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5052 刘旸 厦门长庚医院 福建省

095091 许蕊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095086 问敏锋 核巟业四一七医院 陕西省

095120 朱庆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省

095262 康小龙 青海省福利慈善医院 青海省

095249 王远昆 湟中县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257 李欣慧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17 郑天红 敦煌市医院 甘肃省

095041 李艳 思茅市医院 云南省

095046 刘东海 汉滨区中医院 陕西省

095182 赵令娣 大通县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24 丁虹 新平县人民医院 云南省

095083 王维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5134 蒋璐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095098 怡建平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甘肃省

095250 王道金 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青海省

095263 严兆兰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76 汪涛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省

095101 张丹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30 韩西特 开封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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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5079 王合庄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5036 寇增民 临颖县中医院 河南省

095056 马雅楠 青海省交通医院 青海省

095059 马占雄 青海省交通医院 青海省

095260 陈剑 青海省福利慈善医院 青海省

095118 周生晶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青海省传染病医院 青海省

095067 申昕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095129 黄家晟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095054 卢文超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省

095125 付建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宁夏自治区

095172 杨婉珍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自治区

095255 马永海 湟源县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27 何嘉炜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095115 赵理梅 武冈万康医院 湖南省

095135 雷步博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103 张建军 武山县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158 三芬英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095187 周玉桂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253 赵维良 青海省康乐医院 青海省

095254 樊秉栋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67 王雅琴 金昌市金川区中医院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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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69 宋晓健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山西省

095082 王书民 内乡县中医院 河南省

095022 党应昌 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省

095080 王红敏 西安市第一医院 陕西省

095037 李婧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04 李刚 宁县中医院 甘肃省

095113 赵成进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青海省传染病医院 青海省

095185 郑昭 西宁钢厂职巟医院 青海省

095246 郭汇浩 平安区中医医院 青海省

095258 李吉龙 青海交通医院 青海省

095154 马玉梅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095064 庞永光 平度市中医院 山东省

095025 葛保国 濮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5106 张利花 濮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5111 张勇 四川省长宁县中医院 四川省

095088 吴仁权 丘北县人民医院 云南省

095039 李猛永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云南省

095031 韩旭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08 原斌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甘肃省

095045 蔺占雄 大通县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42 李永燕 青海省第亓人民医院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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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63 聂义林 宁乡县人民医院 湖南省

095155 南晓东 武警甘肃总队医院重症医学科 甘肃省

095084 王艳婷 巴彦淖尔盟中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5130 贾萍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江苏省

095094 杨磊 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 江苏省

095179 章卫桥 余姚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095073 童要志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医院 北京市

095169 许卉军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5165 王书鹏 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省

095075 万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095044 李正雄 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095009 班丽红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58 马亦然 新平县人民医院 云南省

095092 郇小利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医院 陕西省

095038 李乐 第亓冶集团医院 四川省

095085 魏春龙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16 陈娟 核巟业215医院 陕西省

095032 侯亚利 青海省交通医院 青海省

095147 刘顺才 青海省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50 马德花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青海省

095049 刘晓兰 青海省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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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74 张斌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宁夏自治区

095247 吴慧先 乐都区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83 赵玺灵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陕西省

095024 冯英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山西省

095026 耿建慧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山西省

095070 苏彦霖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51 刘璇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

095136 李红亮 曹县磐石医院 山东省

095077 王春青 厦门市海沧医院 福建省

095061 孟东亮 解放军一亓三中心医院 河南省

095102 张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5028 郭超 核巟业四一七医院 陕西省

095010 卜变新 周至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

095014 陈宏朝 岐山县医院 陕西省

095057 马亚南 西安高新医院 陕西省

095012 柴磊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陕西省

095007 王富 甘肃省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55 罗雯静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34 冀乃喜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46 刘莎莎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173 于成超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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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251 赵生章 民和县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23 陈应清 遵义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贵州省

095040 李想 核巟业四一七医院 陕西省

095168 席振创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095015 陈建军 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5116 赵振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07 张松利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95 杨柳青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095087 吴栋泽天 深圳市福田区中医院 广东省

095020 陈响文 珠海市第亓人民医院 广东省

095090 徐功蒲 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5023 刀昌勇 思茅市医院 云南省

095144 刘丹丹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陕西省

095148 龙婧 青海省第亓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03 关浩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自治区

095186 钟杰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97 叶家欣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省

095013 陈飞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5033 胡玉强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5017 陈立新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095145 刘敏 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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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09 张信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

095100 禹刚 阿坝州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5050 刘星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5042 李叶红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贵州省

095164 王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095143 李玉明 酒泉同济中西医结合医院 甘肃省

095002 付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西区苏州科技城医院 江苏省

095153 马永春 青海省交通医院 青海省

095171 杨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宁夏自治区

095047 刘虹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60 门志强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山西省

095104 张杰 平度市中医院 山东省

095027 耿玉梅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19 陈淑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095160 王彩荣 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095105 张丽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省

095005 马建军 甘肃省高台县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110 张永强 陇西县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114 赵海军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人民医院 甘肃省

095078 王皓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112 张玉红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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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99 殷勤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095072 田婧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095119 周微 大冶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5065 彭小刚 宜昌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095108 张翕珠 四川省江油九〇三医院 四川省

095184 赵晓红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云南省

095166 王维恩 互助县人民医院 青海省

095001 董旭 宁夏第三人民医院 宁夏自治区

095261 司立宁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青海省

095188 巠小淑 湖北省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5074 万善志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095177 张骏 余姚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095018 陈士兵 建德市中医院 浙江省

095096 杨艳鹏 郑州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095089 吴耀辉 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095035 江从兵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5029 郭亚宁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陕西省

095062 孟锐 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市

095122 陈俊 青海省交通医院 青海省

095149 罗玮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095021 代文 广饶县中医院 山东省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5178 张宇 宝安区中医院 广东省

095043 李勇 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医院 陕西省

095011 蔡佳君 四川绵阳江油903医院 四川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