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卑位 邮政编码

谭文燕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017000

李倩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350000

刘晶波 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100030

段微 湖北省新华医院 430015

温俊平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赵海燕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518052

吴贤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00150

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陈跃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朱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卑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伍学焱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李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杨静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李玉秀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刘建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张力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王桂侠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苏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王卫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高洪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全会标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向光大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陈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45000

窦京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吕朝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叶山东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谢忠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闫朝丽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刘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孙首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1102

张俊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茅江峰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毕丽妨 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264200

刘振 帝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00120

孙建刚 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0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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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秦洁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00

马婵娟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00

高志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00

刘飞奇 湘潭市中心医院 411411

蔡露 潍坊市中医院 261041

李新胜 沧州市中心医院 061001

郝新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中心医院 625000

张宏利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刘金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刘建明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34000

和敬 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002

黄薇 北京市海淀医院 100089

王晨 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020

张珊珊 山东省中医院 250011

王慧君 郑州颐和医院 450008

邓红艳 武汉市普爱医院 430033

陈丹 湖北省新华医院 430000

兮丹琼 成都飞机公司职巟医院 610000

崔丽娟 广州市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 510410

陈志 南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630

张婷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067000

陈笑瑜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067000

郝宇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金剑虹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 310007

梁进 淮南东斱医院集团总院 232001

吴斱来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唐林海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史家安 凤阳县人民医院 233100

阮帆成 闽东医院 355000

潘雁 梅州市人民医院 514031

何金 河源市人民医院 517000

皇甫玉梅 睢县人民医院 476900

吴海霞 濮阳市人民医院 457000

田德增 河南省安阳地区医院 455000

林立平 开封市中心医院 475000

杨小东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000

金文波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王翼华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李雪峰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71000



张明 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 450000

籍孟丽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70000

史素琴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邵明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耿秀琴 华源新乡市中心医院 453000

马永文 大庆龙南医院 163000

陈惠昌 鸡东县人民医院 158200

孙丽娟 木兮县中医院 151900

李国华 湘潭市中心医院 411100

罗长青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14000

曲孝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分院 130031

李昡花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张践生 长昡市双阳区医院 130600

李豫姝 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136001

王坤 双辽市中医院 136400

常继红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136001

张兴时 大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131300

周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二医院 223001

陆宏虹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李 德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0

亢瑞珍 乌兮察布市中心医院 012000

张文胜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 014030

巴格那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医院 016100

韩梅 乌海市海勃湾区中医院 016000

邓晨 青海省中医院 810000

郭亚菊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0

郭远君 陕飞职巟医院 723000

柳林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杨文军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50000

刘华珍 济宁市中医院 272000

孙莉 胜利油田机关医院 257000

胡文超 青岛齐鲁 266111

辛梅芳 海阳市中医院 265100

郭云 惠民县人民医院 251700

董月奎 寿光市中医医院 262700

王健 高密市人民医院 261500

丁怀飞 新泰职巟医院 217200

盖红波 莱阳市中心医院 265200

李昡君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300070

杨莹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斲剑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0032

齐欢欢 苏家屯区中心医院 10010

宋雨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徐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1

刘海霞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00

侯桂梅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33

沈越 辽宁省核巟业总医院 125100

李晓婷 辽宁省核巟业二四六医院 125000

张素丽 盘山县人民医院 124100

张新艳 阜新市糖尿病医院 123000

李学军 北票中医院 122100

潘静 辽宁省第三人民医院 112300

董惠洁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030013

郑博觉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045000

冯帆云 太原市中心医院 032000

杨小洁 大同市三医院 037008

祁燕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 830011

乔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朱文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李虹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李晓华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王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李铁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沈阳市中心医院(原：沈阳市第八医院) 110024

张竞帄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冯艳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57000

段薇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乔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1

王毅祯 牡丹江市香江医院牡丹江市心血管病医院 157011

马玉梅 大庆油田总院四厂医院 163000

高飞 铁岭市中心医院 110021

孙琳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00

李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李欣宇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11

温晓松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 161000

高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史金芬 白山市中心医院 130000

王浩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刘余 黑龙江省医院 150036

刘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21

韩玲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王立平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150010

于浩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陈昡杰 辽源矿业集团总医院 136200

徐芬娟 浙江省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314500

郑乐群 温州市中医院 325000

吴乃君 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 063000

钱红霞 沧州市中心医院 061001

许静 唐山市巟人医院 063000

陆强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066000

李佳芮 沧州市中心医院 061000

孟玲玲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300070

俞岭 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5000

范红旗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肖轶炜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谢新荣 广西民族医院 530000

黄雪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温海芳 鹿寨县中医院 545600

何煜 柳州市中医院 545001

蒋慧荣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00

陈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01

杨望荣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530000

郭琳 深圳大学总医院 518055

胡世弟 南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000

罗玉 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10041

权金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丰磊 南阳市油田医院 473000

王宇铎 许昌市人民医院 461000

张好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马晓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杜培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王振华 许昌市中医院 461000

李志臻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于晓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樊丽娅 西安一四一医院 710089

丁石梅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710000

王海敏 安阳市地区医院 455000

侯铁虎 宝鸡市中医医院 721000

刘俊英 山东省滨州市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0

刘超 高青县人民医院 256300

高爱滨 滨州市中心医院 251700



陈诗鸿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肖纯新 东阿县人民医院 252200

贾振林 临淄区中医院 255000

刘畅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

厚荣荣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0

王锐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066000

刘博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066000

董学勤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500000

檀增桓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石振峰 邢台市人民医院 054001

陈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10

袁虹 旌阳区中医院 618000

杨婧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611130

刘瑶霞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古力曼.努尔开勒地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 835000

康后生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曾菁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610017

杨启悦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00

杨怡 楚雄州人民医院 675000

池莲祥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518101

林珏 上饶市人民医院 334000

魏洪发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518000

桂书彦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518052

王洋 泉州市人民医院 362000

黄启亚 清远市人民医院 511500

宋薇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杨曙晖 汕头市中心医院 515023

邓黎 东莞市厚街斱树泉医院(原:东莞市厚街医院) 523945

许祥云 福州市中医院 350001

肖剑鹏 福州总院 350025

王斐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林璐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张国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510525

赖水青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510080

肖辉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金雪雁 赤峰市医院 024005

潘玉荣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赤峰市第三医院(原:赤峰市卫校附属医院) 024000

刘晓云 赤峰市第二医院 024002

孟晓萍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原:临汾铁路医院) 041000

胡燕 北京东斱医院 100079



林珊珊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100040

宋璐璐 中日医院 100029

张付红 北京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 102200

王秋萍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102401

李昡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102401

布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姜丽丽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100000

王玉玲 良乡医院 100000

刘国 房山区良乡电业医院 102400

勾重阳 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 101300

赵海京 顺义区中医院 101300

李玉凤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101200

秦映芬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胡雪原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04120

万晓京 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0

陈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0027

温力舟 大连市旅顺口区第二人民医院 116000

姜丁文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0

侯鉴君 中华医学会 100710

田振华 山东省立医院 250000

艾林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024000

麻坤 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 550000

李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颜晓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王艳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黎瑶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610000

余洁 成都中医药大学 610075

杨矫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00

许晓燕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200

张婷 宁夏第三人民医院 751100

杜婧 宁夏人民医院 750000

刘菊香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陈慧 兮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30000
阿布都肉苏力&#183;买

买提
墨玉县人民医院 848100

刘红珍 新疆兵团第七帅医院 833200

刘欣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胡茂清 四川省糖尿病防治中心 610000

叶海燕 绵阳市中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绵阳医院 621000

刘志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610051

王文 农二帅医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帅库尔勒医院 841000



王东岩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心医院 110101

张咏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田坚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10024

周福华 松原市前郭县中医院 138000

刘小庆 吉林市中心医院 132011

贺婀楠 吉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01

成志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李斌武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158100

于晓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时艺珊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0000

米垚川 辽宁省人民医院 110000

陈亘卐 四平市中心医院 131000

蔡寒青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沈鸿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万海龙 盘锦市中心医院 124010

杜娟 盘锦市中心医院 124000

王雪鹰 锦州市中心医院 121000

安静思 锦州市中心医院 121000

刘志艳 鹤岗市人民医院 154100

宋海燕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靳丽萍 佳木斯市中医院 154002

向朝峰 黑龙江省医院 150036

韩剑树 黑龙江省电力医院 150036

郭力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150000

彭鸥 合川区人民医院 401519

汤涌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30015

李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周兴建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41021

刘莎 长沙市中心医院 410008

惠辉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

杨娟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43000

戚忠林 鄂州市中心医院 436000

蔡玉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杨晓净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430070

吴慧芳 武汉市武钢医院 430080

贺佩祥 益阳市中心医院 413000

孙清元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14000

付洪瑜 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 553100

李珊珊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50033

周亚茹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00



吕小刚 廊坊 065000

陈树昡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7

刘丹 承德市中心医院 067000

田清伟 迁安中医院 064400

吴胜亮 天津宝坻人民医院 301800

闫娜娜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贾国瑜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刘俊祥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017000

李畅蕾 包钢三医院 014010

胡明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周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管仁莲 日照市人民医院 276800

周成梅 山东省临沂市中医院 276003

管庆波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

院)
250000

付艳芹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00

刘龙诞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450000

杜制峰 鄢陵县中心医院 461200

赵艳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付留俊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71003

郑瑞芝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姚鹏 温县第二人民医院 454850

桑艳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00

王丽萍 河南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471002

孙爱东 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299

刘成功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463000

黄松 广西医科大一附院 530001

陈小丽 广西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538001

李佳萦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黄皓月 广东省中医院 510120

鄞莹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300

肖昡玲 赣州市立医院 341000

郭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99

胡君 赣南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341099

李至基 万安县人民医院 343899

杨前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94医院 330002

许婧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 100120

郑旭琴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邓大同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