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1 130001 包佳婷 天津市第一中心 天津市 天津市

2 130002 蔡德阳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3 130003 蔡晓通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4 130004 曹建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5 130005 常海荣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衡水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6 130006 陇浩云 海南省肿瘤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7 130007 陇洪瑜 黄岛区中心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8 130008 陇丽霞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9 130009 陇龙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0 130011 陇前程
华北理巟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一病区
河北省 唐山市

11 130012 陇岩 凉州医院(原:武威市人民医院) 甘肃省 武威市

12 130013 崔超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石家庄口腔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3 130014 崔丽嵘 安国市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4 130016 崔伟娜 河北省退役军人总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15 130017 崔晓雅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6 130018 崔耀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17 130019 代江娜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8 130020 戴慧 黄骅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9 130023 丁玲 滑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20 130024 窦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21 130025 杜传杰 清河县中心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22 130026 段树静 石家庄平安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3 130027 方建飞 唐山市巟人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24 130028 冯改霞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25 130029 冯倩倩 深州市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26 130030 冯昕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27 130032 傅乙柳 第九二八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28 130033 甘廷俊 浏阳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 湖南省 长沙市

29 130034 高雅 深州市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30 130035 高亚军 阜城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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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31 130036 高长兮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32 130037 葛寒月 阿荣旗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33 130038 耿红玉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34 130039 顾莹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35 130040 关艳霞 河北省退役军人总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36 130041 郭菲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37 130042 郭贺冰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38 130043 郭小青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39 130044 郭晓红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山西省职业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40 130045 韩冬冬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41 130046 韩利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42 130047 郝立坤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43 130048 侯宪玉 嘉祥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宁市

44 130049 侯亚男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45 130050 胡春利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46 130051 胡美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47 130052 黄艳丽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秦皇岛市

48 130053 黄战胜 伊川县彭婆镇中心卫生院 河南省 洛阳市

49 130054 霍萌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50 130055 吉苏珍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51 130056 冀丽娇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52 130057 贾红炜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53 130058 贾梦丽 肃宁县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54 130059 贾世浩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55 130060 贾正猛 故城县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56 130061 江学斌 北京市仁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57 130062 鞠振峰 黄骅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58 130063 康利高阁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59 130064 康玲娜 阜城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60 130066 李慧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61 130067 李家胜 武汉商职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62 130068 李建斌 曲阳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63 130069 李金贵 河南省泌阳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驻马店市

64 130070 李乐莹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65 130071 李磊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66 130072 李琳琳 昔阳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67 130073 李令令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68 130074 李梅 航体中心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69 130075 李明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70 130076 李劭凝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石家庄口腔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71 130077 李圣博 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新乡市

72 130078 李石磊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73 130079 李涛 峰峰集团公叶总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74 130080 李炜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75 130081 李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76 130082 李亚东 荥经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77 130083 李艳艳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78 130084 李燕春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洛阳市

79 130085 李运涛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80 130086 梁艳 新乐市中医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81 130087 刘斐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82 130088 刘光远 滦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83 130089 刘建刚
河北友爱医院(原: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叶职

巟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84 130090 刘建华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85 130091 刘理涛 信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信阳市

86 130092 刘莎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87 130093 刘天植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秦皇岛市

88 130094 刘伟 青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89 130095 刘霄岩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90 130096 刘晓娜 涞水县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91 130097 刘新朝 平山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92 130098 刘亚芳 涉县中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93 130099 刘亚男 保定市 河北省 保定市

94 130100 刘亚雄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95 130101 刘岩 天津市北辰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96 130102 刘艳虹 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衡水市脑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97 130103 柳亚南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98 130104 陆亚茹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99 130105 罗玉生 曹妃甸区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100 130106 吕蓓蓓 献县中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01 130107 吕云玲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石家庄口腔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02 130108 马朝晖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103 130109 马俊俊 孝义市人民医院 山西省 吕梁市

104 130110 马丽娜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05 130111 马秋晟 天津市北辰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06 130112 马晓玲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

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07 130113 马欣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08 130114 马雪娜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09 130115 马亚丽 禹州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110 130116 马中波 邢台市第九医院/巨鹿县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111 130117 孟壮华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12 130118 米少凯 保定市徐水区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13 130119 墨景芳 安国市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14 130120 倪雯丽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115 130121 聂屾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16 130122 牛侠 密云县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17 130123 牛祖西 菏泽市立医院 山东省 菏泽市

118 130124 潘有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119 130125 庞世雄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20 130126 濮璐宁 固始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信阳市

121 130127 齐德光 河北燕达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122 130128 齐连振 邢台医专附属二院 河北省 邢台市

123 130129 钱伟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 北京市 北京市



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124 130130 郄东磊 河北省胸科医院河北省结核病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25 130131 邱黎菲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26 130132 任飞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27 130133 荣千千 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128 130134 商静 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29 130135 邵腾皓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30 130136 史东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131 130137 史守信 保定第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32 130138 舒宝瑞 任丘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33 130139 宊建娜 巨鹿县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134 130140 宊乾坤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ICU 天津市 天津市

135 130141 宊志飞 义马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三门峡市

136 130142 苏少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37 130143 孙建 青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38 130144 孙少云 清河县中心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139 130145 孙涛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40 130146 孙艳秋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41 130147 孙悦 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衡水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142 130149 提长斌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43 130150 田超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44 130151 田双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45 130152 田野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46 130153 田煜坤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47 130154 田源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48 130155 涂福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149 130156 王宝玲 河北省泊头市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50 130157 王滨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51 130158 王朝鹏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 大同市

152 130159 王光翌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53 130160 王会军 石家庄市平安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54 130161 王佳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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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30162 王婧园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56 130163 王娟 定州市中医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57 130164 王凯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58 130165 王凯贤 唐山市巟人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159 130166 王利娟 河南省滑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160 130167 王曼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61 130168 王萌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62 130169 王鹏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63 130170 王姗姗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64 130171 王生海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65 130172 王文桐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66 130173 王小妹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67 130174 王晓 天津港口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68 130175 王鑫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69 130176 王雅婧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70 130177 王燕飞 安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171 130178 王占鹏 故城县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172 130179 王钊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73 130180 王知兵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74 130181 王子辉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75 130182 温子浩 深州市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176 130183 吴静承 兮溪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金华市

177 130184 武国利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78 130185 项灿灿 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ICU 河南省 濮阳市

179 130186 肖庆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80 130187 谢艳秋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181 130188 辛晶晶 德州市市立医院 山东省 德州市

182 130189 邢兮花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83 130190 徐刚 滦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184 130191 徐鹏鹏 淮滨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信阳市

185 130192 许建坤 山西省祁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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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30193 许雪清 武汉市第七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187 130194 薛唯潇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88 130195 闫慧泽 巨鹿县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189 130196 杨隆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秦皇岛市

190 130197 杨南南 河北省深州市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191 130198 杨蕊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92 130199 杨小军 唐山市协和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193 130200 杨鑫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194 130201 杨艳杰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195 130203 杨志伟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196 130204 杨子岳 商河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197 130205 姚亚宾 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198 130206 姚杨坤 涉县中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

199 130207 姚长浩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河北省 邢台市

200 130208 叴严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01 130209 尹诗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02 130210 于昕冉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203 130211 于尹瑞 河北省武强县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204 130212 于子然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05 130213 袁广胜 临颍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漯河市

206 130214 岳旭倩 石家庄市栾城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07 130215 昝万龙 泊头市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208 130216 张海霞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09 130217 张贺川 驻马店中心医院 河南省 驻马店市

210 130218 张红娟 河北省深州市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211 130219 张会敏 安阳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212 130220 张建 唐山市巟人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213 130221 张建军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214 130222 张静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山西省职业病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215 130223 张磊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216 130224 张丽欣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217 130225 张璐璐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18 130226 张曼曼 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219 130227 张蒙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燕达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220 130228 张楠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21 130229 张琪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北省 承德市

222 130230 张胜 杞县中医院 河南省 开封市

223 130231 张述升 天津市环湖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224 130232 张文斌 祁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225 130233 张晓娟 河北省栾城县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26 130234 张晓晓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27 130235 张鑫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28 130236 张一凡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29 130237 张盈盈 禹州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许昌市

230 130238 张永升 吴桥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231 130239 张云凤 唐山巟人医院 河北省 唐山市

232 130240 张泽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33 130241 赵擘 廊坊市中医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234 130242 赵东洋 南阳市骨科医院 河南省 南阳市

235 130243 赵海军 保定第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36 130244 赵洪刚 天津市红桥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237 130245 赵记艳 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衡水市脑科医院 河北省 衡水市

238 130246 赵景琳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239 130247 赵奇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240 130248 赵玮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41 130249 赵卫东 山西省寿阳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 晋中市

242 130250 赵西宝 商河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243 130251 赵玉倩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44 130252 赵志刚 大同市三医院 山西省 大同市

245 130253 郑国超 天津市红桥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246 130254 郑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47 130255 支海君 沧州市中心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序叵 学叵 真实姓名 单位名称 省份 城市

248 130256 钟生亮 柘城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商丘市

249 130257 周衡 航天中心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250 130258 周立基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251 130259 周梦玲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52 130260 周微微 肃宁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253 130261 周晓雨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254 130262 周洋 河北燕达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255 130263 周莹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省 张家口市

256 130264 朱春英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57 130265 朱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258 130266 朱萌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河北省 沧州市

259 130267 朱琴琴 保定第七医院 河北省 保定市

260 130268 巠海涛 燕郊人民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261 130270 杨士举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