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周文辉 永丰县中医院 肿瘤科 331500 江西省

曾经章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感染科 550004 贵州省

李小娟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B超室 321200 浙江省

梁秦龙 陕西省肿瘤医院 头颈外科 710061 陕西省

赵月雷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超声医学科 241001 安徽省

李国政 吉林油田总医院 超声科 138000 吉林省

朱霞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感染科 550004 贵州省

吴祖培 顺德中医院 普外科 528300 广东省

陈宇宁 顺德中医院 普外科 528300 广东省

周东怀 茂名市人民医院 甲状腺血管外科 525027 广东省

王柏林 汉川市人民医院 介入医学科 431600 湖北省

毛艳平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 肝胆胰腺外科 431600 湖北省

牛广海 济南市第九人民医院 普外科 250300 山东省

卞东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超声科 110001 辽宁省

何正平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611930 四川省

李锋之 浙江省新华医院 超声科 310014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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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焰 桂林市人民医院 普通外科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晓波 灌云县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 222200 江苏省

夏中平 台州市肿瘤医院 肿瘤外科一病区 317502 浙江省

解银立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介入科 553001 贵州省

支兴兴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介入科 553001 贵州省

宋浩 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 肿瘤微创介入科 628000 四川省

王凤亮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 普外一科（肝胆胰外科） 445000 湖北省

彭强 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 肿瘤微创介入科 628000 四川省

陈守华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乳腺甲状腺外1科 250000 山东省

孙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科 215001 江苏省

刘玮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223300 江苏省

刘再加 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 医学影像科 436000 湖北省

程志刚 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 医学影像科 436000 湖北省

公维鹏 山东省肿瘤医院 外科四病区 250117 山东省

范玉亭 四川省肿瘤医院 超声医学中心 610041 四川省

赵君智 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 超声医学科 721006 陕西省

袁静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0563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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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珠峰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医院 肝胆甲乳外科 542300 广东省

杨琼 邯郸市中心医院 放疗一科 056001 河北省

任杰 邯郸市第一医院东区 综合外科 056001 河北省

刘海燕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内分泌科 510700 广东省

吴月明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肿瘤二科 121001 辽宁省

韦宇翔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超声介入 53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丽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病科 215000 江苏省

涂灿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血管介入科 315000 浙江省

朱绍光 福建省宁德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 352100 福建省

郑丽 上海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超声科 201999 上海市

陈阳天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介入科 350004 福建省

吴炼 四川省安岳县妇幼保健院 妇科 642350 四川省

吴巧胜 南昌市第三医院 乳腺科 330000 江西省

刘秋明 南昌市第三医院 乳腺科 330000 江西省

杨福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超声科 53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萌 泰安解放军88医院 肿瘤科 271000 山东省

陈凤云 湖北省宜都市中医医院 放射介入科 443300 湖北省



中华医学会肿瘤消融规范化治疗培训班（第九期）通讯录

滕炳祥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科 54500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吴成胜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感染科 271000 山东省

林媛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产科 443000 湖北省

周大鹏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人民医院 放射科 266109 山东省

江忠清 厦门市中医院 妇科 361009 福建省

谢树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肾内科 400010 重庆市

官爱萍 荆州中心医院 妇产科 434020 湖北省

余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肾内科 400010 重庆市

郑文贺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介入医学科 350004 福建省

翁剑锋 上饶市人民医院 头颈乳腺外科 334000 江西省

徐良土 上饶市人民医院 头颈乳腺外科 334000 江西省

付亚君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介入科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智健 福建省人民医院 肛肠三科 350004 福建省

张雷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317200 浙江省

李春梅 博白县人民医院 妇科 5376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小霞 博白县人民医院 妇科 5376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郭宏斌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超声科 710038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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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鑫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肿瘤科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吴正宇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医院 介入科 214500 江苏省

刘泰乐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超声科 53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屈元姣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肿瘤科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瞿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 201620 上海市

彭华斌 余干县中医院 肿瘤科 335100 江西省

李新建 江西省余干县中医院 肿瘤科 335100 江西省

王晓亮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 201620 上海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