 053800 河北省

王翠梅 河北省深州市医院 内科 053800 河北省

马春雷 深州市医院 内科 053800 河北省

马国旭 河北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056300 河北省

汪六林 湖北省中医院 重症科室 430061 湖北省

胡志超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000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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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彦 河北省人民医院 急诊科 050000 河北省

贾义轻 定州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073000 河北省

常泽涛 河南省偃师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1900 河南省

张德吉 平原县恩城镇卫生院 内科 253100 山东省

王泽霖 榆林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8000 陕西省

乐婷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重症科 450000 河南省

赵振武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100029 北京市

薛乾隆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 075000 河北省

王洋 唐山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一科 063000 河北省

贾丽娟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00 北京市

马建刚 河北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300 河北省

张辉 山东省滨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1700 山东省

李青穆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29 北京市

睢德道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455000 河南省

孙立明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 100026 北京市

才娜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6000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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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林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5000 山西省

李中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ICU 450001 河南省

牛垚飞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135 河南省

任静辉 武安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0566330 河北省

代朋许 河南省平顶山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 467000 河南省

刘良丽 河南省周口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陈勇锋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2300 河南省

辛和平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时利可 郑大二附院 ICU 450014 河南省

李怀杰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杨青 郑州市儿童医院 外科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陈春芳 武安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300 河北省

张秋峰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476100 河南省

王丽晖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 050000 河北省

周冰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2300 河南省

李弘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 0630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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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珊珊 唐山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一科 063000 河北省

史军锋 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 ICU 466000 河南省

刘兵 固安县人民医院 急诊 065500 河北省

张坤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ICU 050000 河北省

郭方振 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700 河北省

张芳 清苑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1100 河北省

刘京锋 和平里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13 北京市

乔存根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000 河北省

刘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刘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ICU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白彦芳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北院区 重症医学科 056201 河北省

李雪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6000 吉林省

李峰 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5000 河南省

王永会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3000 河北省

唐有权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000 河北省

李志勇 凌源监狱管理分局中心医院 循环科 122500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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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祥 邯郸市涉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400 河北省

高峰 青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2650 河北省

王玲娜 涉县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400 河北省

任嘉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樊亮 清苑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1100 河北省

毛俊超 唐山市第二医院 icu 063000 河北省

田佳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神经内科 050000 河北省

张洁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1 山西省

吴素霞 汝阳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200 河南省

刘伟 深州市医院 内三科 053800 河北省

张子洋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科 100021 北京市

王光英 河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贺法强 河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蒋小芝 河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赵浩天 河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李晓晨 河北廊坊固安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0655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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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君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5000 河北省

陈华 鹤煤总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8030 河南省

郝博涵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部 361000 福建省

杜丽杰 河南省鹤壁市鹤煤总医院 重症监护 458000 河南省

王轶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西院 重症医学科 030053 山西省

吴文芳 邯郸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056000 河北省

王恒业 普洱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665000 云南省

蔡亚楠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苏建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急危重症 050000 河北省

杨锋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西院 重症医学科 030053 山西省

李杰 沈阳军区总医院 急诊医学部 110000 辽宁省

刘振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急诊科 100026 北京市

王志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急诊科 050000 河北省

李冬 张北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6450 河北省

赵莉婷 张北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6450 河北省

张凯茹 天津市海河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 300350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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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科 450001 河南省

姜久龙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烧伤科 100069 北京市

唐欢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院 急诊科 102400 北京市

高岩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急诊科 102400 北京市

刘金霞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急诊科 102400 北京市

李爱茹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急诊 102400 北京市

姚春辉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急诊 102400 北京市

史晓翠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3000 河北省

黄坤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 ICU北区 454002 河南省

叶圣明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急诊科 102401 北京市

卜彦斌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ICU 050000 河北省

张明园 海河医院 呼吸科 300350 天津市

李双奎 唐山市丰南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3300 河北省

户立志 内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200 河北省

马晓玲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

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二科 050000 河北省

张花平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

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二科 0500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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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更信 巨鹿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5250 河北省

胡明月 海门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6100 江苏省

杨伟藜 海门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 226100 江苏省

郭小蕊
石家庄平安医院(原:石家庄肿瘤医

院)
重症监护病区 050000 河北省

王婷
石家庄平安医院(原:石家庄肿瘤医

院)
重症监护室 050000 河北省

赵慧洁 邯郸市第一医院 急诊内科 056000 河北省

张月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453100 河南省

高飞 解放军第二五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5000 河北省

李金霞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78 北京市

唐冉冉 秦皇岛港口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6000 河北省

张倩 深州市医院 内科 053000 河北省

马佳倩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李炳淑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急诊科 264000 山东省

王渤龙 青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2650 河北省

刘久武 承德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7400 河北省

高树霞 安丘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2100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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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卫 武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3300 山东省

池勇虎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丁应勇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30 重庆市

陈鹏飞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700 江苏省

张翠 深州市医院 内科 053800 河北省

马新国 武城县人民医院 ICU 253300 山东省

曾昭 长沙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10003 湖南省

赵志涛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王娟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妇产ICU 550001 贵州省

张洋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麻醉科 550004 贵州省

徐丹 赤峰市松山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024006 内蒙古自治区

孟令宝 华北石油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2552 河北省

陈赫 通化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4001 吉林省

耿静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

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050000 河北省

张芳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

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王影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 NICU 201101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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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 献县中医院 急诊 062250 河北省

肖玲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2750 河北省

赵影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2750 河北省

赵冬冬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003 河南省

金颖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

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张超 邯郸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056001 河北省

孙金玲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5001 辽宁省

王延鹤 石门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5300 湖南省

刘颖 开滦总医院 神经内科 063000 河北省

裴甲岭 邯郸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056000 河北省

田甜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急诊科 100043 北京市

张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西区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李伟涛 安国市医院 ICU 071200 河北省

崔永超 北京安贞医院 体外循环 100029 北京市

马亚磊 新郑市中医院 综合ICU 451100 河南省

王琳 保定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10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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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刚 翼城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 043500 山西省

王建党 兰考东方医院 内科 475300 河南省

齐海江 兰考东方医院 内科 475300 河南省

张建才 安丘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2100 山东省

徐博 北京安贞医院 体外循环科 100029 北京市

张禄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01700 天津市

付俊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50 湖北省

刘凤琴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神经内科 030024 山西省

张晋欣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神经内科1病区 030024 山西省

李艳华 河南省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EICU 476000 河南省

尹立师 清河县中心医院 急诊科 054800 河北省

张仕和 普洱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665000 云南省

薛芳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8000 广东省

郭 勇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10000 内蒙古自治区

李晓 西安市第三医院 急诊科ICU 710018 陕西省

范孟静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69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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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旭炜 易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4200 河北省

柳洋 唐山市人民医院/唐山市肿瘤医院 急诊科 063000 河北省

辛丹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69 北京市

马翠芹 兴隆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7399 河北省

林慧 兴隆县人民医院 重症 067300 河北省

车金萍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69 北京市

卢林 山东省立医院 神经内科 250021 山东省

靳明扬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ICU 430014 湖北省

王华卿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外科 250012 山东省

段晓涓 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6 山西省

李冲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重症监护室 250000 山东省

张拥军 石家庄平安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21 河北省

王贤洁 石家庄市栾城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430 河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