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学号

1 白瑞霞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省 120082

2 柏晓明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宁省 120197

3 曹昆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 120223

4 岑武 兴义市人民（巟人)医院 贵州省 120136

5 陈晨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 120021

6 陈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市 120212

7 陈国平 张家港市香山医院 江苏省 120237

8 陈焕玲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120111

9 陈廸锋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120184

10 陈娇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江苏省 120093

11 陈涛 解放军第904医院无锡院区 江苏省 120187

12 陈伟 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120175

13 陈文亮 沈阳积水潭医院 辽宁省 120219

14 程浩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市 120037

15 程小燕 四川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 120096

16 丛锋 盘锦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14

17 崔涛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 河北省 120089

18 单薪宇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120125

19 但秋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湖北省 120087

20 邓淑玲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120230

21 范英慧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172

22 冯静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120204

23 冯迎龙 长沙市泰和医院 湖南省 1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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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付强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120043

25 高晖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天津市 120132

26 高婧 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省 120118

27 高榕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120220

28 高淑芳 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027

29 高婷婷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198

30 高振辉 宝鸡市金台医院 陕西省 120038

31 高振娇 北部战区总医院 辽宁省 120120

32 耿研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35

33 宫宝泉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164

34 管宇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120124

35 郭芳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120060

36 韩爱茹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濮阳市妇女儿童医院 河南省 120148

37 韩艺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121

38 韩卓越 鞍钢集团总医院 辽宁省 120186

39 贺宇偲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湖南省 120203

40 侯果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 120028

41 胡东 峨眉山佛光医院 四川省 120018

42 胡洋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120070

43 黄丹虹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120208

44 黄圭美 白城市医院 吉林省 120134

45 黄铭江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120182

46 黄新生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015

47 冀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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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贾丽艳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179

49 贾淑荣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吉林省 120017

50 姜东旭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120024

51 姜相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 辽宁省 120215

52 教鸣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辽宁省 120224

53 金英 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120141

54 金永彪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120181

55 孔会铎 天津市泰达医院 天津市 120137

56 李博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 120157

57 李浩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120071

58 李洪宝 凌源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18

59 李辉芳 巩义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120050

60 李健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 120153

61 李雷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河北省 120035

62 李明 泰安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 120062

63 李荣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120047

64 李五多 张北县医院 河北省 120094

65 李向红 北京京东中美医院 河北省 120162

66 李旭阳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省 120056

67 李益娇 成都顾连锦宸康复医院 四川省 120107

68 李毅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120067

69 李陟 天津市红桥医院 天津市 120194

70 练翠云 商丘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120030

71 梁会娟 沈阳积水潭医院 辽宁省 1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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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梁睿 沈阳急救中心 辽宁省 120074

73 林鹏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省 120139

74 刘百超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21

75 刘飞飞 广饶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120146

76 刘海梅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120231

77 刘红英 凌源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29

78 刘洪艳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湖北省 120210

79 刘婧婧 张北县医院 河北省 120077

80 刘坤 天津市红桥医院 天津市 120195

81 刘磊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徐州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 120104

82 刘亮 北部战区总医院 辽宁省 120196

83 刘明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二部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120236

84 刘明月 秦皇岛港口医院 河北省 120113

85 刘鹏 北部战区总医院 辽宁省 120188

86 刘青 张北县医院 河北省 120152

87 刘秋月 曲阳恒州/肿瘤医院 河北省 120151

88 刘泉 泰安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156

89 刘珊珊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100

90 刘爽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辽宁省 120200

91 刘希梅 顺平兴和医院 河北省 120176

92 刘旭 天津市西青医院 天津市 120058

93 刘妍 松原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120193

94 刘永奎 巴林巠旗蒙医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045

95 刘永庆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盟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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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刘自军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四川省 120126

97 卢国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120097

98 卢洪颜 白城市医院 吉林省 120133

99 卢世武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 120226

100 罗传皊 枣庄矿业集团公司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054

101 吕明义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120233

102 吕爽 盖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13

103 吕彦 北部战区总医院 辽宁省 120189

104 马静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180

105 马凯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120142

106 梅莉芬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 120051

107 蒙晶 齐齐哈尔廸华医院 黑龙江省 120169

108 宁书蔚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省 120073

109 牛虹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 辽宁省 120031

110 彭永生 南康区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省 120086

111 浦嫚丽 本溪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025

112 齐红 台安县恩良医院 辽宁省 120216

113 邱婧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吉林省 120190

114 曲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120145

115 曲琳卓 双辽市服先镇向阳卫生院 吉林省 120101

116 冉广举 成都锦欣沙河堡医院 四川省 120046

117 任虹霏 通化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120167

118 任慧娟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市 120091

119 邵弘毅 绍兴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1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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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沈渊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20127

121 师桂芳 吉林油田总医院 吉林省 120080

122 石小龙 黄河三门峡医院 河南省 120115

123 时传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120092

124 叱为涛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120013

125 宋爱琳 大连市友谊医院 辽宁省 120072

126 宋永强 益阳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 120090

127 苏鹏鹏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20099

128 孙冰珂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120225

129 孙娜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 辽宁省 120033

130 孙振杰 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东省 120002

131 谭超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120163

132 唐娅琳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省 120131

133 陶路航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120123

134 陶青青 遵义市第五人民医院 贵州省 120173

135 田华 吉林省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120110

136 王保江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陕西省 120084

137 王丹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120009

138 王道彧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 120154

139 王国平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120209

140 王婧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省 120150

141 王静霞 绍兴 浙江省 120168

142 王连成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016

143 王龙鑫 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辽宁省 1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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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王庆 福廸省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福廸省 120003

145 王芮琦 中一东北国际医院 辽宁省 120108

146 王为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 120211

147 王维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120008

148 王小龙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20171

149 王旭 吉林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120112

150 王喆 商丘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120065

151 王治斌 辽宁省辽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辽宁省 120217

152 韦玮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20161

153 魏鹏 枣庄矿业集团公司中心医院 山东省 120159

154 温丽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120066

155 吴国庆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 120041

156 吴海波 北部战区总医院和平分院 辽宁省 120103

157 吴敏明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 120155

158 奚卉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市 120177

159 肖丰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34

160 肖为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120106

161 熊锦根 镇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120116

162 修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120079

163 徐腾霄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120138

164 徐小亮 唐山市古冶区中医院 河北省 120034

165 薛龙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 120075

166 薛元峰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120191

167 闫凤民 曲阳县恒州医院 河北省 1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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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杨承国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铁煤总医院 辽宁省 120227

169 杨慧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120206

170 杨静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 120128

171 杨凯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 120023

172 杨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120007

173 杨廷梅 兴义市人民（巟人)医院 贵州省 120069

174 杨亚南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120068

175 姚光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 120149

176 叶亮亮 溧水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120192

177 易玲娴 解放军306医院 北京市 120011

178 尹大维 北京市丰台长辛店医院 北京市 120201

179 尹文峰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120183

180 于传宝 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120053

181 于慧超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005

182 于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120122

183 于洋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大连市胸科肿瘤医院 辽宁省 120098

184 臧秋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120105

185 臧玉然 兖矿总医院 山东省 120063

186 战晓慧 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省 120059

187 张春满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120174

188 张丛凤 丹东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010

189 张海荣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029

190 张洪伟 台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120102

191 张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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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张丽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120095

193 张朴丽 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个旧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120135

194 张强 泰安市中医医院 山东省 120178

195 张婷婷 凌源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228

196 张文中 长宁县中医院 四川省 120049

197 张孝丽 杞县恒康医院 河南省 120036

198 张妍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006

199 张艳飞 中一东北国际医院 辽宁省 120232

200 张燕 海河医院 天津市 120040

201 张雨萌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辽宁省 120222

202 张玉可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 120119

203 张知洪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20170

204 张智渊 登封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120114

205 赵斌 吉林吉化总医院 吉林省 120004

206 赵莉婷 张北县医院 河北省 120020

207 赵荣博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院 北京市 120202

208 赵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山东省 120039

209 赵乌仁高娃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120166

210 赵翔翔 广饶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120147

211 赵瑛祺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辽宁省 120088

212 郑宁 南京明基医院 江苏省 120143

213 钟振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 120165

214 周金林 巴中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120022

215 周娟 张家港市香山医院 江苏省 1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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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周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二部重症医学科 辽宁省 120205

217 朱文静 北京京东中美医院 河北省 120160

218 巠方田 南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1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