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蔡浩 郫县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730 四川省

蔡贤福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医学部 646000 四川省

曹海泉 南充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7000 四川省

曹建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641000 四川省

曹寅 重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20 重庆市

曾京 文山市医院 重病医学科 663099 湖南省

曾小钦 贵州省修文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200 贵州省

陈爱莲 濮阳市中医院 心内科 457000 河南省

陈贵洪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EICU 646000 四川省

陈涵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呼吸科 400060 重庆市

陈恒 武胜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8400 四川省

陈红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医学部 646000 四川省

陈亮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陈烈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415000 湖南省

陈凌志 重庆市永荣矿务局职工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46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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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蓉 重庆急救医疗中心 急诊科 400014 重庆市

陈涛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402360 重庆市

陈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120 重庆市

陈希洋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8500 重庆市

陈晓曦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120 重庆市

陈兴华 重庆嘉瑞医院 内科 400700 重庆市

陈莹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60 重庆市

陈咏梅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3000 湖北省

成绍彬 桐梓县人民医院 ICU 563200 贵州省

程鹏雁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8400 云南省

程远宣 重庆市铜梁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560 四川省

程跃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崔静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0000 安徽省

邓亮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呼吸科 400000 重庆市

邓淋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0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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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凌艳 民权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76800 河南省

杜伟 重庆璧山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ICU) 400021 重庆市

樊晶 成都市第五人民 医院 急诊科 611130 四川省

方宇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一病区 611130 四川省

封海霞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急救医学部 402760 重庆市

冯瀚峰 邻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8500 四川省

冯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00 重庆市

冯士航 重庆市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科 401120 重庆市

付臣志 桐梓县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563200 贵州省

付传江 桐梓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 563200 贵州省

付东琳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3 重庆市

付思雲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610000 四川省

傅艳莉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江西省

甘金池 邻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8500 四川省

甘盛文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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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红娟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610400 四川省

高健源 九龙坡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80 重庆市

龚超 务川昇辉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4300 贵州省

古扬 盐亭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2600 四川省

谷志龙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1001 辽宁省

郭钰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全科医学 450000 河南省

韩国化 太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1400 河南省

何蔼婷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何康 綦江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420 重庆市

何丽莎 重庆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何利萍 重庆奉节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4600 重庆市

何美惠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症监护室 400036 重庆市

何倩 北京中美集团中铁二局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610000 四川省

何幸原 璧山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560 重庆市

何羽 秀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990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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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禄 重庆市铜梁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560 重庆市

贺旭 云阳县中医院 ICU 404500 重庆市

洪彪 夏邑县中医院 急诊科 476400 河南省

胡景象 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5000 四川省

胡中 重庆渝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4600 重庆市

黄杰 武隆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8500 重庆市

贾中华 重庆合川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520 重庆市

江飞 四川省江油市九0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700 四川省

江龙 重庆市江陵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21 重庆市

姜毓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ICU 450000 河南省

蒋昊 叙永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46400 四川省

蒋健 重庆市铜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560 重庆市

康国平 巴中市中心医院 急救部 636000 四川省

况波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四川省老年病研究所) 心肺中心 610000 四川省

赖勤 广元市中心医院 ICU 628000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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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翔云 弥勒市中医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部 652399 云南省

冷佳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00 重庆市

李成花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00 河南省

李丹 重庆市东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60 重庆市

李荷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80 重庆市

李慧敏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0630 湖北省

李佳胰 重庆大足县人民医院 肾内科 402360 重庆市

李佳忆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130 四川省

李京杭 江苏省人民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 210000 江苏省

李静 重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86 重庆市

李岚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李林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胸心外科ICU 400016 重庆市

李平 余庆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4499 贵州省

李巧丽 重庆市公共医疗卫生救治中心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李薇薇 信阳市中心医院 儿科PICU 464000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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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稳 桐梓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563200 贵州省

李新兵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5400 山东省

李雪玲 江西省余干信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5100 江西省

李艳华 河南省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EICU 476000 河南省

梁成果 环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45700 甘肃省

梁春荣 大坪医院 神经内科监护室 400042 重庆市

林春强 重庆市中医院 急诊ICU 400000 重庆市

林卫德 仁寿运长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ICU 620500 河南省

刘传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刘丹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四川省老年病研究所) 心肺中心 610000 四川省

刘洪峰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00050 重庆市

刘丽容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60 重庆市

刘满平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4000 四川省

刘钦建 什邡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8400 四川省

刘思逸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肾内科 330000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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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急诊科 400082 重庆市

刘长纲 吉林省通化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4001 吉林省

刘振家 广西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2800

龙登炎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综合ICU 556000 贵州省

龙庆铖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综合ICU 556000 贵州省

龙寿洪 重庆璧山县中医院 呼吸内科 420760 重庆市

卢海宁 广东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0000 广东省

罗欢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罗慧 泰和医院 急诊科 423000 湖南省

罗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胸心外科ICU 400000 四川省

罗英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0 重庆市

罗远根 福建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 福建省

罗之彦 广东省中医院 呼吸科 510030 广东省

骆艳萍 夹江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4100 四川省

吕飞 秀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990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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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龙 公安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4300 湖北省

马婉嫕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科 450000 河南省

毛欢欢 广安市人民医院 ICU 638550 四川省

毛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331 重庆市

梅华鲜 贵州省人民医院 ICU 550000 贵州省

梅涛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ICU 415003 湖南省

闵利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木文姬 丽江市古城区人民医院 内科 674100 云南省

穆庆华 九龙坡区中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00080 重庆市

欧阳汛 吉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331600 江西省

潘俊宇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综合ICU 556000 贵州省

潘年泽 台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6600 贵州省

秦嘉丽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400021 重庆市

秦龙 青神县人民医院 icu 620460 四川省

冉冬冬 重庆安佑医院 内科 40000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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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隆红 重庆市酉阳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9800 重庆市

阮佳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四川省老年病研究所) 心肺中心 610000 四川省

尚宝朋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重症医学 521415 广东省

邵利江 宁波市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5010 浙江省

石娇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石进 余庆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4499 贵州省

石娟娟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0 贵州省

石维 锦屏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67000 贵州省

史燕龙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0 重庆市

宋超 务川昇辉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4300 贵州省

苏松林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0041 四川省

苏艳 泸州医学院附属成都三六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646000 四川省

苏艳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6 重庆市

孙贵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52 重庆市

孙鸿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麻醉科 40001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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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6 浙江省

孙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610000 四川省

孙隆江 重庆市长寿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220 重庆市

孙正鑫 贵航302医院 综合ICU 561000 贵州省

孙钻 郫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730 四川省

谭喜庆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内科ICU 410013 湖南省

谭学兵 重庆丰都县中医院 急救部 408200 重庆市

谭悦 重庆市酉阳县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9800 重庆市

汤国军 鹤峰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800 湖北省

唐斌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563000 贵州省

唐源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563000 贵州省

陶磊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80 四川省

陶丽 重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救部（中心ICU） 401120 重庆市

田冰 蒙自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1100 云南省

田明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北院急诊科 330006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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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翔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外科 453100 河南省

王慧芳 江西铜业公司贵溪冶炼厂职工医院 妇产科 335424 江西省

王家欣 吴忠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511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久惠 四川省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41 四川省

王凯 淳化县医院 急诊科 711200 陕西省

王璐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00 陕西省

王美祥 兴仁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562300 贵州省

王玭 广东省中医院 脑病一科 510405 云南省

王帅 武胜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638400 四川省

王薇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45400 湖北省

王小雨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643000 四川省

王秀芝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130 四川省

王亚珠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EICU，心血管内科CCU 401336 重庆市

王智 筠连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45250 四川省

韦瑷 江津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26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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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宗强 重庆南商龙济康复医院 血透中心 408400 重庆市

魏川 重庆垫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300 重庆市

魏志方 许昌市市立医院 急诊科 461000 河南省

文柯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0 四川省

文明祥 贵州省人民医院 ICU 550002 贵州省

吴兵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260 重庆市

吴桂玲 濮阳市中医院 心内科 457000 河南省

吴汉坤 黎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7300 贵州省

吴娟 重庆大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900 重庆市

吴玲玲 重庆三博长安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23 重庆市

吴志川 重庆市永荣矿务局职工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460 重庆市

伍贞超 望谟县人民医院 552300 贵州省

向朝雪 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00 四川省

肖鹏 华容县人民医院 ICU 414200 湖南省

肖贤赋 吉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1600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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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碧勇 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733 四川省

谢斌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急诊科 400000 重庆市

邢炎 秀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9900 重庆市

胥鹏 重庆奉节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4699 重庆市

徐爱平 湖北省新华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51 湖北省

徐志勤 深圳龙城医院 ICU 518116 广东省

许峰 重庆市中医院 道门口院部 ICU 400011 重庆市

许健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000 广东省

许庆 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2289 重庆市

严绍极 三明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5000 福建省

杨桂香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260 重庆市

杨华丽 重庆三博长安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杨凯 许昌市立医院 急诊科 461000 河南省

杨曼纯 广东省中医院 神经科 510000 广东省

杨淑茹 西充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7200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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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波 黔西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1500 贵州省

杨小蕾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3 重庆市

姚妙恩 广东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0120 广东省

姚勇刚 重庆市中医院 急诊ICU 400000 重庆市

叶桂霖 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8400 云南省

易茜 重庆市中医院 急诊ICU 400000 重庆市

易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331 重庆市

余文梅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400 重庆市

俞一琴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0000 福建省

袁雪娟 弥勒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52399 云南省

袁益明 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四川省老年病研究所) 心肺中心 610000 四川省

臧婷 陕西省第二纺织医院 ICU 712000 陕西省

张翠萍 广东省中医院 心血管 510000 广东省

张果 益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13000 湖南省

张虹 重庆市开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540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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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娟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400 四川省

张莉 杭州市中医院 中心监护室 310053 浙江省

张璐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54 重庆市

张乃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急诊科 330003 江西省

张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重症监护室 550002 贵州省

张权 长沙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张艳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 400000 云南省

张颖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610072 四川省

张羽波 湄潭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4100 贵州省

张玉胜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400800 重庆市

张展林 广东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0403 广东省

张钊 卢氏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2200 河南省

张子煜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00 陕西省

张宗乾 重庆金易医院 内科 401120 重庆市

章勤 岳阳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4000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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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佳佳 思南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5100 贵州省

赵久明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3100 贵州省

赵连帅 黔西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1500 河南省

赵龙坤 昌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8100 云南省

赵绅君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赵雪梅 重庆市东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336 四川省

赵志鹏 淳化县医院 急诊科 711200 陕西省

郑佳 重庆市长寿区中医院 麻醉科 401220 重庆市

郑丽燕 南川宏仁医院 血透中心 408400 重庆市

郑明霞 覃家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 400038 辽宁省

钟秀洪 重庆市綦江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420 重庆市

周复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呼吸科 401320 重庆市

周连君 重庆市铜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560 重庆市

周翔 三明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5000 福建省

周游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0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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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玲 重庆市中医院 急诊icu 400000 重庆市

周治宇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0 重庆市

周子淞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麻醉科 400000 重庆市

周祖军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83 重庆市

朱海林 蒙自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661100 重庆市

朱海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急诊科 400000 重庆市

朱江 重庆京西医院 大内科 400050 重庆市

朱梅香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祝蕾 湄潭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4100 贵州省

左定荣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55000 云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