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名称 学号

1 巠美娟 江苏省 江苏省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121001

2 纪钟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121002

3 王秀岩 黑龙江省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 121003

4 武猛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医院 121004

5 肖雅琼 北京市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21005

6 安翥鋆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121006

7 王文博 黑龙江省 大庆龙南医院 121007

8 柴云逸 黑龙江省 海伦市人民医院 121010

9 吴殿超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21011

10 刘洋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绥化市第一医院 121012

11 赵亮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绥化市第一医院 121013

12 郭喜山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人民医院 121014

13 谢文媛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121015

14 种阳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16

15 白晶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121018

16 许红梅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科分院 121019

17 姜爽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中医院 121020

18 鄂玉慧 黑龙江省 解放军211医院 121023

19 刘殿明 河南省 新蔡月亮湾医院 121024

20 许飚 江苏省 南京市中医院 121025

21 李丹丹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26

22 徐珊珊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121027

23 夏天皓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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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马业平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中医院（牡丹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21030

25 周永芳 贵州省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121031

26 曹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1032

27 崔伦伯 辽宁省 大连普兮店老年病医院 121033

28 徐智 黑龙江省 佳木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1034

29 包义君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35

30 苏常玉 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旗人民医院 121036

31 彭相虹 广东省 深圳大学总医院 121039

32 郑新安 山东省 曹县人民医院 121041

33 汪洋 吉林省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21042

34 李翠平 吉林省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21043

35 刘锦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21044

36 王幸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21045

37 朱国伟 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旗人民医院 121046

38 赵泽明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121047

39 贻钟楠 吉林省 延边医院 121048

40 徐小雨 黑龙江省 鹤岗市人民医院 121049

41 王光翌 河北省 保定市第二医院 121050

42 崔兆聪 黑龙江省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121051

43 付尧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21052

44 李小英 重庆市 开州区人民医院 121053

45 杨振涛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54

46 梁睿 辽宁省 沈阳急救中心 121055

47 赵振华 黑龙江省 七台河七煤医院 121056



序号 姓名 省份 单位名称 学号

48 王越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胸科医院 121057

49 张文平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医院 121058

50 彭敬师 吉林省 长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春市中医院 121059

51 何琦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121060

52 刘雯 甘肃省 民勤县人民医院 121061

53 汝淑艳 江苏省 无锡市惠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121062

54 米岩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 121063

55 驰欣杰 吉林省 吉林市中心医院 121064

56 秦治刚 吉林省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21065

57 马宁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医院 121066

58 基鹏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21067

59 王峣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121068

60 包静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069

61 冯习佳 吉林省 长春市中医院 121070

62 蒋海涛 内蒙古自治区 牙克石市人民医院 121071

63 曹慧茹 吉林省 吉大一院 121072

64 王海南 河南省 太康县人民医院 121073

65 刘烨 吉林省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21074

66 杜凯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121075

67 李彤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1076

68 杨洪梅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21077

69 高亚楠 黑龙江省 大庆龙南医院 121078

70 孙丽薇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121079

71 王健博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中医院（牡丹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2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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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朱宏武 黑龙江省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121081

73 韩忠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21082

74 李文秀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21083

75 赵环宇 黑龙江省 尚志市人民医院 121084

76 芦玲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医院 121085

77 林赫妍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南院 121086

78 杨冬玉 河南省 黄河三门峡医院 121087

79 肖文艳 黑龙江省 农垦北安管理局中心医院 121089

80 迟海洋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号楼5楼icu 121090

81 王超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21094

82 张虹 黑龙江省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121095

83 孙宇 黑龙江省 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121096

84 付聚红 黑龙江省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二医院 121097

85 王春影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 121099

86 仇会会 黑龙江省 大庆市人民医院 121101

87 王新茹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人民医院 121102

88 柴丽娜 黑龙江省 青冈县人民医院 121103

89 曾凯 黑龙江省 哈尔滨 121107

90 安天虹 黑龙江省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二医院 121108

91 齐艳红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121110

92 李尧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111

93 高媛 黑龙江省 尚志市人民医院 121112

94 张晋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21113

95 曲洋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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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池继涛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农恳宝泉岭管理局中心医院 121115

97 杨宏轩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肿瘤医院 121116

98 谢凤杰 黑龙江省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121117

99 魏晓文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121118

100  张瑶 黑龙江省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121119

101 张宇 黑龙江省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121120

102 刘建伟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21122

103 苏建 湖北省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121123

104 刘昊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21124

105 孙音 河南省 黄河三门峡医院 121125

106 杜玮玮 河南省 黄河三门峡医院 121126

107 王威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结核医院（佳木斯胸科医院，原佳木斯第二人民医

院）
121127

108 杨娟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21128

109 贺怀强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21129

110 陈金东 吉林省 吉林省长春市中医院 121130

111 张雪峰 黑龙江省 肇源县人民医院 121131

112 王伟 山东省 广饶县人民医院 121132

113 王晓宁 山东省 广饶县人民医院 121133

114 尤绍函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结核医院（佳木斯胸科医院，原佳木斯第二人民医

院）
121134

115 臧瑞环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21135

116 邓发礼 广东省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121136

117 高原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1138

118 李彩虹 吉林省 四平市中心医院 121139

119 洪树坤 山东省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1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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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王逍遥 黑龙江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1141

121 牛丽 黑龙江省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龙南医院 121142

122 任红梅 北京市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121143

123 侯招圆 吉林省 白城市医院 121144

124 邢闯 吉林省 白城市医院 121145

125 王朋 吉林省 长春市中心医院 121146

126 张晶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21147

127 张奥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21148

128 丁晓明 黑龙江省 牡丹江林业中心医院 121149

129 马杭琨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21150

130 李小舟 北京市 中国中医科学院 121151

131 李立群 黑龙江省 伊春市第一人民医院 121152

132 宋广宇 辽宁省 朝阳市中心医院 121153

133 郭晶 天津市 天津市海河医院 121154

134 张慧 黑龙江省 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121155

135 费孝禹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21156

136 高歌 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中心医院 121157

137 张宝彦 浙江省 宁波鄞州东南骨科医院 121158

138 蔡骋 江苏省 张家港港城康复医院 121159

139 张秀梅 辽宁省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121160

140 闫冬雪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21161

141 李心明 黑龙江省 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伊春市中心医院） 121162

142 谢兴旺 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中心医院 121163

143 王翼铭 贵州省 贵阳市公兯卫生救治中心 12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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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唐晓霞 河北省 开滦总医院 121165

145 李佳斯 河北省 开滦总医院 121166

146 刘文君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167

147 张兴宇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168

148 孟继圣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169

149 何静远 河北省 华北理巟大学附属医院 121170

150 秦燕明 江苏省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121171

151 王伟月 河北省 石家庄平安医院 121172

152 王长召 河南省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121173

153 张彬彬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174

154 索质君 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121175

155 潘鑫 北京市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121176

156 张健 天津市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121177

157 刘轶夫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121178

158 贻勇 黑龙江省 七台河矿务局总医院 121179

159 刘莲凤 江西省 江西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121180

160 张唐娟 河南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 121181

161 徐静辉 吉林省 四平市中心医院 121182

162 刘妍妍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 121183

163 于永波 河北省 华北理巟大学附属医院 121184

164 武菊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 121185

165 刘志锋 黑龙江省 庆安县人民医院 121187

166 卢仟森 河南省 卢氏县人民医院 121188

167 徐韶娟 河南省 卢氏县人民医院 12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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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黄阳 江苏省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121190

169 张绍威 内蒙古自治区 阿荣旗人民医院 121191

170 冯立伟 内蒙古自治区 阿荣旗人民医院 121192

171 赵阳光 河南省 鹿邑县人民医院 121193

172 敬华军 四川省 四川省人民医院 121194

173 汲钰 河南省 鹿邑县人民医院 121195

174 王亚平 山东省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121196

175 蔺洪萌 天津市 天津市宁河县医院 121197

176 崔乐 黑龙江省 七台河七煤医院 121198

177 李伟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1199

178 王萌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200

179 田迎旭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斱医院 121201

180 田朝阳 河南省 卢氏县人民医院 121202

181 王鹏 江苏省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21203

182 崔恒熙 江苏省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21204

183 田翠杰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医院 121205

184 金彦吉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21206

185 申龙燮 吉林省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21207

186 金光林 吉林省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21209

187 吕文 吉林省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21210

188 胡尚伟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1211

189 闫程程 河南省 鹿邑县人民医院 121212

190 刘艾鑫 吉林省 延边医院 121213

191 邱庭辉 黑龙江省 哈医大一院 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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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张巍 内蒙古自治区 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 121216

193 吴雅丽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21217

194 边锐 吉林省 敦化市医院 121218

195 王永伟 黑龙江省 绥化市人民医院 121219

196 于海兴 黑龙江省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 121220

197 王迎梅 黑龙江省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龙南医院 121221

198 赵军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21222

199 付丽娜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 121224

200 裴思颖 黑龙江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1225

201 王虹 黑龙江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1226

202 杨会龙 北京市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121227

203 孙博 黑龙江省 佳木斯中心医院二部（原:佳木斯铁路医院) 121231

204 杨玉梅 广东省 深圳远东妇产医院龙岗妇产医院 121232

205 詹必勋 广东省 龙岗妇产医院 121233

206 岳泽宇 黑龙江省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原：牡丹江林业管理局中心医

院）
121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