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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提
呾田地区人民医院 呼吸科、RICU 848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白鹭 嘉兴市第二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314000 浙江省

卞雪芹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脏科 210000 江苏省

曹恺祺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急诊外科 310012 浙江省

曹爽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200433 上海市

曾陇福 丽水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3000 浙江省

曾传喜 于都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42300 江西省

查俊杰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陇东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陇帄 福清市医院 神经外科 350000 福建省

陇静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肾脏病中心 210000 江苏省

陇烈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415000 湖南省

陇明祺 江苏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29 江苏省

陇秋华 江苏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陇伟华 于都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42300 江西省

陇卫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904医院 神经外科ICU 214044 江苏省

陇远志 南京市浦口医院 急诊科 210031 江苏省

程浩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心血管外科 200000 上海市

程志强 吉林油田总医院 ICU 138000 吉林省

单丽红 浙江省肿瘤医院 ICU 310022 浙江省

邸宁宁 吉林油田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8000 吉林省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班上海班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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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豪 浙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董怡男 舟山市妇幼保健医院 ICU 316100 浙江省

董永祯 东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2100 浙江省

董照刚 南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樊聪慧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急诊与重症医学科 201299 上海市

樊耀群 绍兴市第二医院 监护室 312000 浙江省

范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脑重症 310009 浙江省

方茗民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5200 浙江省

方卫刚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丰传奇 上海市徐汇区一康康复医院 神经内科 200030 上海市

冯李婷 海河医院 呼吸科 300222 天津市

冯燕燕 慈林医院 科教科 315300 浙江省

冯治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904医院 神经外科ICU 214000 江苏省

付佩尧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普外科 200000 上海市

龚宁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急诊科 201508 上海市

龚志翔 南昌市第二医院/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0006 江西省

顾斌斌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100 江苏省

管增淦 徐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1000 江苏省

郭灵立 上海华佳医院 内科 200082 上海市

郭爽 东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2100 浙江省

韩德森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救创伡中心 330000 江西省

韩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老年科 200092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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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军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 神经外科 315731 浙江省

何慧丹 如东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400 江苏省

何俊俏 金华市人民医院 ICU 321000 浙江省

何科蔚 东莞市中医院 神经内科 523000 广东省

何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21 辽宁省

何瑞钦 余姚市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病房 315400 浙江省

洪德全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330006 江西省

胡萍萍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00000 上海市

胡韶华 武汉市武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00 湖北省

胡晓风 桃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3400 湖南省

胡鑫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226001 江苏省

黄丹 深圳龙城医院 ICU1区 518000 广东省

黄建坤 将乐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3300 福建省

黄倩 福建医科大附属协呾医院 感染科 350001 福建省

黄巍峰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233 上海市

黄莹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00062 重庆市

黄颖新 长春市结核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0001 吉林省

金强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230011 安徽省

金艳 杭州市中医院 ICU 310000 浙江省

鞠雁颖 通化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4001 吉林省

柯雅娟 上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300 浙江省

孔亮 通化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4001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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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静 临安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1300 浙江省

兮旻 将乐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3300 福建省

雷琼 中一东北国际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00 辽宁省

李栋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神经重症 472000 河南省

李红 集安市医院 儿科 134200 吉林省

李洪星 解放军第906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315040 浙江省

李会丽 太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400 河南省

李磊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476000 河南省

李琪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李文芳 铜仁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4300 贵州省

李铮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急诊科 200092 上海市

李智鑫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00 浙江省

廖勃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廖草香 安化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3500 湖南省

林绍城 宁德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2000 福建省

刘斌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刘春艳 湖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000 浙江省

刘丹琴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00 浙江省

刘宏国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4000 浙江省

刘建军 丽水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3000 浙江省

刘健 上海市瑞金医院 烧伡整形科 200025 上海市

刘晶声 浙江明州康复医院 重症康复科 310006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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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丽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EICU 315200 浙江省

刘丽诗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刘梦茹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3800 江苏省

刘淼 舟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6000 浙江省

刘庆楠 张家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631 江苏省

刘亚清 龙泉市人民医院 ICU 323700 浙江省

刘玉凤 北京地坛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10 北京市

娄樱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急诊科 200030 上海市

卢恩奎 富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53 浙江省

卢生芳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急诊科、ICU 201908 上海市

陆健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200080 上海市

陆霞晖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职巟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2300 浙江省

陆骁臻 宁波市第二医院 急诊科 315010 浙江省

路萍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 212000 江苏省

罗启航 宁波市第九医院 重症监护 315177 浙江省

吕梦楠 集安市医院 神经内科 134200 吉林省

毛诗昊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0000 浙江省

缪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20 浙江省

宁铂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PICU 212000 上海市

牛洁婷 沧州市中心医院 老年内科 061001 河北省

潘建 徐州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221009 江苏省

潘新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麻醉科 215000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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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丽 鹤壁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8030 河南省

彭慧 徐州市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1700 江苏省

彭将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27 上海市

漆柳 萍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7000 江西省

钱飞 浙江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0000 浙江省

钱铭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钱小菁 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233500 安徽省

瞿米睿 解放军第一Ｏ一医院 神经外科ICU 214000 江苏省

权修权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 133000 吉林省

尚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27 上海市

邵晓云 绍兴市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2000 浙江省

沈琦 上虞市人民医院 EICU 312300 浙江省

盛阮妹 松江区中心医院 急诊危重病 201600 上海市

石莉程 江苏省老年医院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呼吸内科 210000 江苏省

史超路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

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20 浙江省

宋天红 昆明市东川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54100 云南省

孙芳园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37 上海市

孙思娟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PICU儿童重症医学科 200127 上海市

孙玉霞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37 上海市

孙越晨 湖州市中心医院 急诊医学科 313000 浙江省

汤国军 鹤峰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800 湖北省

汤全华 鄂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6000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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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惠鑫 杭州市余杭区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1106 浙江省

田锐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0080 上海市

仝瀚文 南京市鼓楼医院 急诊科 210008 江苏省

童武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急诊科 201700 上海市

宛荣豪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00000 上海市

汪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瑞金北院 ICU 201801 上海市

王博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150000 黑龙江省

王刚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sicu 200000 上海市

王会芳 民权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6800 河南省

王金表 上虞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312300 浙江省

王金平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200090 上海市

王科亮 宁波李惠利东部医院 EICU 315135 浙江省

王雷 肖县人民医院 ICU 235200 安徽省

王李成 富阳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400 浙江省

王李晓 新昌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2500 浙江省

王利军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王鹏雁 浙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王微珩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00060 重庆市

王伟 湖州市中心医院 急诊监护室 313000 浙江省

王笑然 海安县人民医院 外科icu 226600 江苏省

王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老年科 200092 上海市

王颖辉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急诊 100053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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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 南京市鼓楼医院 心胸外科 210008 江苏省

王紫虹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300 江苏省

温珍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重症医学科 201700 上海市

闻郑峰 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192 浙江省

吴昌喜 商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5315 河南省

吴康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脑重症医学科 310003 浙江省

吴梦晗 浙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13 浙江省

吴琼 中一东北国际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79 辽宁省

吴伟冰 庆元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3800 浙江省

吴小霞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330006 江西省

吴亚运 武警浙江总队嘉兴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4000 浙江省

武之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重症医学科 266000 山东省

肖欢容 黄石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5002 湖北省

谢翎 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1100 浙江省

谢新根 宜章县玉溪镇卫生院 外科 424200 湖南省

辛东东 上海一康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 200000 上海市

邢茜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1199 浙江省

熊高锋
杭州帅范学院附属余杭医院杭州市余杭区第

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徐焙焙 启东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200 江苏省

徐丹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徐亚东 张家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金港医院） 神经外科 215631 江苏省

徐艳国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EICU 215000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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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超群 衢州市柯城区城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4000 浙江省

许莉
杭州帅范学院附属余杭医院杭州市余杭区第

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1000 浙江省

闫侠芳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严爱军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001 江苏省

颜胜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 215500 江苏省

晏菽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200 四川省

杨光耀 浦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1399 上海市

杨惠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成人重症医学科 518053 广东省

杨森林 良渚医院 麻醉科 311112 浙江省

杨天页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急诊科 200011 上海市

杨婉花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1600 上海市

杨雅迪 苏州九龙医院（合资) 重症医学科 215021 江苏省

姚少峰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15000 江苏省

叶娉娉 龙游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 324400 浙江省

叶闻闻 温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5000 浙江省

尹磊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游达礼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急诊科 201800 上海市

俞许超 诸暨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800 浙江省

俞叶红 海门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6100 江苏省

俞振飞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700 浙江省

袁杰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急诊科 315040 浙江省

袁林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137 上海市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袁圆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重症监护室 410100 湖南省

袁子茗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00233 上海市

詹友芹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5041 广东省

张朝杰 余江县人民医院 内一科 335200 江西省

张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PICU 230032 上海市

张汉辽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8400 云南省

张继宏 孝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2300 山西省

张金荣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100 江苏省

张李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重症医学科 201821 上海市

张琳 浙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张聘聘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急诊科（急诊ICU） 257000 山东省

张婷婷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000 浙江省

张伟 江苏省人民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 210000 江苏省

张志春 大连九洲世纪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400 辽宁省

章峰 张家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金港医院） 神经外科 215633 江苏省

章明 解放军总医院 心内科 100853 北京市

章雪娜 温州市中心医院 ICU 325000 浙江省

赵川 巴中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6000 四川省

赵立新 唐山市巟人医院 重症医学科二科 063000 河北省

赵琳 日照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276826 山东省

赵千帄 安吉县中医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3300 浙江省

赵云良 上海一康康复医院 神经内科 200030 上海市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郑文平 韩城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ICU 715400 陕西省

钟磊 湖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003 浙江省

周刚 四川省革命伡残军人医院 重症医学 610501 四川省

周静 南京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周娟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外科监护室 210065 上海市

周小超 南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周鑫华 江西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330006 江西省

周娅利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8109 广东省

周艳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5041 广东省

周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肾内科 210003 江苏省

周仪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144 江苏省

周志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危重病科 200080 上海市

朱杰 安吉县中医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3300 浙江省

朱晓亮 乐清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5600 浙江省

朱艳芳 黄石市中医医院 ICU 435100 湖北省

朱智勇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 311600 浙江省

诸虹 南京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17 江苏省

邹晗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200 江苏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