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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金明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318020 浙江省

冯波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脏外科 710032 陕西省

史新格 信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000 河南省

芦乙滨 河南省信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000 河南省

张杨利 石柱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9100 重庆市

杨立明 太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03 山西省

柳杰铭 浙江省肿瘤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0022 浙江省

邓毅 合川区人民医院 ICU 401520 重庆市

杨海贵 延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16000 陕西省

周红卫 厦门中医院 ICU 361009 福建省

闫德志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1 河南省

王春奇 兰考县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 475300 河南省

高峰 湖南省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ICU ICU 418000 湖南省

冶秀花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001 青海省

崔云云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综合ICU 524002 广东省

宋璇 东阿县人民医院 ICU 252200 山东省

薛国松 安徽淮北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235000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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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青军 青海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007 青海省

陈强 青海省人民医院 ICU 810007 青海省

苏延娟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000 青海省

柳梅 武汉市第一医院 重症监护室 430000 湖北省

宋贵芳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000 青海省

石慧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SICU 450054 河南省

杨波 泸州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46000 四川省

李慧 青海省中医院 急诊ICU 810000 青海省

罗柳青 广西民族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0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金明根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周俊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653100 云南省

陈俊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ICU 325000 浙江省

贺智杰 信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4000 河南省

陈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400016 重庆市

曲巍 温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000 浙江省

李延东 河南省方城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73200 河南省

宋维鹏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外科ICU 0660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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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姗娜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014010 内蒙古自治区

张连钰 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005 青海省

云慧斌 西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810005 青海省

赵春燕 成都军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83 四川省

杨华 双流县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213 四川省

赵子龙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 014010 内蒙古自治区

徐敏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医院 ICU 325000 浙江省

张永田 宁夏西吉县人民医院 急救科 7562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苏咸 新津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430 四川省

陈庆 阿坝州人民医院 ICU 624000 四川省

余旭 信阳市中心医院 ICU 464000 河南省

王金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重症肝病科 100069 北京市

高刘炯 郑州市儿童医院 重症监护一区 450053 河南省

张群群 河南省郑州市岗杜街255号郑州市儿童医院内科监护一区 内科监护一区 450053 河南省

陈晨 郑州市儿童医院 重症监护室 450000 河南省

李懿 四川省肿瘤医院 重症监护室 610041 四川省

彭俊举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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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云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ICU 810007 青海省

陈丹祎 陕西省商洛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6000 陕西省

祁永梅 青海省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810000 青海省

胡雪甫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810003 青海省

郝晓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神经内科 610041 四川省

刘政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83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余建萍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610500 四川省

孙勇 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0 四川省

王继承 解放军第187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1159 海南省

陈聪 解放军第187中心医院 急诊科 571159 海南省

董金叶 青海油田职工总医院 急诊科 736202 甘肃省

吕建森 余姚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400 浙江省

吕正祥 重庆市石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409100 重庆市

姚岚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4000 湖南省

袁阳 四川省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9000 四川省

王书豹 中平医疗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7000 河南省

贾雍 解放军第十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8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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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闪闪 解放军第十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835000

欧阳刚 成都军区总医院 呼吸内科 610000 四川省

马宇洁 空军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142 北京市

张勇 成都军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00 四川省

王丽丽 邵东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22800 湖南省

肖雄 漳州解放军175医院 呼吸结核科 363000 福建省

王桂华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100049 北京市

关敏 郴州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423000 湖南省

井鹏程 平煤集团总医院ICU ICU 467000 河南省

李克 中国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ICU 467000 河南省

张永兵 延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16000 陕西省

石榴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2260 重庆市

王淞林 合川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1520 重庆市

高凯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症科 402260 重庆市

陈亚强 解放军第三二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54 陕西省

郭莉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830 四川省

陈黎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2000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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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英 大足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02360 重庆市

龙瑜琴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02360 重庆市

李敏 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ICU 710038 陕西省

张光明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麻醉科 200336 上海市

黄东亚 江苏省人民医院 普外科ICU 210029 江苏省

徐珂嘉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麻醉科 200336 上海市

苏喆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 麻醉科 200336 上海市

胡颖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脑重症医学科 310009 浙江省

苏立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脑重症医学科 310009 浙江省

秦浩 保定市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071000 河北省

夏大梅 西安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00 陕西省

展思东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急诊ICU 516000 广东省

刘雪芳 航天中心医院（原:721医院) 神经内科 100049 北京市

何成 南阳市张仲景国医院（市中医院） 急诊科 473003 河南省

刘晓峰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341000 江西省

袁娟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453003 河南省

陈想贵 青海省交通医院 急诊科 810001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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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辽宁省丹东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8000 辽宁省

周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外监护室 100029 北京市

王帅 邯郸市第一医院 ICU 056002 河北省

高静 伊宁市解放军第十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835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解世瑄 海南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海南省

王小英 海南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海南省

杜微 北京协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730 北京市

范春梅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原:西宁铁路医院) ICU 810007 青海省

鲜文 青海省交通医院急诊科 急诊 810001 青海省

余长升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原:西宁铁路医院) ICU 810007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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