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艾小华 中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8100 四川省

曾凡乔 广西桂东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3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春燕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42 重庆市

陈科伍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402360 重庆市

陈伦音 永川区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160 重庆市

陈许英 泸溪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416100 湖南省

陈奕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20 重庆市

陈仲祥 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心ICU 中心ICU 400080 重庆市

邓宁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700 重庆市

丁鹏鹏 解放军302医院 重症监护中心 100039 北京市

范婷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6 重庆市

范元 沙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30 重庆市

符宜龙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000 重庆市

龚宗炼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7000 四川省

辜春兰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42 重庆市

顾华 兰州石化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60 甘肃省

郭川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610051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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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红霞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31 四川省

郭夕珍 四道街20号 重症病房 610000 四川省

郭修红 贵州省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1400 贵州省

韩怀彬 周口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韩鹃 解放军第324医院 急诊科 400020 重庆市

韩晓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400016 重庆市

何春燕 重庆市陈家桥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331 重庆市

何春燕 垫江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300 重庆市

何发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6 重庆市

何剑成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28017 四川省

何盛琴 重庆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30 重庆市

贺玉英 l泸溪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416100 湖南省

胡丽蓉 四川省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ICU 646000 四川省

黄彪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360 重庆市

黄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内科icu 400016 重庆市

黄健彬 重庆垫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300 重庆市

黄坤 南昌三三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0000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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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永 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2289 重庆市

黄威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EICU 510120 广东省

贾潇楠 黑龙江省大庆市油田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3000 黑龙江省

简万均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200 重庆市

江桂萍 永荣矿业公司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464 重庆市

金海明 南阳南石医院 急诊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况刚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360 重庆市

赖仕宇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7000 四川省

黎璞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麻醉手术科重症监护中心710038 陕西省

黎小燕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644000 四川省

李国兵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8300 重庆市

李开宇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7008 山西省

李珂 眉山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0010 四川省

李乐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344000 江西省

李莉 重庆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30 重庆市

李鹏 贵州省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551400 贵州省

李盛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 400016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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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ICU 400042 重庆市

练书坚 大竹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35100 四川省

廖曾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呼吸内科 610044 四川省

林财威 航天中心医院 急诊科 100049 北京市

林可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症医学科 400000 重庆市

刘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ICU 401331 重庆市

刘国明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81 四川省

刘杰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0050 重庆市

刘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ICU 100142 北京市

刘谋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360 重庆市

刘强 南阳南石医院 急诊科 473000 河南省

刘文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外科 250012 山东省

刘秀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6000 河北省

刘学建 重庆市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重庆市

刘勇 恩施州民族医院 呼吸内科 445000 湖北省

刘勇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404000 重庆市

龙飞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0236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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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光兵 眉山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0010 四川省

陆钦菊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一病区 563000 贵州省

罗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和重症医学科 400016 重庆市

罗秋凤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科 545002

吕艳香 西京医院 消化监护室 710032 陕西省

农忻月 普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5000 云南省

侬光彪 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 663000 云南省

欧袁 重庆市重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80 重庆市

裴家强 重庆市江北区第三二四医院 心胸外科 400020 重庆市

彭超华 广安市人民医院 ICU 638000 四川省

彭国平 武胜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38400 四川省

乔陈财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20 重庆市

乔茂志 重庆市彭水县中医院 急诊科 409600 重庆市

邱参华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4600 江西省

冉希 重庆市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3 重庆市

任金福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重症监护室 733000 甘肃省

申学惠 四川石油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213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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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江宜 河南大学附属南石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石佳靓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普通外科 210000 江苏省

石柳 眉山市中医医院 神经外科 620000 四川省

孙敏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1130 四川省

谭辉 咸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00 陕西省

谭继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 400016 重庆市

唐自慧 达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35000 四川省

陶文强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ICU 510120 广东省

陶杨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症医学科 400014 重庆市

陶云坤 玉溪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653100 云南省

涂学平 湖北省恩施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000 湖北省

王本钢 四川省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9000 四川省

王川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6 重庆市

王宏伟 重庆市黔江区中医院 急诊科 409000 重庆市

王辉 四川省安岳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42350 四川省

王敬 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404000 重庆市

王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呼吸内科 610041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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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38 重庆市

王伦文 浠水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8200 湖北省

王鹏 中国兵器521医院 危重症医学 710065 陕西省

王欣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60 重庆市

王新刚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王仪碧 贵州省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001 贵州省

王正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700 重庆市

魏文鹏 周口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吴云刚 南阳南石医院 NICU 473000 河南省

夏凤强 长沙市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6 湖南省

向立平 奉节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4600 重庆市

谢娟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监护室 635000 四川省

谢为民 四川石油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213 四川省

熊白龙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700 重庆市

徐静 眉山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 内科 620010 四川省

徐晓庆 眉山市中医医院 心内科 620020 四川省

徐芸锋 鹰潭市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335000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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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钰婷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ICU 646000 四川省

鄢韵升 重庆市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3 重庆市

杨荣刚 南阳南石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叶光宏 安岳县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42350 四川省

殷伟 益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413000 湖南省

银皓 铜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560 重庆市

游贤超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1700 贵州省

余莲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0041 四川省

詹雪亮武陟县人民医院（老师，证书邮寄请勿寄单位，请直寄通信地址，即家庭住址。谢谢）心内科 454150 河南省

张丹阳 襄阳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1000 湖北省

张恩莉 兴义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562400 贵州省

张峻华 兰州石化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0060 甘肃省

张颖 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331 重庆市

张禹 海军总医院 高压氧科 100048 北京市

赵华昌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急诊科 611135 四川省

赵焕兰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6100 山西省

赵杰娉 河南省胸科医院 ICU 450008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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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容华 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 中心ICU 400039 重庆市

赵爽 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 急救ICU 404000 重庆市

郑君 四川省人民医院 急诊ICU 610000 四川省

郑召雨 眉山市中医院 心内科 620010 四川省

钟大奎 重庆市荣昌县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 神经内科 402460 重庆市

朱伟东 诸暨市中医医院 ICU 311800 浙江省

朱旭生 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邹军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130 四川省

邹鑫森 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 ICU 404100 重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