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城市

1 陈城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230026 安徽省 合肥市

2 陈园园 安庆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6000 安徽省 安庆市

3 纪娜 肖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35200 安徽省 宿州市

4 李魏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ICU 230031 安徽省 合肥市

5 鲁杏 安庆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6000 安徽省 安庆市

6 陆伟 灵璧县人民医院 ICU 234200 安徽省 宿州市

7 彭小壮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ICU 241000 安徽省 芜湖市

8 叱刚 宿州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4000 安徽省 宿州市

9 王虎 灵璧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4200 安徽省 宿州市

10 杨雪妹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EICU 241000 安徽省 芜湖市

11 张高峰 宿州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4000 安徽省 宿州市

12 张磊 庐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1500 安徽省 巢湖市

13 王文政
航天中心医院北京大学航天临床

医学院
急诊 100049 北京市 北京市

14 赵丹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重症监护室 100102 北京市 北京市

15 李小华 福州市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9 福建省 福州市

16 叱洪辉 福州市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9 福建省 福州市

17 王春敏 长乐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200 福建省 福州市

18 游建章 三明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6000 福建省 三明市

19 杨可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8109 广东省 深圳市

20 廖贞亮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二科 563000 贵州省 遵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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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润 正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3400 贵州省 遵义市

22 杨昌艳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8304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

23 李迎超 清河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800 河北省 邢台市

24 张敬雪 清河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800 河北省 邢台市

25 张晓茜 清河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800 河北省 邢台市

26 崔建飞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 471002 河南省 洛阳市

27 郭延兵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 471009 河南省 洛阳市

28 贾睿岐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重症监护室 453100 河南省 新乡市

29 潘建林 淅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4450 河南省 南阳市

30 尚科 淅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4450 河南省 南阳市

31 杨柳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5000 河南省 开封市

32 赵莉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6000 河南省 商丘市

33 陈瑾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00 湖北省 武汉市

34 杜贤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急诊科 4300060 湖北省 武汉市

35 孟珊珊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ICU 430022 湖北省 武汉市

36 祁畅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PICU 430022 湖北省 武汉市

37 石聪颖 湖北省黄石市中医医院 ICU 435000 湖北省 黄石市

38 余浩 武汉市汉口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00 湖北省 武汉市

39 余丽霞 黄石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5002 湖北省 黄石市

40 詹秋雯 武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80 湖北省 武汉市

41 郑建娣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40 湖北省 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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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蔡君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8 湖南省 长沙市

43 曾雅军
湖南省直中医院/湖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室 412000 湖南省 株洲市

44 陈飞 湖南省岳阳市广济医院 脑科中心 414000 湖南省 岳阳市

45 湛明辉 湖南省岳阳市广济医院 心内科 414000 湖南省 岳阳市

46 张艳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心胸外科icu 410008 湖南省 长沙市

47 安华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急诊科 223300 江苏省 淮安市

48 白璐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2002 江苏省 镇江市

49 卞雪芹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

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

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

肾脏科 210000 江苏省 南京市

50 蔡可 泰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225400 江苏省 泰州市

51 曹科 南京鼓楼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8 江苏省 南京市

52 曹泼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3800 江苏省 宿迁市

53 曹治山 泰州市中医院 ICU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54 陈彬 镇江市解放军359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镇江市

55 陈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006 江苏省 苏州市

56 陈林祥 大丰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100 江苏省 盐城市

57 陈绍俊 如东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400 江苏省 南通市

58 陈晓宏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盐城医院盐

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000 江苏省 盐城市

59 陈意喆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174 江苏省 无锡市

60 陈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006 江苏省 苏州市

61 崔宁宁 睢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1200 江苏省 徐州市

62 崔晓晖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226000 江苏省 南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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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丁春龙 解放军第一Ｏ一医院 神经外科ICU 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

64 董骏杰 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5321 江苏省 泰州市

65 董淑祎 泰州市人民医院 icu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66 冯芜若 南京鼓楼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南京市

67 甘巍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内科 210000 江苏省 南京市

68 高宇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苏州市

69 顾晨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

属昆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300 江苏省 苏州市

70 顾海华 无锡市中医院 急诊科 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

71 顾立志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急诊科 223300 江苏省 淮安市

72 杭欣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000 江苏省 扬州市

73 胡志青 南京市江北人民医院 ICU 210048 江苏省 南京市

74 嵇丹丹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

75 季娟 启东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6200 江苏省 南通市

76 江俊莹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77 姜泓羽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78 姜烨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6 江苏省 南京市

79 蒋俊达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80 金律
张家港广呾中西医结合医院(张家

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215600 江苏省 苏州市

81 郎娅淞 连云港市中医院 急诊 222000 江苏省 连云港市

82 李金泽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重症科 210009 江苏省 南京市

83 李爽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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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李涛 无锡市惠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174 江苏省 无锡市

85 李维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86 李月 泰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87 李长青 盐城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001 江苏省 盐城市

88 林欣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南京市

89 刘宝栋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90 刘冰 江阴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400 江苏省 无锡市

91 刘德卫 阜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400 江苏省 盐城市

92 刘福菁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93 刘晓巧 灌云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2200 江苏省 连云港市

94 卢香琼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006 江苏省 苏州市

95 陆红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盐城医院盐

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4000 江苏省 盐城市

96 陆燕
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分院南通市

老年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001 江苏省 南通市

97 马才林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姜堰市

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500 江苏省 泰州市

98 毛东旭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南京市

99 梅冬兰 苏州市高新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129 江苏省 苏州市

100 缪冬冬 南京市浦口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800 江苏省 南京市

101 皮阳 南京鼓楼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8 江苏省 南京市

102 钱丽娜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苏州市

103 全友宏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

104 芮晴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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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商爽 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215300 江苏省 苏州市

106 盛柯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2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107 施晓婷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11 江苏省 常州市

108 宋三兵 泰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400 江苏省 泰州市

109 孙京京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5000 江苏省 扬州市

110 孙凌江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2 江苏省 无锡市

111 孙莹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112 邰慧宇 泰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113 田歌艳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001 江苏省 扬州市

114 汪涛 徐州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221000 江苏省 徐州市

115 王二义 泗洪县分金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3900 江苏省 宿迁市

116 王晶 南京市鼓楼医院 神经外科 210009 江苏省 南京市

117 王丽 泰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118 王鹏飞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119 王宇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120 王玉连 泰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121 王云云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急诊医学科 225001 江苏省 扬州市

122 王紫虹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

属昆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300 江苏省 苏州市

123 韦佳龙 丹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2300 江苏省 镇江市

124 吴浩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125 谢欣 江苏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29 江苏省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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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谢研研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南京市

127 徐剑 靖江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500 江苏省 泰州市

128 许子度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

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

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

急诊科 210000 江苏省 南京市

129 颜竞 江苏省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 226000 江苏省 南通市

130 杨淑洁 如皋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26500 江苏省 南通市

131 杨霞云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225411 江苏省 泰州市

132 杨瑶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监护科 212000 江苏省 镇江市

133 姚斌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3001 江苏省 淮安市

134 殷辰俞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400 江苏省 苏州市

135 殷凯 南京市鼓楼医院 急诊科 210000 江苏省 南京市

136 于婷婷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

属昆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300 江苏省 苏州市

137 岳震 江苏省人民医院 ICU 210029 江苏省 南京市

138 张道松 沭阳仁慈医院 急诊科 223600 江苏省 宿迁市

139 张贺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3 江苏省 常州市

140 张强
海安县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附属

海安医院
外科重症医学科 226600 江苏省 南通市

141 张世福 扬中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2200 江苏省 镇江市

142 张艳艳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000 江苏省 苏州市

143 张逸峰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虹桥

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6000 江苏省 南通市

144 张云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000 江苏省 苏州市

145 章兵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000 江苏省 扬州市

146 赵辰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006 江苏省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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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赵洪来 无锡虹桥医院 ICU 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

148 赵有红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南京市

149 周国平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300 江苏省 南京市

150 周华忠 解放军第102医院/常州呾平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151 周亮 徐州市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1000 江苏省 徐州市

152 周林栋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通市第五人民

医院
ICU 226400 江苏省 南通市

153 周乃菁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154 周天天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南京市

155 朱春仙 无锡虹桥医院 重症监护室 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

156 朱红林 盐城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4001 江苏省 盐城市

157 朱咪咪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158 朱启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000 江苏省 常州市

159 朱士春 姜堰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500 江苏省 泰州市

160 朱选风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

医院
呼吸科 212004 江苏省 南京市

161 朱学专 涟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3400 江苏省 淮安市

162 朱永雨
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徐州市肿瘤

医院
急诊科 221000 江苏省 徐州市

163 朱宇 溧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300 江苏省 常州市

164 朱正唯 泰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300 江苏省 泰州市

165 庄明峰
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医学院

附属江阴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400 江苏省 无锡市

166 邹君俊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苏州市

167 祖百猛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900 江苏省 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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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刘陈发 余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5200 江西省 鹰潭市

169 刘峰 万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43800 江西省 吉安市

170 刘远奇 上饶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4000 江西省 上饶市

171 曹纪玲 南京市江北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10000 山东省 临沂市

172 陈全涛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272100 山东省 济宁市

173 李媛媛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 急诊监护室 272100 山东省 济宁市

174 李跃文 诸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2200 山东省 潍坊市

175 刘丽 广饶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7300 山东省 东营市

176 彭娜娜 滨州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256600 山东省 滨州市

177 孙虹 临沂罗庄中心医院 麻醉科 276017 山东省 临沂市

178 王燕 广饶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7300 山东省 东营市

179 杨光诚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50022 山东省 济南市

180 张欣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重症医学科 266000 山东省 青岛市

181 赵大鹏 胶南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6400 山东省 青岛市

182 韦新明 凤翔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1400 陕西省 宝鸡市

183 刘燕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 201600 上海市 上海市

184 潘佳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心血管外科 200433 上海市 上海市

185 邵晨亮 上海市大场医院 重症监护室 200444 上海市 上海市

186 张人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北院
重症医学科 201800 上海市 上海市

187 陈萍 茂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3200 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

188 陈渔滋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501 四川省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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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韩强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1230 四川省 成都市

190 曹伟
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4000 浙江省 嘉兴市

191 陈佳洪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ICU 315000 浙江省 宁波市

192 陈佳宇 浙江明州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杭州市

193 陈丽丹 义乌市中心医院 ICU 322006 浙江省 金华市

194 黄泽炜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600 浙江省 温州市

195 李小龙 龙泉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23700 浙江省 丽水市

196 刘盼盼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00 浙江省 宁波市

197 马黄勇 诸暨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800 浙江省 绍兴市

198 苏耀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科 313000 浙江省 湖州市

199 索源
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4000 浙江省 嘉兴市

200 翁智博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00 浙江省 宁波市

201 杨艳岚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湖州市精神

病院
内科 313000 浙江省 湖州市

202 叶晓东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1115 浙江省 杭州市

203 张华梁 诸暨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800 浙江省 绍兴市

204 张佩荷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600 浙江省 温州市

205 张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急诊外科 325027 浙江省 温州市

206 周海平
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杭州空军医

院
重症医学科 310013 浙江省 杭州市

207 周洁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湖州市精神

病院
重症监护室 313000 浙江省 湖州市

208 周晟昂 浙江省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310000 浙江省 杭州市

209 朱烈烈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急诊医学科 325027 浙江省 温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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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庄奇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315202 浙江省 宁波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