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1 艾庆娟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 重症医学科 730020 甘肃省

2 蔡昭君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1 福建省

3 曹国麟 临夏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731100 甘肃省

4 曾旭东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 471000 河南省

5 陈波 兰州军区总医院 急诊科 730050 甘肃省

6 陈睦虎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EICU 646000 四川省

7 陈启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00 甘肃省

8 陈亚飞 贵航集团三ＯＯ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009 贵州省

9 陈亚军 陇西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8100 甘肃省

10 陈振波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471000 河南省

11 党慧忠 渭源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8200 甘肃省

12 邓园园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 重症医学科 730020 甘肃省

13 丁建鹏 武威市凉州区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3000 甘肃省

14 董康康 康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6500 甘肃省

15 杜小静 河南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50003 河南省

16 范凯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急救部 730030 甘肃省

17 冯翠玲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神经重症医学科 472100 河南省

18 冯瑞 宝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1000 陕西省

19 付淼 宝鸡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712000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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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涵翔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监护中心CCU 730000 甘肃省

21 高彦琼 嘉峪关市人民医院 急诊 735100 甘肃省

22 高永开 延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16000 陕西省

23 龚少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4000 广东省

24 郭丹 河南弘大心血管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6 河南省

25 郭建阳 甘肃省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900 甘肃省

26 郝涛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心血管外科 730000 甘肃省

27 贺富勇 大荔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5100 陕西省

28 侯帅辉 偃师市人民医院 呼吸重症监护室 471900 河南省

29 黄小芯 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213 四川省

30 黄子文 湄潭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564100 贵州省

31 江行军 莆田盛兴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1164 福建省

32 蒋璐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心脏外科ICU 730000 甘肃省

33 靳晓芹 大荔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5100 陕西省

34 居大卿
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分院南通市老年康复医

院
中西医结合 226001 江苏省

35 柯进芳 宁夏人民医院 急诊科 750021 宁夏回族自治区

36 雷尚昆 宝鸡市中心医院 胸外科 721000 陕西省

37 雷永生 金塔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735300 甘肃省

38 李博 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1004 陕西省

39 李晨 树兰（杭州）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75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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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李东仁 泾阳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713700 陕西省

41 李栋 曲沃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400 山西省

42 李芬娇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00 甘肃省

43 李峰 进贤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331700 江西省

44 李国胜 陵川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8300 山西省

45 李虎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21000 陕西省

46 李加龙 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21004 陕西省

47 李磊 宁医大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心脑ICU 750002 宁夏回族自治区

48 李力 大荔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5100 陕西省

49 李玲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750001 宁夏回族自治区

50 李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脑重症医学科 310009 浙江省

51 李鹏 宝鸡市中心医院 急诊 721000 陕西省

52 李荣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100 湖北省

53 李榕 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8000 四川省

54 李盛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60 湖北省

55 李淑贤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院 内科 610100 四川省

56 李霞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RICU 453100 河南省

57 李小凤 张家川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1500 甘肃省

58 李旭晨 酒泉市人民医院（原：酒泉地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5000 甘肃省

59 李雪琴 安康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5000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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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云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1000 甘肃省

61 李运祥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432400 湖北省

62 李志伟 西乡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723500 陕西省

63 梁剑 宜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7299 陕西省

64 梁新民 华池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5600 甘肃省

65 梁亚宁 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750011 宁夏回族自治区

66 林创 长武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3600 陕西省

67 刘畅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重症监护室 100053 北京市

68 刘剑南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呼吸科 210024 江苏省

69 刘军 平坝区中医院 内科 561100 贵州省

70 刘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ICU 646000 四川省

71 刘伟 武汉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14 湖北省

72 刘亚龙 陇西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8100 甘肃省

73 龙威 湖南省直中医院 内科ICU 412000 湖南省

74 鲁梅娟 互助县人民医院 ICU 810500 青海省

75 鲁品 甘肃省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730000 甘肃省

76 鲁文婉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贵阳脑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014 贵州省

77 罗积忠 古浪县中医院 ICU 733103 甘肃省

78 罗小东 宕昌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748507 甘肃省

79 罗玉生 瓜州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6100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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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吕飞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ICU 430080 湖北省

81 吕燕衡 陵川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8300 山西省

82 马彩娜 延安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716000 陕西省

83 马德 解放军第三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 721015 陕西省

84 马金花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800 青海省

85 马轶坡 定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3000 河北省

86 满珂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730030 甘肃省

87 毛维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呼吸内科 610200 四川省

88 米良 延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16000 陕西省

89 牟成华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730030 甘肃省

90 牟得军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500 甘肃省

91 牟小康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呼吸内科 621000 四川省

92 潘雄飞 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5211 甘肃省

93 彭米林 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8 湖南省

94 祁千虎 新疆和静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412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95 祁世平 景泰县人民医院 ICU 730000 甘肃省

96 钱春明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急诊科 730070 甘肃省

97 乾玲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心内科 730070 甘肃省

98 沈忱 解放军第一Ｏ一医院 神经外科 214000 江苏省

99 施金城 甘肃省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6000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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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石永芬 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100 甘肃省

101 帅佃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 重症医学科 730020 甘肃省

102 苏建明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0000 浙江省

103 苏永旺 解放军第二亓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5000 河北省

104 孙博 解放军亓四一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801 山西省

105 孙红艳 兰州市窑街煤电公司医院 重症监护室 730080 甘肃省

106 孙金菊 甘肃省皋兰县人民医院 ICU 730205 甘肃省

107 谭丽娟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重症医学 030024 山西省

108 唐猛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外科 610000 四川省

109 陶超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0000 湖北省

110 田刚艳 西安巟会医院 心内科 710063 陕西省

111 田景友 兴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562400 贵州省

112 田绍昆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8000 贵州省

113 涂海豹 进贤县人民医院 外一科 331700 江西省

114 涂雅丹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0003 江西省

115 汪砫 汉中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3000 陕西省

116 王超君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2000 湖南省

117 王合伟 宜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600 河南省

118 王红英 河北燕达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5201 河北省

119 王惠 成都顾连锦宸康复医院 重症康复科 610058 四川省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120 王菊 凉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3000 甘肃省

121 王丽 西安市中医院 神经内科 710021 陕西省

122 王丽芬 沙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5500 福建省

123 王林川 达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500 四川省

124 王林军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 重症医学科 730020 甘肃省

125 王璞子 庆阳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5000 甘肃省

126 王尚宏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急救科 730000 甘肃省

127 王胜琦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16000 陕西省

128 王天中 济源市人民医院 急診科 456003 河南省

129 王筱 兰州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50 甘肃省

130 王新芳 汉中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3000 陕西省

131 王泽霖 榆林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8000 陕西省

132 王志宏 曲沃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400 山西省

133 魏纯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2160 重庆市

134 魏琳睿 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100 甘肃省

135 温辉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 471009 河南省

136 吴向前 巴彦淖尔市中医医院 呼吸科 015000 内蒙古自治区

137 吴志军 成都市东区医院 内科 610057 四川省

138 夏成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儿童重症医学科 430022 湖北省

139 谢春宝 宁波明州医院 急诊科 3150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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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邢晓燕 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4000 甘肃省

141 徐生宇 兰州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730050 甘肃省

142 徐文婷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医学科 310006 浙江省

143 徐忠勋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徐州市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1005 江苏省

144 许兵 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 ICU 414500 湖南省

145 许云鸿 息烽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1100 贵州省

146 严妍 湄潭县人民医院 ICU 564100 贵州省

147 杨金梅 庄浪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4699 甘肃省

148 杨敬致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急诊科 730000 甘肃省

149 杨静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30 甘肃省

150 杨堃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心脏外科ICU 730030 甘肃省

151 杨禄萍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00 甘肃省

152 杨盛 三原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3800 陕西省

153 杨巡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呼吸内科 510120 四川省

154 杨亚东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急诊科 257034 山东省

155 叶晶芽 余姚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315400 浙江省

156 怡建平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急诊科 730070 甘肃省

157 于杰 深州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3800 河北省

158 余海峰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414000 湖南省

159 俞天鹏 武威市凉州区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3000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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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袁立志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学科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161 岳志泉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急救部 730080 甘肃省

162 翟浩 静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3400 甘肃省

163 张丹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734000 甘肃省

164 张怀忠 中卫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517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65 张健 三原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3800 陕西省

166 张金周 甘肃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00 甘肃省

167 张世安 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00 甘肃省

168 张树忠 河北燕达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5201 河北省

169 张卫涛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重症医学 710054 陕西省

170 张祥 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5211 甘肃省

171 张晓杰 大荔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5100 陕西省

172 张正兴 甘肃省中医院白银分院 重症医学科 730900 甘肃省

173 张之弘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734000 甘肃省

174 赵金龙 澄城县医院 外一科 715200 陕西省

175 赵佩莹 贵航贵阳三00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000 贵州省

176 赵沙沙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重症监护室 453100 河南省

177 赵文强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心脏外科ICU 730030 甘肃省

178 赵贤龙 陇西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8100 甘肃省

179 赵栩 深州市医院 内二科 0538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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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赵艳 阆中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7400 四川省

181 郑丽华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4000 甘肃省

182 郑天红 敦煌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6200 甘肃省

183 郑勇 福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599 贵州省

184 周华励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外科 610225 四川省

185 周慧茹 甘肃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二 730050 甘肃省

186 周龙锦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急救部 730000 甘肃省

187 周敏杰 澄城县医院 外一科 715200 陕西省

188 朱存宇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麻醉科 412000 湖南省

189 朱继文 延安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716000 陕西省

190 朱旭刚 庄浪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4699 甘肃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