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城市

1 白斌 南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南阳市

2 白岩岩 内黄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6300 河南省 安阳市

3 鲍玉芳 惠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4 曹焱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ICU 450004 河南省 郑州市

5 曾茂妮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妇产科重症监护室 610000 四川省 成都市

6 柴淑霞 新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800 河南省 洛阳市

7 陈春雷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76017 山东省 临沂市

8 陈华 鹤煤总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8030 河南省 鹤壁市

9 陈利平 武安市医院 急诊科 056303 河北省 邯郸市

10 陈永孟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1 陈云云 息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300 河南省 信阳市

12 陈智峰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5900 湖南省 常德市

13 程文凤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4 程玉生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241001 安徽省 芜湖市

15 程园园 叶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72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6 崔宝利 内黄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6300 河南省 安阳市

17 崔欣 安阳地区医院 ICU 455000 河南省 安阳市

18 崔忠臣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 476800 河南省 商丘市

19 董琦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重症医学科内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20 董倩倩 华源新乡市中心医院 RICU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21 董玮 河南省职巟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22 董鑫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2 河南省 郑州市

23 杜慧静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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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段森凌 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 心胸外科 463004 河南省 驻马店市

25 冯胜男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26 冯文帅 巩义市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
451200 河南省 郑州市

27 冯玉霞 开封市中医院 急诊科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28 付文辉 卢氏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2200 河南省 三门峡市

29 付旋 华源新乡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30 付玉梅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急诊重症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31 高彪 睢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商丘市

32 葛丽英 濮阳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7001 河南省 濮阳市

33 谷鹏磊 周口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周口市

34 郭安然 鹿邑县人民医院 介入与重症医学科 477200 河南省 周口市

35 郭翠翠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36 郭刚 通许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400 河南省 开封市

37 郭海燕 巨鹿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5250 河北省 邢台市

38 郭浩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呼吸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39 郭建兵 林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6550 河南省 安阳市

40 郭瑞 郑州市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1 河南省 郑州市

41 郭伟 卢氏县中医院 ICU 472200 河南省 三门峡市

42 韩冰莎 河南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ICU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43 韩利娜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
471003 河南省 洛阳市

44 韩西特 开封市中心医院 外科ICU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45 韩晓丽 河南省胸科医院 综合监护室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46 韩颖颖 郸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7150 河南省 周口市

47 何保杰 息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300 河南省 信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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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何亚杰 扶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300 河南省 周口市

49 侯海宇 许昌市立医院 神经外科 461000 河南省 许昌市

50 侯会倩 河南省濮阳县民生医院 内科 457000 河南省 濮阳市

51 侯军峰 林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6550 河南省 安阳市

52 侯丽超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术后监护室 450052 河南省 郑州市

53 侯卫锋 新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800 河南省 洛阳市

54 胡春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55 胡明强 宁陵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6700 河南省 商丘市

56 胡琼涛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急诊科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57 胡珍珠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医学科 221000 江苏省 徐州市

58 黄红芳 鄢陵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1200 河南省 许昌市

59 黄红丽 许昌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1000 河南省 许昌市

60 黄敬蕊 濮阳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7001 河南省 濮阳市

61 黄思思 温州市中心医院 ICU 325000 浙江省 温州市

62 贾建成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3000 河南省 驻马店市

63 贾倩 邓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4150 河南省 南阳市

64 建欢欢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2500 河南省 三门峡市

65 蒋艳利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EICU 455000 河南省 安阳市

66 焦胜旗 叶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2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67 金培强 通许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400 河南省 开封市

68 金玉国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重症医学科 030053 山西省 太原市

69 雷水心 宜阳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600 河南省 洛阳市

70 李春苗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二科 463000 河南省 驻马店市

71 李丹丹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重症医学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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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娜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73 李琼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重症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74 李嵩 解放军159医院 烧伤整形科 463000 河南省 驻马店市

75 李涛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重症监护室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76 李笑利 偃师市人民医院 ICU 471900 河南省 洛阳市

77 李洋 中牟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1450 河南省 郑州市

78 李勇锋 郑州市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1 河南省 郑州市

79 梁宇鹏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ICU 471000 河南省 三门峡市

80 林玉冲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81 刘春葑 宁陵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476700 河南省 商丘市

82 刘龙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563000 贵州省 遵义市

83 刘清超 民权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6800 河南省 商丘市

84 刘亚虎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85 刘莹莹 潢川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5150 河南省 信阳市

86 刘真 宝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4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87 刘忠杰 新乡县人民医院 ICU 453700 河南省 新乡市

88 柳平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内重症监护室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89 娄利梅 河南省荣军医院 呼吸内科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90 陆丽娟 新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800 河南省 洛阳市

91 栾东明 河南省鹿邑真源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7200 河南省 周口市

92 吕菲菲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

市第四人民医院)
冠心病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93 马超 孟津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1100 河南省 洛阳市

94 马尚超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100 河南省 新乡市

95 马玉静 黄河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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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梅贝贝 开封市杞县恒康医院 内科 475200 河南省 开封市

97 莫琼 永煤集团总医院 综合ICU 476600 河南省 商丘市

98 聂萍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室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99 潘萌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100 潘振丽 鹤壁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8030 河南省 鹤壁市

101 戚胜占 尉氏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500 河南省 开封市

102 齐亚平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71023 河南省 洛阳市

103 齐艳坡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04 祁延博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

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473000 河南省 南阳市

105 曲东显 河南省郏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199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06 任志强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07 申坤灵 栾川县人民医院 急诊与重症医学科 471500 河南省 洛阳市

108 申楠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 450052 河南省 郑州市

109 沈慧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ICU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110 沈雷 南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473000 河南省 南阳市

111 施光远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12 石钟阳 舞钢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4625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13 史学治 孟津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1100 河南省 洛阳市

114 宋戈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115 宋浩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100 河南省 新乡市

116 苏宏超 郑州市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17 苏伟 邯郸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056002 河北省 邯郸市

118 孙锦明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119 孙谦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病理产科 250001 山东省 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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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滕培培 襄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1700 河南省 许昌市

121 田文博 虞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6300 河南省 商丘市

122 汪运鹏 信阳市中心医院 PICU 464000 河南省 信阳市

123 王更磊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急诊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124 王泓 镇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4250 河南省 南阳市

125 王建新 周口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周口市

126 王健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27 王键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28 王军敬 涉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400 河北省 邯郸市

129 王萌 栾川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71500 河南省 洛阳市

130 王萌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

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2000 河南省 漯河市

131 王旻 焦作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4000 河南省 焦作市

132 王明珠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52 河南省 郑州市

133 王汝生 河南省鹿邑真源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7200 河南省 周口市

134 王文亚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内科icu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135 王向蒙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重症监护室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136 王晓宁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

市第四人民医院)
EICU 450007 河南省 郑州市

137 王新 修武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54350 河南省 焦作市

138 王新会 周口市中心医院 ICU 466000 河南省 周口市

139 王旭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40 王艳君 郑州市儿童医院 外科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41 王永仓 舞钢公司总医院
神经外科重症医学

科
4625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42 温莎 河南省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43 文贤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冠心病监护病房 473000 河南省 南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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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吴昌喜 商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5315 河南省 信阳市

145 吴召 西安市唐城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21 陕西省 西安市

146 武文娟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5000 河南省 安阳市

147 武文娟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神经内科 471003 河南省 洛阳市

148 席璇 宝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4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149 谢燕山 周口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周口市

150 辛和平 惠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51 邢疆波 河南省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52 邢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53 徐峰 郸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7150 河南省 周口市

154 徐进 河南省孟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4750 河南省 焦作市

155 徐铭成 许昌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000 河南省 许昌市

156 许芳杰 焦作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北区）
454000 河南省 焦作市

157 薛娅 郑州市骨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1 河南省 郑州市

158 薛一歌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

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59 闫进
驻马店解放军第一五九医

院
心胸外科 463000 河南省 驻马店市

160 杨迪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63000 河南省 驻马店市

161 杨建坤 邯郸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056300 河北省 邯郸市

162 杨凯 许昌市立医院 急诊科 461000 河南省 许昌市

163 杨文学
石家庄长城中西医结合医

院
心内科 050031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64 杨鑫涛 洛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7100 河南省 洛阳市

165 杨艳芳 濮阳惠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7000 河南省 濮阳市

166 姚艳林 神木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9300 陕西省 榆林市

167 叶岭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城市

168 尹宁宁 北京地坛医院 重症监护室 100000 北京市 北京市

169 于婷婷 淮阳县人民医院 急诊 466700 河南省 周口市

170 余娜 云南新昆华医院 急诊科 650300 云南省 昆明市

171 禹连付 新蔡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3500 河南省 驻马店市

172 袁婷 许昌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000 河南省 许昌市

173 苑志辉 许昌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000 河南省 许昌市

174 岳涛 信阳信钢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194 河南省 信阳市

175 翟成立 台前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7600 河南省 濮阳市

176 翟明明 河南圣德医院 神经内科 464000 河南省 信阳市

177 张超
邯郸市中心医院 东区急诊

科
急诊科 056001 河北省 邯郸市

178 张朝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79 张晨晨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72500 山东省 济宁市

180 张成坤 惠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81 张帆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82 张洪飞 睢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6900 河南省 商丘市

183 张建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重症医学科内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184 张锦 永城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6600 河南省 商丘市

185 张锦茹 神木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9300 陕西省 榆林市

186 张珏 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2700 湖北省 十堰市

187 张利 费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73400 山东省 临沂市

188 张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重症医学科 471000 河南省 洛阳市

189 张萌萌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90 张攀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91 张琴 罗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200 河南省 信阳市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城市

192 张孝丽 杞县恒康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200 河南省 开封市

193 张雪艳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194 张章 孟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4750 河南省 南阳市

195 张钊 卢氏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2200 河南省 三门峡市

196 张振 信阳市平桥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194 河南省 信阳市

197 张志宽 杞县恒康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200 河南省 开封市

198 张志伟 郑州市中心医院 ICU 450007 河南省 郑州市

199 张志勇 鄢陵县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1200 河南省 许昌市

200 赵聪源 南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南阳市

201 赵浩天 河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02 赵军华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洛阳东方医院
RICU 471003 河南省 洛阳市

203 赵林林 沁阳市中医院 急诊 454550 河南省 焦作市

204 赵刘伟 大荔县医院 ICU 715100 陕西省 渭南市

205 赵伟 洛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1700 河南省 洛阳市

206 赵伟鹏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207 赵学娟 河南省荣军医院 呼吸内科 453000 河南省 新乡市

208 赵亚丽 漯河市郾城区中医院 内科 462000 河南省 漯河市

209 赵莹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4670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

210 赵予颍
河南省郑大三附院术后监

护室
术后监护室 450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211 赵泽斌 祁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030900 山西省 晋中市

212 赵占江 河南省人民医院 急危重症医学部 450003 河南省 郑州市

213 郑斌 襄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700 河南省 许昌市

214 郑燎原 民权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6800 河南省 商丘市

215 周建国 宁陵县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76700 河南省 商丘市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城市

216 周卫闯 滑县骨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6485 河南省 安阳市

217 朱小倩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

市第四人民医院)
神内重症 450000 河南省 郑州市

218 庄久杰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700 河南省 开封市

219 巠丹丹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ICU 221000 江苏省 徐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