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何任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515

袁涛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九江市传染病医院 中医康复科 332000

李明杰 姜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科 225500

李志平 姜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骨科 225500

李晓波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科 225411

刘晓光 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 康复科 200438

沙彬秀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29

成先柄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563003

宋卫华 烟台冰轮高压氧舱有限公司 销售部 264003

刘军 烟台冰轮高压氧舱有限公司 技术部 264003

薛晨 烟台冰轮高压氧舱有限公司 销售部 264003

张延伟 烟台冰轮高压氧舱有限公司 销售部 264003

侯宝钰 大连船舶康复医院 康复科 116013

张云 辽宁省金秋医院 康复科 110015

邓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0

杨杰 洪洞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031600

王梅梅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041000

李红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0

翟华 上海阳光康复中心 院办 200000

周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科 310009

楼志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中医康复科 310009

崔清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科 310009

石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科 310009

张珊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080

胡丽萍 鄢陵县中医院 康复科 4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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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桂霞 鄢陵县中医院 康复科 461200

丁娜娜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1002

孙伟 贵州省骨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50007

蔡凯 许昌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1000

袁广宇 舞钢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2500

袁佳欢 许昌市立医院 康复科 461000

潘洪发 潍坊市人民医院 脊柱外科二区 261041

张香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30

褚世滨 黑龙江海员总医院黑龙江省交通医院 康复治疗工作部 150020

王留根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0

马金玉 南阳医专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58

景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科 716000

夏娣文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8035

刘一兵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 儿科 476000

李勇 信阳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464000

魏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康复科 250012

杨纯生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3003

侯辉丽 黄河科技学院 医学院 450003

胡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康复科 430030

蔡西国 河南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3

陈小云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630

苏琦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4002

叶超群 空军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142

杨庆宝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31

段继香 郑州卷烟厂康复医院 神经康复科 450004

张风林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东京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5001

梅杰民 西华县人民医院 康复、疼痛科 466600



冯娟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52

朱红梅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26002

张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6

王三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理疗科 400010

邵迴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31

黄荣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东京医院 神经内科 475001

刘建东 驻马店市中医院 康复科 463000

胡世红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240

郑锐锋 洛阳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1009

陈越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 400038

于磊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科 200240

周亚飞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科 200240

李姝 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5000

江园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500

徐文红 甘肃省肿瘤医院 骨软科 730050

曲玉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康复科 250012

陈颖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570102

陈慧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 150001

高传果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7001

王艳华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3000

段好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30021

倪国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科 350005

熊春梅 南阳市中心医院 科教科 473009

张建立 河南南阳油田总医院 脊柱关节科 473132

吴炳杰 诸城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62200

牛国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儿童康复科 450052

何晓霞 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 儿童保健科 050031



林松 河南省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0003

王东伟 郑州市中心医院 心脏康复科 450007

贺敬义 枣庄市立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277103

孙年怡 成都军区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083

王玉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康复科 510630

王志峰 济源市中医院 康复科 459000

杨国法 晋城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048000

宋振华 海口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70208

凌泽莎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康复科 610083

杨远滨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康复一科 100102

朱敏杰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医院 450053

房栋栋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0438

于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康复科 110004

苏盼盼 江苏盛泽医院 康复科 215228

吕楠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医院 450053

赵正恩 绵竹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8200

祁鸣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心理科 832008

张志远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二科（康复） 467021

徐苗苗 上海体育学院 200438

吴鸣 安徽省立医院 康复医学科 230001

董仁卫 天津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院 300073

王文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083

王凤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神经康复
病房 610041

陆萍 文山州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663000

夏昀 文山州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663000

李彤 大连港医院 康复理疗科 116013

肖玉华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26002



杨常青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医院 康复科 462002

王束瑾 许昌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1000

胡斌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03

张文芽 芜湖市第五医院 骨康复科 241000

吴同亮 芜湖市第五医院 骨康复科 241000

袁堂坤 芜湖市第五医院 骨康复科 241000

李国忠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6000

关晨霞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52

马跃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10001

周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2

夏林燕 上海广济康复医学门诊部 康复治疗师 200127

毕世庆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563003

李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00

王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2

袁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康复科 710032

鲍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25

赵若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理疗科 400010

黄肖群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43000

杨健 繁昌县孙村卫生院 康复科 241206

傅丽媛 天津医科大学 康复与运动医学系 300070

陈建军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学院 康复医学科 230061

韩肖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科 430030

程立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科 476100

李茜 解放军第306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101

田贵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6

千怀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三中心医院 康复疼痛科 450042

倪朝民 安徽省立医院 康复医学科 230001



兰月 广州医学院附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180

于飞 北京晴空大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管理部门 100000

马跃敏 偃师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 471900

李洋 首都体育学院 保健康复教研室 100191

杨万章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8100

白文芳 广东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100

夏清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30011

陈进 安徽省立医院 康复医学科 230001

穆燕芳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学院 康复医学科 230061

李玉奎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康复科 476100

朱玉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40

沈毅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41000

杨忠国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30021

曾波 山西大医院 康复医学科 030001

乔波 运城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044000

韩振萍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050011

崔高亮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 康复科 476100

伍秋含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康复治疗科 400000

曹金明 封邱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3300

胡青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康复科 400038

张宏伟 重庆綦江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401420

张翠芳 湖北省荣军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70

刘福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30021

闫兆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 复医学科 130021

李红玲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050000

刘慧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7720

杨永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科 610041



冯杰扬 北京军区总医院 骨科研究所 100700

何增义 重庆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 400014

陈小聪 西安市儿童医院 康复科 710003

刘丽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11

李超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3

胡国敏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 473000

王有峰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 473000

曹丛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 473000

谢荣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830001

黄犇 瑞盛康复医院 治疗部 215000

鹿梁燕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神经康复科 046000

白国芳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康复二科 050011

崔伟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3

李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40

邓富春 兴义市人民（工人)医院 康复医学科 562400

梁辉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骨科 562400

刘莉 本溪市中心医院 理疗科 117000

钟玲 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117000

王宝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830054

孙绍丹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康复医学科 410013

连林立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卢哲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00

张芳权 信阳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464000

陈炳 温州市中医院 康复科 325000

高晓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客服邮箱 230022

王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康复科 610083

于涛 天津医科大学 康复与运动医学系 300070



钱宝延 河南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3

李玉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12

徐应乐 东风汽车公司总医院 康复科 442008

王文科 东风汽车公司总医院 康复科 442008

刘勇 民权县中医院 康复科 476800

张桂英 民权县中医院 康复科 476800

魏新春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230061

李钊 天津市职工医院 康复科 300050

林阳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康复科 510655

白金 郑州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0

刘淑文 辽宁省金秋医院 康复科 110015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610041

黄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科 610041

杨亚丽 郑州市中心医院 儿童康复科 450007

卢晶晶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041000

黄燕霞 西安市儿童医院 康复科 710003

蔡可书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210029

 肖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神经康复科 400000

王静慧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康复科 132022

李净潜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康复科 132022

王龙虎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 康复医学科 710065

林拓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180

任彩丽 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神经康复科 213000

琚芬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康复理疗科 710032

赵晨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康复科 710032

李伟东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科 473065

黄燕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 410007



马军庭 聊城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2000

牛德旺 安阳地区医院 康复科 455000

张璞 河南省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0003

范寿兰 阜南仁和医 康复科 236300

王鹏军 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2000

林鹃 焦作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4150

薛焕霞 焦作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4150

王小峰 焦作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4150

宋袅 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2000

俞李羚 浙江医院 康复医学科 310013

朱海霞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010050

王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29

高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康复医学科 200020

郑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0

辛蔚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康复理疗科 710038

饶树林 阜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康复科 236021

王德强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6603

刘建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00011

徐继辉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中医科 518116

何松照 许昌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1000

苑家敏 郑州市中心医院 骨科康复科 450007

王鑫 解放军临潼疗养院第二疗区 康复理疗科 710600

欧海宁 广东省中医院 康复科 510120

张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康复科 200032

周青青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康复科 200032

王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康复科 200032

梁彩凤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听力语言康复科 315040



段周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科 200080

乔鸿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0004

李晓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康复中心 110004

陆志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康复科 200032

陈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康复科 200032

王彦杰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康复科 453000

张雷 广东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080

邹丽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3

滕永波 山东大学 医学院 250012

录欣欣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康复科 510120

周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 / 康复医学科 230601

李杰 阜阳市中医院 康复中心 236005

陈杨葭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350005

孙永秒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金娟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29

闫金玉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科 010030

白定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6

王大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6

孙丽楠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067000

罗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330006

刘华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康复中心 410007

阚梦瑶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康复教研室 430079

丛芳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理疗科 100068

吴婧 天津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 300381

张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730030

张喜鱼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徐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30



戴军 武汉体育学院 研究生院 430079

郝翠苇 芜湖市第五医院 康复医学科 241000

张凤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30

崔尧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理疗科水疗室 100068

靳翔愚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15

赵淋淋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科学学院 200438

王愉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科科 400010

沈雪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40

白新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083

萧敦武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理疗科 100068

杨信才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071000

张桂青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心理科 832008

张锦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50001

袁俊英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脑康中心 450052

李殿哲 大连港医院 康复科 116013

吴琼 大连港医院 康复科 116013

张明 黄河中心医院 医保科 450003

苟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科 400016

吴军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科 200040

金兵站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朱瑞雪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 康复科 476100

李宝军 绥化市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52000

沈光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226001

黄烈弥 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科 430015

王俊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8052

何维春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750004

王宇 芜湖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科 241000



郑彩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科 430030

牛陵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科 400010

何予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2

沈抒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029

王桂艳 河南省荣康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3003

曾西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44

姜永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康复科 116027

何泽佳 北京博爱医院 康复评定科 100068

孙金成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2370

岳寿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康复医学 10013384

怀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12

杨珺 武汉市汉口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10

杜丽芳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5500

李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5006

范雪梅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037003

潘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6

刘笑宇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郝道剑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2

许纲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72

刘慧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120

王红星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29

元香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康复科 110004

胡荣亮 江门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529030

刘朝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康复科 710038

周朝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
医院） 康复科 200072

张苏婉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8115

刘忠良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130041



丁宇玲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4002

李建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康复医学科 310016

范娟娟 南阳市骨科医院南都分院 康复科 473000

吴瑕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康复科 100078

方静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康复科 100078

郑静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院 康复医学科理疗室 832008

戴晓东 满洲里市第一医院 理疗康复科 021400

马占山 山东英才学院 康复治疗学教研室 250104

许迎迎 山东英才学院 医学院 250104

何小英 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神经康复科 510630

邓爱玲 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神经康复科 510630

庄柏 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住院部 510630

宋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康复理疗科 710038

乔颖欣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康复分院 150020

李彦杰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0

王宛鹏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科 473000

吴玉彬 河南省职工医院 院办 450002

梁爱萍 安阳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5000

谭志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2

徐国兴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复科 130021

李贞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复科 130021

刘鸿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130041

贾爱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医康复科 116027

潘蓉蓉 温州市中医院 康复科 325000

贾党培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65

王强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266500

刘昊 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 330006



张立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康复科 110004

冯晓东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00

叶大勇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61000

高丙南 河南省省立医院 康复医学部 450000

刘承梅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00

支英豪 温州市中医院 康复科 325000

郭健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00

黄澎 无锡同仁国际康复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4151

周大勇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儿童康复中心 150025

曲红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作业治疗科 150026

张致亮 芜湖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科 241002

恽晓萍 北京博爱医院 康复评定科 100068

张爱红 漯河市中医院 康复科 462000

江泽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辛瑶瑶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2

赵玉敏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杨洸 洛阳正骨医院 康复科 471000

王梅英 清河县中心医院 康复科 054800

虞乐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0

蒋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00010

韩秀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080

陈国强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00

鲁娟娟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00

陆敏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神经康复科 241001

樊红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康复治疗部 241000

邱富华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中医康复科 241000

何建华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64



林丙来 安徽芜湖五院 院部 241002

李昊凌 河南三门峡黄河三门峡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2000

石含英 重庆西南医院 康复科 400038

高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50001

张维奇 一汽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130011

雷欣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61000

万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730030

柏青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730030

毛顺琴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730030

李群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730030

张敏尚 南阳市中心医院 针灸理疗科 473000

吴君伟 临颖县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2600

魏新俠 黄河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0

魏艳霞 南阳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473000

马文俊 山西省康复研究中心 康复科 030032

张继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550004

胡筱蓉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210029

许静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第三中医院山西省针灸研究所 康复医学科 030006

杜艳玉 鞍山市汤岗子理疗医院 物理医学科 114048

孙一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康复科 510700

姜慧强 吉林省人民医院 康复科 130000

王超 山东省立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21

葛晓航 濮阳市人民医院 神经康复科 457000

尚孟学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康复科 457001

王锦 信阳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4000

刘晓梅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 康复科 476100

朱超 淮阳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6000



刘敏 淮阳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6000

尚清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中心 450053

马彩云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科 450053

薛爱荣 河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 椎肩盘治疗中心 450004

刘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康复医学科 350001

刘晔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0000

侯明辉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 康复科 450052

崔珂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康复教研室 430079

崔海龙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康复科 037003

武俊俊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康复教研室 430079

刘元标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11

马宁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康复科 037003

罗文红 清河县第二医院 康复科 054800

郑德昌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 450052

柴叶静 实用疼痛学杂志编辑部 期刊社 050011

薛燕萍 山西医学科学院 山西大医院 康复医学科 030032

张跃华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2000

纳金花 青海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810007

许正月 青海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810007

夏文广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430015

全必春 湖南省财贸医院 康复科 410002

宋俊建 鹤壁市中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8030

梁英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康复医学科 030032

李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康复中心 450052

杜航 鞍山市长大医院 康复科 114007

吴霜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550004

沈旭 江苏盛泽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09



陈卓铭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科 510632

杜厚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神经内科 350001

刘红 湖南省财贸医院 康复科 410002

王萍芝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康复医学科 030032

王蓓蓓 南京明基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19

刘慧敏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科 810001

葛青叶 濮阳市中医院 康复科 457003

刘晓林 浙江医院 康复医学科 310013

郭学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3100

黄臻 番禺区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1400

林坚 浙江医院 康复医学科 310013

马晓红 新乡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453000

赵亮 青海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810000

何秀珍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期刊社 050011

张志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康复中心 110004

陈艳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科 510260

吴睿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3000

何晓宏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810001

潘更毅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3000

潘翠环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科 510260

梁红玉 临汾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康复科 041000

刘体军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3000

陈勇 淮河医院 康复科 475000

张亚东 解放军第159中心医院 医学康复科 463400

张水亮 鹤壁市中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8030

于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260

余鸿斌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科 332000



马帅统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 康复科 467500

吴红新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4001

章志梁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1002

王绪明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1191

祁雷 临汾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康复科 041000

李恩耀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儿童康复医学科 450000

李立新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3000

李红亮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康复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 471000

李亚利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1000

刘合玉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450000

熊华春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儿童康复科 450052

李艳艳 瑞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25

俎志勇 第153中心医院 康复疼痛科 450042

赵立连 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 康复科 450003

王娟 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 康复中心 450008

郭现军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3000

周凤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康复医学科 110004

周富强 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 亚健康诊疗中心 450003

王志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东院骨一科 050051

朱登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儿童康复科 450052

王军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儿童康复科 450052

林建强 浙江明州康复医院 办公室 310022

任维克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康复科 471000

刘剑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750001

陶蕾 贵定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551300

朱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750001

胡昔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3000



张跃萍 甘肃省人民医院 康复科 730000

张彪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750001

靳梦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92

王丽华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康复系 112008

罗强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750001

孙中圣 南京理工大学医院 210014

杨朴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00

张桢 上海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康复医学科 202150

郭海强 新郑市中医院 康复治疗科 451150

时建卫 新郑市中医院 康复分院 451100

朱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康复 450014

张少华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康复科 473000

夏彬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康复科 450014

朱阿瑾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康复科 473000

曹留栓 河南省人民医院 神经康复科 450003

李坤彬 郑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康复科 450007

徐世克 镇平县中医院 神经康复科 474250

王志永 荥阳市人民医院 中医康复科 450100

王占峰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4001

l刘丽娇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53000

许万春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2500

马晓磊 河南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3

李明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4100

谢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康复医学 200025

秦合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0002

赵立飞 山西大医院 康复医学科 030032

朱冬现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7500



原永康 运城市中心医院 康复医学科 044000

胡永新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康复理疗科 455000

苏旭泽 三门峡职工康复医院 康复科 472000

郭静华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3000

王楚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080

陈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92

牟翔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康复科 710032

杜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92

周谋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100191

刘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 510080

吴丽君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 050091

吴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40

尹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650021

葛贝贝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中心 450000

励建安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29

段佳丽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3

郭钢花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康复中心 450052

权弋 郑州市儿童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53

郭铁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医学 430030

何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041

张鹏宇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036

王一君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康复理疗科 400038

李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康复医学科 350001

陈红 武汉同济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30

江山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048

陆晓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系 210029

王兴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100853



陈钢 武汉市普爱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00

刘遂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康复科 410008

谢康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康复科 410008

朱正杰 西华县人民医院 康复科 466000

代俊峰 郸城县中医院 康复科 477150

邢晓红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康复医学科 046000

程巍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医院 康复疼痛科 466600

张长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410011

刘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332000

陈彦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550004

郑栋华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550004

仇辉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康复科 550004

向荣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 553001

陈恩祥 水城矿业集团总医院 康复科 553000

包忠颖 兴义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 562400

王立敏 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科 55600

蒲克 铜仁市中医院 康复科 554300

吴兆友 盘江矿务局总医院 康复科 561617

孟宪忠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1200

王红梅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康复科 056001

李艳 上海市同仁医院 康复科 200050

李金平 浚县中医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6250

王海涛 漯河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462000

鲁银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科 430030

张胜华 河南省省直第一医院 康复科 450003

邢晟 平坝县中医院 康复科 561100

李红星 鹤煤总医院 康复科 458000



雷晓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0004

余茜 四川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072

李艳存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0004

魏小利 宝鸡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721008

尹娅洁 山西大医院 康复科 030032

潘惠娟 瑞金康复医院 康复科 200023

辛玉甫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1003

孙洁 徐州市中心医院 康复科 221009

袁海峰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0004

许晓冬 宁夏人民医院 康复科 750021

张建斌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神经康复科 046000

黄海霞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830054

顾顺年 青海红十字医院 运动康复中心 810000

景淑真 郑州市中心医院 院办公室 450007

吴丽 郑州市中心医院 儿童康复病区 450007

任麦青 郑州市中心医院 儿童康复病区 450007

李怡岚 郑州市中心医院 综合办 450007

耿咏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110001

孙强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33

孙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33

王玉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 250033

张丹丹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250033

何成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610041

向艳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科 430030

韩月娥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0048

尹明玉 白山市中心医院 康复理疗科 134300

陆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科 430000



张鸣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080

刘宏亮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康复科 400038

廖维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康复医学部 430030

李建军 北京博爱医院 功能重建 100068

陈文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80

常冬梅 北京博爱医院 PT3科 100000

陈丽娜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310006

黄晓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康复医学科 430030

王广兰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医学教研室 430079

顾新 卫生部北京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730

王宁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康复科 100034

胡涛 青海省康复医院 康复医学科 810007

廖碧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心内科 518020

陈丽霞 北京协和医院 康复医学科 100730

李玲 解放军第304医院 康复科 100048

张琳瑛 天津市环湖医院 康复科 300060

许唯唯 上海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 脑瘫训练营 200127

华桂茹 北京协和医院 物理医学康复科 100730

高秋野 江苏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210029

李常威 香港东华医院 康复科 100000

汤有才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儿童康复科、科教科 450052

覃俊杰 深圳市谱元基因研究院 康复科 518000

徐光华 西安交通大学 康复科 714800

李晓芳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3003

雷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710000

冯宇飞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康复科 453003

杨慧勇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3000



朱凤莲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儿童康复科 453100

张天阳 三亚市中医院 康复科 572000

李明 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科 448000

蔡俊燕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226001

张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80

袁海新 上海市第五康复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1600

陶陶 贵州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50002

刘剑 安徽省立医院 康复医学科 230001

陈小凯 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6002

黄茜 上海市浦东公利医院 康复科 200135

毕霞 上海浦东公利医院 康复科 200135

陈朝辉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 475000

蔡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科 200011

崔省珍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二组 030001

章荣 四川省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康复医学系 643000

崔宝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康复科 250033

和青松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二科 453100

赵娟 上海市第三康复医院 康复科 201907

孙永洁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康复医学科 157000

高焱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康复科 510120

谢丽萍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科分院 康复医学科 157000

陈丽珊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复科 528000

于静 温泉康复医院 康复理疗室 830017

范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 200011

张学慧 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135

俞玮 江苏盛泽医院 康复科 215228

刘江玲 温泉康复医院 830017



何怀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5006

陈晓枫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脑病康复科 350000

赖靖慧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神经康复四科 350000

于海波 深圳市中医院 针灸科 518033

沈夏锋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综合康复科 200090

刘勇 江苏省连云港海滨康复医院 222042

王风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500

白玉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00040

史红 江湾医院 医务科 200434

黄皓亮 江湾医院 康复科 200434

朱敏齐 江湾医院 康复科 200434

罗振东 江湾医院 骨科及康复科 200434

王文彪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二病区 453100

戴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630

侯景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康复科 400038

李明俊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3000

胥方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646000

陈丽萍 江苏连云港市中医院 康复科 222001

用明金 连云港市中医院 康复科 222004

姜永霞 连云港市中医院 康复科 222004

萧演清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康复科 100000

李俊喜 上海市杨浦区老年医院 康复科 200090

仲晓娟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康复科 215000

高明 松原市中医院 康复科 138001

谭燕泉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卫生分院 康复 210038

周富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 610500

刘小艳 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 康复科 650000



周淑芳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康复医学科 475000

戚艳 兴安盟人民医院 康复理疗科 137400

朱红魁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科 475000

吴登宠 温州市中医院 康复 325000

白利明 广东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0080

曾凡令 广东省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518001

郑莉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5300

潘胜桂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康复医学科 215300

崔沐群 吉林省磐石市医院 康复科 132300

苟成钢 郑州市中医院 康复医学科 450007

张智芳 郑州人民医院 康复科 450000

梁瑞娟 深圳市人民医院 心内科 518020

汤继芹 山东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院 250355

张占军 禹州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 461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