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82025 李丹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28 杨玉书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29 胡宗俊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31 蒋国燕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32 乔着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 重庆市

082034 张静 重庆市中山医院 重庆市

082038 杨慧琼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庆市

082042 付传发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43 李安庆 江油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44 谢世君 南充东方医院 四川省

082045 孙云飞 武汉市第十一医院 湖北省

082047 李玉砚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庆市

082048 廖晨 德宏州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053 陈阳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54 郭豪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

082055 韩晓霖 彭州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061 刘艳宾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082062 冯璇璘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68 王红磊 眉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071 蔡爽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72 曾丰慧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082073 曾海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重庆市

082074 曾薪月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75 车丽玲 河南省胸科医院 河南省

082076 陈方园 南岸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77 陈茂生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082078 陈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自治区

082079 陈准 黄陂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082080 程桑娅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081 崔伦顺 河南省泌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82085 杜东红 长寿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86 段榆琳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87 凡丽 南充市东方医院 四川省

082089 樊艺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市

082091 范文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092 方海云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重庆市

082093 付天赋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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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94 高亚丹 贵州省首钢水城钢铁公司总医院 贵州省

082095 戈颂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096 龚琳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庆市

082097 郭凯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082098 郭振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北京市

082099 韩青城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02 陈丽华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005 吉孝祥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省

082008 张春涛 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省

082009 陈俞余 第三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市

082011 程琼 大竹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13 张岩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四川省

082017 熊娟 彭水县中医院 重庆市

082021 樊丽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022 田伟华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082100 郝劲博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101 何金 南华县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102 何仲春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03 贺大银 解放军第477医院 湖北省

082104 胡小红 合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05 虎胜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07 黄行 黄陂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082108 黄胜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09 江功宇 四川省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082110 姜守波 眉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111 蒋昌华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市

082112 蒋灵龄 金堂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13 蒋杨峥 永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14 蒋原妮 中国五冶医院 四川省

082115 蒋忠洋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16 金铁 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湖北省

082117 雷铃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18 雷振东 三穗县中医医院 贵州省

082119 黎明亮 重庆市梁平县县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20 李刚 昆明市中医医院 云南省

082121 李海 淄博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082123 李江泉 彭水县人民医院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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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4 李俊君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25 李文波 四川 省大竹县中医院 四川省

082126 李兴明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27 李彦丹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082128 李宇飞 河南省南阳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附院 河南省

082129 李喆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自治区

082130 梁晓丽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31 梁勇 南岸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32 林丽群 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133 刘传博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34 刘嘉鹏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135 刘娟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38 刘蕊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139 刘宗玮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40 隆毅 重庆市肿瘤医院 重庆市

082141 娄术花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贵州省

082142 陆安静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贵州省

082143 陆军 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四川省

082145 吕福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 重庆市

082146 聂飞燕 花垣县人民医院 湖南省

082147 庞敏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48 庞麒麟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省

082149 裴明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自治区

082150 蒲玉英 澜沧县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151 阮自良 昆明市中医医院 云南省

082152 宋波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53 宋光宇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154 宋莹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市

082155 孙贵林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56 谭彬昕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57 汤雪梅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58 唐建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59 唐礼 石阡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161 唐涛 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62 田甜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163 涂琦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64 汪江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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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65 汪雄攀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66 汪彦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67 王建国 贵航302医院 贵州省

082168 王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082169 王娜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70 王秋勇 厦门市海沧医院 福建省

082172 王苏平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73 王维维 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重庆市

082174 王晓睿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75 王旭东 荣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76 王雅 资中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77 王艺萍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78 王智超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79 卫茂华 泸州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80 吴常达 鄞州区第二医院 浙江省

082181 吴朝文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82 吴美蓉 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83 吴萌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84 吴余 阆中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185 夏竣峰 大渡口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86 向勇 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87 谢艾娟 仁寿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188 谢鹏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189 谢永祥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四川省

082190 谢志群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91 熊芳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重庆市

082192 熊江 垫江县中医院 重庆市

082193 徐华 澜沧县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194 徐磊 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 四川省

082195 徐伟 重庆新桥医院 重庆市

082196 徐智会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197 许峰 重庆市中医院 道门口院部 重庆市

082198 晏莉 彭水县中医院 重庆市

082199 杨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 贵州省

082201 杨晓鲲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四川省

082202 杨银蔚 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203 杨颖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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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205 尹武山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206 余斌 北京市丰台右安门医院 北京市

082207 余超 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 重庆市

082208 袁媛 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09 岳嵘 眉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210 张成江 潼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11 张春梅 合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13 张贵金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15 张娟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16 张黎姣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二院新桥医院 重庆市

082217 张丽慧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四川省

082218 张烈元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 广东省

082219 张姝红 郫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20 张天怡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82221 张泽奎 阿坝州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22 张振帅 甘肃武威肿瘤医院 甘肃省

082223 赵德生 合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24 赵霞 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25 郑洁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82226 钟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自治区

082227 钟燕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28 周华 玉溪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229 周磊 平山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082230 周念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231 周远财 重庆市开县康桥医院 重庆市

082232 朱国强 南阳医专一附院 河南省

082233 朱仕平 叙永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234 朱诣 威宁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

082235 祝三山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自治区

082236 左天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

082237 冯燕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082238 郭睿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082241 石天杰 昆明市中医医院 云南省

082243 孟凡琳 四川省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082245 周海山 四川省盐亭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46 李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082248 张玉顺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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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249 李德忠 恩施州中心医院 湖北省

082250 李鹏宇 四川省眉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082251 王益梅 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医院 重庆市

082252 严向锋 陕西省康复医院 陕西省

082254 唐能华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55 何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重庆市

082256 杨俊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庆市

082257 刘述平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58 刘晓春 重庆市武隆县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59 纪娟 重庆市垫江中医院 重庆市

082260 宋柳志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261 冉枭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庆市

082262 孙伟青 河北省赵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082263 白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082265 吕睿冰 湖北省华润武钢总医院 湖北省

082266 申林娜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082267 刘勤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庆市

082268 黄静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269 陈宁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082270 顾朝凤 山东省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082271 刘光政 贵州省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贵州省

082272 傅小雨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082273 王娜 四川省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082274 郝昱芳 榆林市第二医院 陕西省

082276 李忠义 陕西省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 陕西省

082277 侯玲 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082279 王琼凤 陕西省渭南市妇幼保健院 陕西省

082280 刘俐慧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湖北省

082281 邓艳斌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湖北省

082311 张维勇 重庆市巫山县中医院 重庆市

100312 田时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

100313 聂小涛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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