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包建颖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00 河南省

蔡巍巍 洛阳市中心医院 心外科 471009 河南省

曹江红 山西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12 山西省

曾洪飞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331 重庆市

常月翠 翼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500 山西省

陈霞 翼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500 山西省

陈英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ICU 450016 河南省

陈玉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ICU 050011 河北省

成江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8000 山西省

池永学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儿科 133000 吉林省

崔颖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急诊ICU 050051 河北省

代宇 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0 四川省

戴文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山西省

但汉良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430040 湖北省

邓建军 阳泉煤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5000 山西省

邓秀丽 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ICU 重症监护病房 010051 内蒙古自治区

邸亚芹 大庆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3714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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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荣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1 山西省

董旭 河北医科大学中医院 急诊科 050011 河北省

董学会 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ICU 重症监护病房 010051 内蒙古自治区

董玉洁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急救医学科 130033 吉林省

董志军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神经内科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

杜文杰 河北省定兴县医院 ICU 072650 河北省

杜艺 山西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段晓东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交矿区总

医院
急诊（ICU） 山西省

樊芳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科 山西省

范彩逢 洛阳市中心医院 CCU 471009 河南省

范风江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473010 河南省

冯晋平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041000 山西省

富玉玲 大庆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3714 黑龙江省

高春明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041000 山西省

耿照静 北京市长辛店医院 ICU 100072 北京市

巩美鱼 山西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12 山西省

关雨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1000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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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安奎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呼吸内科 呼吸内科 030006 山西省

郭建华 上海市东方医院 ICU 200120 上海市

郭玥馨 洛阳市中心医院 儿科 471009 河南省

郭增光 山西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12 山西省

郭宗伟 高阳县医院 急诊科 071500 河北省

韩强 嵩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1400 河南省

韩霞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ICU 430022 湖北省

韩阳 山西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0 山西省

韩毅 石家庄市中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050051 河北省

韩迎春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交矿区总

医院
急诊（ICU） 山西省

郝芳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252000 山东省

贺永强 汾西矿业总医院 急诊科 032000 山西省

侯宇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0208 海南省

胡瑞华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ICU 030006 山西省

胡述立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ICU 430022 湖北省

黄友金 四川省人民医院 ICU 610072 四川省

姬利华 陕西省榆林市星元医院（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9000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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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俊鹏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3 山西省

蒋文芳 柳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6 广西壮族自治区

揭凤英 武汉市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00 湖北省

解晋 山东省章丘市人民医院 急症科 250200 山东省

靳慧洁 深州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3800 河北省

靳立振 廊坊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5000 河北省

冷承慧 洛阳市中心医院 SICU 471000 河南省

李卜军 长江航运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10 湖北省

李春梅 山西省中医院大同医院 ICU 山西省

李冬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科 030001 山西省

李建强 太原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030001 山西省

李婧 山西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李立 承德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7000 河北省

李良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6000 山西省

李梦杰 河北省青县人民医院 呼吸消化科 062650 河北省

李文芳 河北省井陉县医院 急诊ICU 050300 河北省

李文杰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急诊科 730050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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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燕 山西省肿瘤医院 ICU 山西省

李旭红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老年病 030002 山西省

李媛 临汾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栗保平 山西省人民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030012 山西省

梁继芳 山西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梁利民 山西省汾阳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2200 山西省

梁颇 合川区人民医院 ICU 401520 重庆市

梁秋波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医院 ICU 525300 广东省

梁文胜 吉林市中心医院 ICU 132011 吉林省

林涌波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430040 湖北省

林志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

令狐红霞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041000 山西省

刘波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CCU 430000 湖北省

刘成 达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35000 四川省

刘际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00 河北省

刘建伟 大庆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3714 黑龙江省

刘亚 郫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1731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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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干 太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3 山西省

刘志宏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科 030001 山西省

柳彦涛 漯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2000 河南省

卢威 长江航运总医院 ICU 430010 湖北省

鲁毓林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800 山西省

吕波 广东省人民医院 ICU二区 510080 广东省

吕奇坤 北京市武警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39 北京市

马洁琼 河南省民权县中医院 ICU 476800 河南省

马宁 山西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0 山西省

马雪婷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030053 山西省

孟令田 唐山丰南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3300 河北省

米丽香 河津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300 山西省

苗雨春 山西煤炭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030006 山西省

邱丹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563002 贵州省

屈秀辉 滦县人民医院 ICU 063700 河北省

全加均 郫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1731 四川省

任丽君 翼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3500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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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陇滨 焦作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4100 河南省

申翼飞 潞安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6204 山西省

师延刚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宋璐 山西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病房 030012 山西省

苏洁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0011 河北省

苏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1 山西省

苏文星 深州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3800 河北省

孙龙波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1001 黑龙江省

孙伟 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6015 安徽省

覃江 柳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陶志宏 山西省大同同煤集团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7017 山西省

王国利 山西省肿瘤医院 ICU 030000 山西省

王虎林 解放军第四十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009 贵州省

王晋 晋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8000 山西省

王靖赜 赤峰市松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024076 内蒙古自治区

王磊 山大一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王亮 章丘市人民医院 急救中心 250200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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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王文豪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30600 山西省

王武平 唐都医院 胸外科 710024 陕西省

王曦 航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12 北京市

王显良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心内科 453000 河南省

王晓兵 清苑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71100 河北省

王孝茹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王燕宏 山西大医院 神经内科 030032 山西省

王耀勇 山西省汾阳医院 呼吸内科 山西省

王永明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030024 山西省

王增森 运城市急救中心.运城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4000 山西省

王长城 山东省兖州市兖州九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272100 山东省

魏苗 山西省肿瘤医院 ICU 030000 山西省

吴艳玲 太原钢铁集团公司总医院 急诊科 030003 山西省

武志伟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急救中心 030003 山西省

夏米西丁·阿尔斯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 83000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向睿 合川区人民医院 ICU 40152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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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小梅 临汾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1000 山西省

徐承义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22 湖北省

徐春雨 大庆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3714 黑龙江省

许惠仙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闫薇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030001 山西省

闫秀林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037008 山西省

杨斌 山西省肿瘤医院 ICU 山西省

杨德勇 青县人民医院 内一科 062650 河北省

杨建钢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山西省

杨敬辉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6 河北省

杨玉彬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山西省

尹昱 沈阳医学院沈洲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34 辽宁省

于晴 赤峰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

于伟 山东省章丘市人民医院 急症科 250200 山东省

岳惠忠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岳磊 洛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1009 河南省

张保全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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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彩苹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呼吸科 030001 山西省

张红英 滦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3700 河北省

张建军 石家庄长城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050035 河北省

张军民 魏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800 河北省

张乐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50000 云南省

张婷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62 重庆市

张晓蕾 吉林省敦化市医院 ICU 133700 吉林省

张艳 武汉市十一医院 ICU 430022 湖北省

张永根 萍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7055 江西省

章士刚 柳州市中医院 外四科 545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赵建荣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ICU 075100 河北省

赵庆玲 新泰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科ICU 271212 山东省

赵鲜虎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赵晓霞 山西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030012 山西省

赵玉霞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030053 山西省

周晋萌 山大一院 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

朱彦萍 太原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030009 山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