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学号

1 安菲 耀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27

2 包小波 邻水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19

3 薄丽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152

4 蔡雪芹 中国西电集团医院 陕西省 119083

5 曹渊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127

6 曾爱民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248

7 曾茜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85

8 曾显明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001

9 曾艺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37

10 畅进 陕西航天医院 陕西省 119222

11 陇冬丽 安康市中心医院高新医院急诊医学科 陕西省 119234

12 陇进丽 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17

13 陇丽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175

14 陇璐 临潼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41

15 陇明月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27

16 陇仁贤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四川省 119070

17 陇日红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51

18 陇婷 陕西省森巟医院 陕西省 119064

19 陇图南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重庆市 119209

20 陇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省 119081

21 成长青 金塔县人民医院 甘肃省 119142

22 程涛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065

23 丛小飞 淄博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 11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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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邓加亮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119114

25 邓文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140

26 丁曼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市 119197

27 丁雪峰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069

28 董朝辉 韩城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76

29 董雯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119170

30 董喜梅 铜川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119178

31 段尉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 119231

32 斱宗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省 119206

33 冯翠玲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119031

34 冯广才 安康市中医院 陕西省 119230

35 冯雪梅 白水县医院 陕西省 119205

36 冯毅 渭南市第二医院 陕西省 119143

37 付洪芳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182

38 高红玉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119

39 高萌 白水县中医医院 陕西省 119095

40 高孟 西安巟会医院 陕西省 119198

41 耿照明 汝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119120

42 宫振华 宝鸡市金台医院 陕西省 119179

43 顾斌 汉中市813医院 陕西省 119225

44 官蜀钧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陕西省 119079

45 郭邦海 镇安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46

46 郭明凯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139

47 郭萍 核巟业四一六医院 四川省 11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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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郭小卫 西安凤城医院 陕西省 119184

49 郭彦明 韩城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21

50 何传正 城固县医院 陕西省 119156

51 何代华 蓬溪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60

52 何杰 眉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48

53 何雄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149

54 何勇 江油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20

55 何媛媛 河南省宝丰县中医院 河南省 119105

56 贺芬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016

57 侯会斌 西安大兴医院 陕西省 119024

58 侯旭旭 紫阳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28

59 胡东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53

60 胡海燕 资阳市雁江区中医医院 四川省 119217

61 胡锐 汉中市第二人民医院汉中市传染病医院 陕西省 119239

62 胡旺旺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广东省 119029

63 胡元红 西安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119173

64 胡运果 甘洛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09

65 黄莉金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119023

66 黄晓华 安康市汉滨区第一医院 陕西省 119071

67 江林敏 核巟业四一六医院 四川省 119103

68 蒋利 勉县医院 陕西省 119203

69 焦亚光 宝鸡市金台医院 陕西省 119211

70 解行利 渭南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119074

71 解岚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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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康玲芸 凤翔县医院 陕西省 119151

73 旷培玉 成都市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四川省 119007

74 雷盼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陕西省 119193

75 李保军 杨凌示范区医院 陕西省 119098

76 李蓓 陕西省蒲城县医院 陕西省 119005

77 李斌 高陵区医院 陕西省 119199

78 李传海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24

79 李丹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218

80 李多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76

81 李建龙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36

82 李晶晶 西安市第三医院 陕西省 119087

83 李俊刚 曲沃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 119059

84 李鹏程 淮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119123

85 李孝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987医院 陕西省 119084

86 李艳飞 蒲城县医院 陕西省 119026

87 李瑛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72

88 李宇博 阆中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119191

89 李震 汉阴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44

90 李智斌 澄城县医院 陕西省 119034

91 梁吉斌 商南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28

92 梁美玲 西安长安医院 陕西省 119018

93 梁政凯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四川省 119165

94 林一凤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045

95 刘斌 汉中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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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刘承林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96

97 刘付梅 邛崃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99

98 刘亮 三门峡黄河医院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巟程局职巟医院 河南省 119131

99 刘燎原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陕西省 119052

100 刘平 西安巟会医院 陕西省 119061

101 刘清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100

102 刘潭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省 119130

103 刘潇 西安凤城医院 陕西省 119180

104 刘晓霞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19040

105 刘艳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220

106 刘尹康 通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43

107 刘英 长武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67

108 刘育苗 杨凌示范区医院 陕西省 119050

109 卢欣颖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26

110 罗辰 汉阴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06

111 罗福英 西昌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08

112 罗磊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河南省 119115

113 罗敏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04

114 罗攀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省 119167

115 罗亚东 重庆市公兯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庆市 119102

116 马俊荣 渭南市第二医院 陕西省 119141

117 马林刚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32

118 马志青 金塔县人民医院 甘肃省 119078

119 明宗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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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莫坤莲 成都航天医院 四川省 119009

121 宁德明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235

122 宁璞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129

123 潘运飞 汉滨区第一医院 陕西省 119082

124 庞爱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云南省 119237

125 戚刚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057

126 钱卫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058

127 乔保国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119124

128 阙明 南充市中医院 四川省 119163

129 任姗姗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96

130 任淑芳 澄合矿务局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035

131 任秀 西安市第三医院 陕西省 119113

132 阮庆 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省 119014

133 沈桂兵 宁陕县医院 陕西省 119138

134 沈晓娟 西安大兴医院 陕西省 119010

135 师博 西安长安医院(原:西安万杰华祥医院)〓 陕西省 119046

136 师将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陕西省 119192

137 石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133

138 石瑞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重庆市 119056

139 史少林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153

140 苏阿慧 渭南市第三医院 陕西省 119072

141 孙海群 曲沃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 119213

142 孙阳 陕西航天医院 陕西省 119216

143 唐勇敢 陕西省友谊医院（原：陕西省建筑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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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唐子建 宁强县天津医院 陕西省 119006

145 佟旭光 三台县中医院 四川省 119089

146 涂泽华 汉中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207

147 王保栋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00

148 王春 江油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81

149 王春宇 江油市中医院 四川省 119037

150 王光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45

151 王海英 渭南市第二医院 陕西省 119134

152 王静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68

153 王克 3201医院 陕西省 119049

154 王丽 彬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50

155 王林卉 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省 119171

156 王强 都江堰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119210

157 王沙 金堂县中医院 四川省 119214

158 王苏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斱医院 北京市 119003

159 王小峰 渭南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118

160 王艳 宁强县天津医院 陕西省 119002

161 王艳莉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75

162 王燕飞 安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119125

163 王永春 陕西省勉县医院 陕西省 119247

164 魏斱义 资阳市雁江区中医医院 四川省 119219

165 魏华 西安巟会医院 陕西省 119194

166 魏姗 礼泉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21

167 文博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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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毋少华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158

169 吴世新 洋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94

170 吴晓平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73

171 吴亚婷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126

172 夏骏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省 119159

173 谢倩 简阳市中医院 四川省 119033

174 幸红梅 成都航天医院 四川省 119090

175 徐强 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 119055

176 徐涛 韩城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17

177 徐新松 汉中市中心医院（中医院） 陕西省 119228

178 徐亚 蒲城县医院 陕西省 119162

179 薛超 珙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54

180 薛萌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19116

181 薛姗娜 西安大兴医院 陕西省 119022

182 闫花丽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119025

183 严卫 资阳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119063

184 阳毅 德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11

185 杨超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101

186 杨丹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陕西省 119108

187 杨帆 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86

188 杨杭燕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省 119042

189 杨健伟 汉中市中医院 陕西省 119238

190 杨静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038

191 杨盛 三原县医院 陕西省 11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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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杨思伟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190

193 杨淞 夹江康复专科医院 四川省 119091

194 叶烽 石泉县医院 陕西省 119174

195 余秋雷 开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13

196 臧婷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44

197 张迪 汉中市铁路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204

198 张海燕 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 陕西省 119233

199 张华 西安市巟会医院 陕西省 119036

200 张健 三原县医院 陕西省 119030

201 张静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41

202 张坤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七医院 陕西省 119085

203 张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15

204 张铭 西安市红会医院 陕西省 119177

205 张飒 杨凌示范区医院 陕西省 119068

206 张森 岐山县医院 陕西省 119088

207 张文哲 宝鸡市金台医院 陕西省 119166

208 张晓华 府谷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39

209 张宇祥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42

210 张煜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南省 119155

211 赵翠兮 华州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22

212 赵秋霞 自贡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119201

213 郑攀 鄠邑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145

214 郑涛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广元市四一0医院) 四川省 119157

215 郑万利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1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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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周博谦 汉中市第二人民医院汉中市传染病医院 陕西省 119097

217 周凤高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119164

218 周黎明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221

219 周良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23

220 周琴 武胜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119062

221 周文婷 郫都区中医院 四川省 119232

222 朱华 石泉县医院 陕西省 119066

223 祝培东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229

224 宗雷 西安市第三医院 陕西省 119107

225 邹德旺 略阳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119077

226 邹林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119044

227 邹林剑 成都市青白江区中医院 四川省 119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