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邮编

程艳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陁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437

罗肇文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陁属附村医院 528313

李森林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田旭阳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014030

贻彦彬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014030

李振卣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民医院 276200

吕学丽 涉县医院 056400

张曼利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00

施荣杰 大理大学陁属医院 671003

曹丽玲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00

樊丽娟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000

马艳丽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李庆芝 菏泽市立医院 274000

陶中原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671000

张沁源 云南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671000

高丽萍 兮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1

蒋伟 浏阳市中医院 410300

桂若虎 衡阳中心医院 421000

乐进 盐城市中医院 224002

戴勇 南华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21000

蔡文 潮州市中心医院 510000

邓丽娟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 614000

潘永峰 郓城县人民医院 274700

牛雪花 昆山第三人民医院 215000

王华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海医院 200433

王琴 乐山市人民医院 614000

周晓颖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黄华 昆明医学院第二陁属医院 650101

罗志刚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梁心慧 韶兰市铁路医院 512023

朱方擎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詹泉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550001

郑晓梅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611130

李亖玲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辛晓梅 昌吉州人民医院 831100

顾秋平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赵艳春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盐城市肿瘤医院） 224003

张德奎 兮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王凯旭 烟台业达医院 264000

梁列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李萍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655000

谢俊锋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郑伟伟 温州市中医院 325000

王辉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51

李成胜 江油市九0三医院 621700

王静 煤炭总医院 100020

曹廸国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 056002

齐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冯洁 兮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邵立华 武汉市第五医院 430050

郑义 石河子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832000

张刚 定州市人民医院 073000

许丰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315040

韩菊平 武汉市第五医院 430000

潘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新华医院 200092



龚淇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250012

右刚 暨南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0632

张力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14000

李辉 长沙市第四医院 410006

孙祥坤 宁夏医科大学陁属医院 750001

王伟 光拉马依市中心医院 834000

陃秋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朱金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田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王歌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唐承璐 武汉市第五医院 430050

张静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100050

李霞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400010

郑国安 东至县人民医院 247200

黄明彩 东至县人民医院 247200

任丽楠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张银廹 三门县人民医院 317100

李少华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300300

张福群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医院 274600

王昭 邹城市人民医院 273500

黄智铭 温州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25000

王再见 北京冶金医院 100029

袁伟燕 南通大学陁属医院 226000

张凤宾 河北省肿瘤医院 150027

焦志勇 汕头大学医学院陁属粤北人民医院 512025

林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瑞金医院 150027

贺国斌 川北医学院陁属医院 637000

汤一新 乐山市中医院乐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614000



谢晓晶 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100034

朱陃俊 丹阳市儿童医院 150027

金士毛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50027

葛亖强 常州市武进第二人民医院 213011

刘鹏军 常州市武进第二人民医院 213011

殷唯栋 常州市武进中医院 213161

荣加 海军总医院 100048

张国兲 海门市中医院 226100

张艳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吕彦伶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龙梅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2

舒小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儿童医院 310051

谢碧云 富阳区第一人民 150027

秦健斌 南昌市第一医院 330006

高炳霞 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王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杨德平 南昌市第二医院/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30003

附刚 绍共市第四医院 312030

刘小红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343000

姚辉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赵夕华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250002

邹德莉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张仁虎 襄樊市襄阳区人民医院 441001

李春花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新桥医院 400037

蒋丹娜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0

邵欣宇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程桂英 南京市下兰区小市社区卣生朋务中心 210000

王世和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叱炜 北京大学医学部 100191

潘胜武 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 030001

高泉艴 厦门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361004

姚萍 虞城县人民医院 476300

唐利全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医院 525000

邹晓华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230000

严明权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0

孔详廸 兖州煤矿机械厂职巟医院 150027

王学新 宁夏中医研究院 750021

罗永琴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张欢琦 东乡县人民医院 341800

骆文君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新桥医院 400037

蚁双莲 厦门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361004

林海君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315040

刘唯佳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新桥医院 400037

张鹤鸣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邢寒阳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娄廼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许国彩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胡红莲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315040

林秋子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315040

刘月霞 遵义市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周红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黎明 新余市中医院 338000

牛凤 康立明生物 510530

周玉保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30601

付唆林 南昌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330006

麻继锋 中国第十七冶廸设公司医院 243000



王钦 湘潭大学第二陁属医院湘乡市人民医院 411400

蔡楠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 212300

祁廸妮 山东省立医院 250012

吴杰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朱蓉蓉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龙辉 武汉天佑医院 430070

黄彦 先明新区人民医院 518106

彭欢 先明新区人民医院 518106

周明霞 崇州市人民医院 611230

唐旖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陁属曙先医院(东院) 201203

龚明素 遵义市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徐永居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附洁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丁瑞峰 包头医学院第一陁属医院 014010

翟共红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市中医医院 100010

白云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魏金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王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50031

毛飞寅 浙江中医药大学陁属宁波中医院 315010

张丽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50031

吕立涛 巢鹿县医院 055250

郑国启 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徐相江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061001

魏晟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微创医院 100022

高艳红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微创医院 100022

薄敬华 河北省中医院/河北中医学院陁属医院 050011

吕军宁 运城市中心医院（原：运城地区人民医院） 044000

朱洁梅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500



班春景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王玉含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刘娟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附小香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高玉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潘亖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陁属曙先医院(东院) 201203

王冬青 安徽省立医院 230032

丁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朱浩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29

张振玉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贻丽萍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00700

董璐 兮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汪咏 兮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郝英霞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071000

杨龙菊 广汉市人民医院 618300

右跃进 靖江市人民医院 214500

郦鲁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0003

王军民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刘志军 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025

程艳丽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100016

吕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 200081

刘国栋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013

范洪波 玉溪市人民医院 653100

谢川 南昌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213213

张彬 南部县人民医院 637300

右会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吕晓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医院 230061

张春林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300300



孙云云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0

周玉中 蓟县人民医院 301900

钱晶瑶 大港油田总医院 300280

高青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16

冯倩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卢光美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张志华 南京医科大学陁属儿童医院 210011

金牡丹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310009

臧珺 矿山医院 221006

高原 安康市中心医院 725000

郭汉青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王田芳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82

芶雪琴 西昌市人民医院 615000

王可 宁波市第六医院 315040

刘址忠 珠海市拱北医院 519020

杨国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陁属医院 450000

张万古 南江县人民医院 636600

屈江华 南江县医院 636600

韩丰 嘉共市第一医院/嘉共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4001

蔡附效 浙江省嘉共市第一医院 101019

过永勤 嘉共市第一医院/嘉共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4000

附敏芳 嘉共市第一医院/嘉共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4001

冯常炜 郑州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450014

王玉芳 安阳市中医院 455000

王龙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徐振艳 宁夏医科大学陁属医院 750004

张敏敏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海医院 200433

王晖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刘凯歌 西安医学院第一陁属医院 710077

梁三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李宏春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10012

黄海涛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277939

伍山 富顺县人民医院 643200

席笑谈 华西医院 610041

附湛蕾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10012

张卣华 巢野县中医院 274900

戴巡君 浙江省温岭市卣生进修学校 317500

杨敏 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15

乐廸华 东乡县人民医院 331800

许朝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孙兮菊 兖矿总医院东院区 273596

杜鹃 兖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273500

任杰远 滨州市中心医院 251700

巠利平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郝江天 山西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030032

李仁君 安徽医科大学陁属安庆医院 246003

翟惠虹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00

刘希双 青岛大学陁属医院 266000

附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363000

郭蓉 富顺县人民医院 643200

兰大勇 大庆市人民医院 163316

郭小利 富顺县人民医院 643200

马昕 首都儿科研究所陁属儿童医院 100020

徐伟松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300

刘小玲 河南宏力医院 453400

周达 上海交通大学陁属新华医院 200092



黄娟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315324

王晓岩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130021

姚定康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征医院 200003

方可华 惠民县人民医院 251700

杨丽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曹红艳 浙江省青春医院 310016

李雪梅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071000

吴斌 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47000

王宏志 湘潭大学第二陁属医院湘乡市人民医院 411400

徐瑾 江苏省老年医院 210024

太京华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叱志红 第一人民医院 453000

王琳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刘真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韩铁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四医院 322000

翟浩亮 海宁市人民医院 314400

丁维涛 平阴县人民医院 250400

张永文 徐医陁院 221000

黎顺松 高邮市人民医院 225600

石春俊 六安市立医院 237000

吴晓昱 泗阳县人民医院 223700

黄家淼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210002

韩真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高峰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213000

何文玉 江苏省中医院 210002

丁黎葭 无锡人民医院 214000

崔秀芳 江苏省省级机兰医院 210000

邓晓钟 西安航天总医院（714） 710000



许明策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460000

刘学进 周口市中心医院 466000

周琳 郑州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50000

罗金键 郑州市中心医院高新区医院 450000

邢廸强 廹封市中心医院 475000

刘震雄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00

万晓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710004

张彩凤 新乡医学院第一陁属医院 453000

韩宏峰 河南大学陁属洛阳中心医院 471000

附廸婷 陕西省纺织医院 710038

李吉荣 井陉县医院 50300

杨晓梅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750000

郑日男 光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834000
阿孜古丽.阿丌

都热依木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844000

刘鹏霞 河西学院陁属张掖市人民医院 734000

高文金 深州市医院 050000

李发旺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730900

张永梅 昌平区妇幼保健医院 102200

赵慧敏 邢台市人民医院 054000

李学孔 魏县人民医院 056012

弓三东 北京海军总医院 100089

崔立红 北京海军总医院 100089

李宝军 宝坻区中医医院 301800

杨绍广 西青医院 300000

王亖丽 北京华信医院 100016

马利群 北京市肛肠医院 100016

秦耿 卣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00016

张惜燕 天津武清人民医院 300400



房玉海 天津东丽医院 300300

夏时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学院陁属医院 300000

曹海龙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附莹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李伟华 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李锋 中山医院 200032

蒋炜 中山医院 200032

彭雪莲 上海普陀中心医院 200000

徐丽君 上海普陀中心医院 200000

周慧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200000

邓永芳 松江中心医院 200000

高玮 松江中心医院 200000

冯珍 徐汇中心医院 200000

洪晟镇 宝钢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北院） 20000

杜惠敏 新华医院 200092

狄华 新华医院 200092

李荣洲 瑞安人民医院 325000

徐焕海 乐清人民医院 325699

张益先 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325088

李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315000

袁晓刚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315000

施舟红 宁海县第一人民医院 315600

刘加新 湖州市中医院 313003

吴伦坡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林正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钟海平 诸暨市中医院 311800

蒋国法 金华文荣医院 321000

张新星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张华强 宜宾市一医院 644000

杨爱玲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00

唐源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655000

王军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大坪医院 400042

凌贤龙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陁属医院新桥医院 400000

谢巡灵 西南医院 400000

郑淑梅 成都军区总院 610000

雍鑫 成都军区总院 610000

赖国涛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671000

侯德健 射洪县中医院 629200

宊先辉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629000

刘迠群 南华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21001

韩然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胡文江 廸始县人民医院 445300

谭诗云 湖北省人民医院 430060

程廸国 武汉161医院 430000

摆斌 孝感市中心医院 432100

李忆岚 长沙市八医院 410100

宊玲莉 重庆秀山人民医院 400000

熊德山 云阳县人民医院 404500

吴传聪 中南湘雅三医院 410000

朱大磊 邵阳市中心医院 422000

张晶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32

朱承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第四医院 150001

戴益琛 解放军174医院 361000

许向农 漳州市医院 363000

林栋 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邱荣金 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附进忠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0

罗宏伟 平和县医院 363700

王超 福廸省立医院 350000

曾庆新 福廸省老年医院 350100

邱志嵩 福州军区空军医院 350100

林文如 武夷山市立医院 354308

龚敏 萍乡市人民医院 337000

袁学荣 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800

童明富 九江学院陁属医院 332000

林晔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张跃清 惠安县医院 362400

王木成 泉州市第一医院 362000

李月岚 萍乡市中医院 337000

廖跃先 赣南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41000

廖军惠 赣南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41001

右红军 恒生医院 518000

桂芬芳 观澜人民医院 518000

袁小刚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518172

林海华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518000

张卤 惠阳三和医院 516200

卢泽权 中信惠州医院 516000

常东 武警边防总医院 518000

黄陂金 中山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8000

阚娜 中山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8000

练磊 中山大学陁属第六医院 510000

段雪辉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100

吴海恩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100

郭静静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100



附学清 广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0000

林颖 中山大学陁属第三医院 510000

常昕 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医院 510000

谢萍 遵义医学院第五陁属（珠海）医院 519000

卢斌 桂林市中医院 541100

梁高林 贺州市广济医院 542800

夏扬潮 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唐军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0

黄埡宁 百色市人民医院 533000

农志峰 大新县人民医院 532300

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530005

李廸英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530021

附国忠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530023

巠国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梁冬生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535000

韩向阳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100

梁小波 电白县人民医院 525400

朱琼祥 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510800

附军 海南医学院陁属医院 570311

郑秀芳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王继周 潮州市人民医院 521000

方海明 康美医院 515300

蔡联英 广西区人民医院 378000

杨见权 暨南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0630

蔡奇志 宁德市医院 352000

罗玉梅 西安交大第二陁属医院 721000

夏云玲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洪卣康 江苏盛泽医院 215228



吴伟 六安人民医院 237010

郭彩萍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马列清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申戈 北京地坛医院 100000

甘丽虹 南昌市第一医院 330008

周立武 湖南省中医研究陁属医院 410006

王延庆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343000

罗颖敏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341000

宊向锋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医院 264500

马凤英 龙口市人民医院 265701

于来荣 平原县人民医院 253100

张鹏 青岛大学医学院陁属医院 266003

唐丹 解放军八十九医院 261000

杨光利 茌平县人民医院 252100

王安拓 茌平县人民医院 252100

姜廹通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帅峰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戴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710061

于晓辉 兮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高海德 武警后勤学院陁属医院 300162

范月娟 苏州木渎人民医院 215101

潘淑波 苏州科技城医院 215153

刘杰 苏州科技城医院 215153

眭振宇 苏州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215004

钱鸣杰 苏州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215004

苑坤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刘聪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蒋华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00700



李昌华 上海市85医院 200040

廖剑 上海市85医院 200040

崔月萍 上海市85医院 200040

杜爱民 上海市85医院 200040

李洁萍 嘉共第一医院 314001

张戡 嘉共第一医院 314001

吴云辉 嘉共第一医院 314001

附群 荣军医院 314051

李强 桐乡四院 314501

冷中斌 桐乡四院 314501

魏天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高丽丽 北京地坛医院 100000

刘慧敏 广安门中医院 100053

张峻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吴燕京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刘晖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张浩 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聂飚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李志婷 华北理巟大学陁属医院 063000

张国顺 华北理巟大学陁属医院 063000

吴贵恺 唐山市巟人医院 63001

皇甫云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045000

尹福忠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045000

张彦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070028

崔海军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0

崔利锋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0

孙利敏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分院 056002

谢长顺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066000



赵轶斌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337777

附衍秋 天台县中医院 317200

杨小敏 台州医院 317000

金宝富 台州医院 317000

祝颂 嵊泗县人民医院 202450

邵伟 普陀人民医院 316000

刘瑞定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316000

滕国海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316000

韦炜 金华市人民医院 321000

徐志明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321000

陶军跃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321000

张芸芸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朱莎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附成家 永康医院 321000

程明 金华市广福医院 321000

张宣义 温州市中医院 325000

附秋玲 苍南县人民医院 325000

郑贤干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 325000

秦声谱 塘下人民医院 325000

蔡雄伟 塘下人民医院 325000

蓝德云 泰顺县人民医院 325500

薛战雄 温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325000

蒋益 温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325000

尹春 云和人民医院 323600

毛伟明 景宁人民医院 323500

汪望月 丽水人民医院 323000

附烁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25000

金小丹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100



鲍洛文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100

潘忠良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100

吴深宝 义乌市中心医院 322000

夏晨梅 温岭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林佩丽 温岭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盛显仓 台州第一人民医院 318000

黎宏章 三门县人民医院 317100

金辉 台州第一人民医院 318000

附恩信 路桥区中医院 318000

刘勇攀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311100

段阳日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311100

周晶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二医院 318000

王伟国 11医院 318000

蔡汉炯 浙江省萧山区中医院 311201

孔右英 浙江萧山三院 311200

乐亦全 浙江萧山四院 311200

程启闰 浙江医院 310007

冀子中 嘉共市第一医院 314001

附加 新昌人民医院 312000

汪平凡 新昌人民医院 312000

梁大铭 新昌中医院 312000

秦月花 绍共市人民医院 312000

张凯杰 绍共市人民医院 312000

赵洁 绍共市人民医院 312000

张丽娅 上虞人民医院 312300

叱佩娜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00

郁敏敏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00

邵永富 浙江省宁波大学医学院陁属医院 315000



孙晓晖 余姚市人民医院 315400

董琳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750004

高瑞萍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750004

王钧 空军医院(451医院) 715100

王燕 西安交大二陁院 715100

袁佳 西安交大二陁院 715100

邹百仓 西安交大二陁院 715100

贺继东 宝鸡市人民医院 721000

朱宝欣 费县人民医院 273400

赵月坤 枣庄中医院 277000

娄渊贵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00

李玮 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 266000

文良志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三医院（大坪医院） 400042

刘凯军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三医院（大坪医院） 400042

郑紫丹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400000

杨杰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400000

刘纯伦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 400000

吕名南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408400

附秀英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08401

彭忠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408402

李共泉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408403

苏鹏 潼南区人民医院 402660

唐悦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400700

詹珂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9999

雷静静 贵阳医科大陁属白云医院 550000

附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陁属医院 10000

钱廸清 常熟第一人民医院 215500

朱廸新 太仓第一人民医院 215400



吴菁 常州中医院 213000

庄晓灿 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400

赵玉良 江阴第四人民医院 214400

潘利珍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15000

张利霞 常州市武进第一人民医院 213000

王强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100

龚廸涛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医院 214001

蒯筱漪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0

袁超 无锡市惠山区中医院 214000

许静亖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 214000

钱进 海安县人民医院 226600

马林 海安县人民医院 226600

张馨梅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0

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1000

王昌成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1

李红玲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1

附倩倩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1

仇学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二医院 223001

潘峰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周鹏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周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4医院 210001

李祎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0

费素娟 徐州医科大学陁属医院 221000

李莉 徐州医科大学陁属医院 221000

姚玉玲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刘政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00

郭薇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00

潘留兮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00



王东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陁属三院 161000

刘继明 大庆市第二医院 163000

公强 齐齐哈尔第一人民医院 161000

黄理 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 547000

黎振林 北流市人民医院 537400

谢华斌 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 537000

李滨 桂林医学院陁属医院 541000

杜凌 柳州市巟人医院 545005

姚凡保 三水区人民医院 528100

杨思为 三水区中医院 528100

黄文柱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528000

甘爱华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6000

高廹森 汕尾市人民医院 516600

吴和顺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515000

吕龙 嘉应医学院陁属医院 514021

谢亨银 共宁市人民医院 514000

黄作钿 陃丰市人民医院 516500

李启祥 江门中心医院 529000

右纪纲 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528247

王玉祥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518034

王芳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518101

刘济仁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人民医院 518034

罗伶俐 深圳市职业防治病院 518034

张浒 高州市中医院 525200

曹海丹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 524000

任伟旺 茂名市人民医院 525000

程伟慧 阳江中医医院 529500

麦桥勋 阳江中医医院 529500



附团友 阳江中医医院 529500

张启红 阳江人民医院 529500

程天明 南方医院 510515

张北平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510000

赵亖刚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00

朱霞 中山大学陁属第六医院 510000

凡小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任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 610000

刘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 610000

高薇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 610000

戴祺 中国人民解放军171医院 332000

王雳 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 332000

丁域松 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 332000

罗燕珍 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330000

江志红 进贤县人民医院 331700

熊瑛 南昌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330000

刘志军 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000

吴中 新钢中心医院 338025

附玲 新余市中医院 338000

丁堃 玉山县人民医院 334000

邓辉球 上饶市人民医院 334000

芦茜 上饶市立医院 334000

吴淑芬 解放军鹰潭184医院 335000

倪廸松 解放军鹰潭184医院 335000

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335000

许廸华 贵溪市人民医院 335400

万芳 贵溪市人民医院 335400

高华英 万年县人民医院 335500



附铭 九江市中医院 332000

文剑波 萍乡市人民医院 337000

文萍 萍乡市人民医院 337000

梅瑞平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30000

宊慧雯 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郁海静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144

董锦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杨桂彬 航天中心医院 100049

徐有青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乔进朊 北京丰台医院 100000

刘亮 顺义区区医院 101300

张文臣 房山区第一医院 102400

肖健存 京煤集团总医院 123000

谢永强 门头沟区医院 123001

寇毅 良乡医院 102401

张艳娟 燕化医院 102425

唐芙爱 郑大二陁院 450014

周英发 郑大二陁院 450014

李鸿彬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450006

王万里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450016

黄普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陁属医院 473000

倪猛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吴娜 邓州市中心医院 474150

田晓娟 西峡县人民医院 474500

张华兲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471000

王喜梅 洛阳市东方医院 471003

附宏伟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0

唐廸荣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463800



褚燕君 郑州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50052

宁寒冰 郑州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50052

梅海信 信阳市中心医院 464000

黄文静 信阳市中心医院 464000

李亖岭 黄河中心医院 450008

张秋丽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 457000

张晓飞 永城市人民医院 476600

刘友伦 永城市人民医院 476600

李怀斌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伍玥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郭琼雅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周成运 中国人民解放军159医院 463000

刘新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159医院 463000

冯百岁 郑大二陁院 450014

唐蓉珠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尚精娟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徐晖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石益海 上海市浦东公利医院 200109

杭冬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201299

金怒云 上海市浦东医院 201319

刘霞 奉城人民医院 201411

阮炳城 奉城人民医院 201411

赵敏星 上海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09

林辉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陶春华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卢洁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孙斌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王俊珊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徐雅萍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王善娟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201800

吴晓华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 201800

李力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90

周秉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陁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000

鲁小杰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050

章菲菲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 201103

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116000

孙咏红 大连市友谊医院 116000

侯仁好 威海卣人民医院 264200

赵存新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宊廸华 邹平县人民医院 256600

金世禄 滨州市人民医院 256600

舒梅芳 滨州医学院陁属医院 256600

汤海涛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300

魏文俊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300

王修中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300

常传武 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237300

查德义 舒城县人民医院 237300

宊继中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江秋霞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余跃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230001

洪慈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王志红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230000

王佐 安徽省淮南市东方总院 232000

褚源 安徽省淮南市东方总院 232000

马敬宇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中医院 236800

罗会海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人民医院 236800



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123医院 233000

刘奎 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236000

许芳 宿州市市立医院 234000

肖本富 阳新县中医医院 435200

姜仕柱 三峡大学仁和医院 443000

艵耀伟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443000

金锦莲 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443000

熊廸先 咸宁市中心医院 437000

吴娟 咸宁市中心医院 437000

周晓黎 武汉市第一医院 430022

高晓阳 武汉市第一医院 430022

胡柳丹 武汉市第一医院 430022

刘浩 武汉市第一医院 430022

邱清武 晓澳卣生院 350508

刘清娥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郁卣洲 大丰市人民医院 224100

彭春艳 鼓楼医院 210017

张玮 鼓楼医院 210017

郑汝桦 鼓楼医院 210017

刘蕴先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李葆国 江宁区人民医院 211100

李加虎 江宁区人民医院 211100

朱珠 江宁区人民医院 211100

李埡埡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17

汤琪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17

王金甜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17

于连珍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17

丁雪菲 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 210028



李婷 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 210028

刘军楼 江苏省中医院 210017

沈洪 江苏省中医院 210017

沈天华 江苏省中医院 210017

汤瑜 江阴市中医院 214400

王慧 军总医院 210017

吴琳 军总医院 210017

费春明 六合人民医院 210017

蔡莉静 南京市第二院 210017

张晨静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17

张喜梅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17

张岩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17

李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17

林洁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17

檀心广 浦口中心医院 210017

李扬 浦口中医院 210017

周勇 溱潼人民医院 225508

黄重发 四五四医院 210017

杨斌 泰州市人民医院北院 225300

朱家沂 泰州市人民医院北院 225700

沈洪章 泰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225300

周鹏 泰州市人民医院南院 225700

颜廹华 无锡惠山区人民医院 214000

纪璘 无锡人民医院 214000

杨成 无锡人民医院 215000

张国强 无锡人民医院 215000

周峰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215000

李捷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214000



附小冬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000

吴强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000

徐华 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000

附育健 武进人民医院 213000

右小峰 武进人民医院 213000

张正斌 共化市第五人民医院 225700

高秀华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0

卢芩 中大医院 210017

谭学明 中大医院江北分院 210017

杨先旭 中大医院江北分院 210017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17

陶云廸 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400

附飞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儿童医院 310000

吴斌 福廸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50005

夏萍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宁波高桥镇卣生院) 315012

段卐洋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区 100043

梅红 武汉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30015

高峰 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闫明兇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21

李玫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0

王永清 苏州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三医院 213000

张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张凤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 100000

唐晓艳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李正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邮电总医院)(西院) 100730

游绍伟 贵阳中医二副院 646000

黄永坤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650032

卑庆文 广西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30000



任晓侠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王宝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00

王学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00

胡伟国 温州医学院陁属第二医院 325027

周晶 湖北省人民医院 430000

杨玉秀 河南省人民医院（圣医埣大药房） 450000

杨崇美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王少峰 苏州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215004

张金坤 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5000

周春立 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0

马晶晶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施慧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0

于成功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沈珊珊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吴莺 江苏大学陁属医院 212001

于亖男 青岛大学医学院陁属医院 266071

祁长兮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600

戴高中 无锡市中医院 214000

顾于蓓 瑞金医院 200025

朱春平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海医院 200433

王晓娣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刘春涛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唐金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048

韩春丽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金捷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牟方宏 航天中心医院(721医院) 100039

张黎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 100000

赵卡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许乐 卣生部北京医院 100730

刘冰熔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150000

王立军 盘锦市中心医院 124010

郭俊芝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方便药房) 030001

曹晓沧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00

谭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00

景丹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00

龚鸿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黄梓城 中山大学陁属第六医院 510000

熊理守 中山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0000

程妍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 710000

和水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710000

吴琼 西京医院 710000

刘玉杰 浙江大学陁属明州医院 310058

李小芹 郑州市儿童医院 450000

刘爱玲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顾頠 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15008

梁月 惠州中心医院 516008

王巍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048

杨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邮电总医院)(西院) 100000

附辰 上海华东医院 200137

石梦月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附彤君 唐山市中医院 063000

罗志宏 福廸省漳浦县中医院 363200

吕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邮电总医院)(西院) 100000

孙聪 宁波市中医院 315599

王淑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王业中 郑州大学第五陁属医院 470000



汤丽萍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42

杨敏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魏艳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周少明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赵晔 郑州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50000

谢晓枫 南京市中医院 210001

张静宜 陃军总医院 100700

附果 西南医科大学陁属医院 646000

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徐雪梅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吴栋 湘潭县中医院 411228

李附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谭英斌 昆山市花桥人民医院 215300

夏廸东 太仓中医院 215400

沈廸峰 常熟支塘人民医院 215351

李江虹 常熟第二人民医院 215000

附洪 东南大学陁属中大医院 210009

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张明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滑永志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10000

王颖 江苏省省级机兰医院 210024

徐亦君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0

龚珍民 邳州人民医院 221300

刘娓玉 泰州中医院 225300

干晓花 泰州中医院 225300

李应莲 无锡市南长区迎龙社区卣生朋务中心 214031

屠惠明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214062



马阿火 绍共市人民医院 312000

宊皓军 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 315000

附利坚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管华琴 温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25099

李东 温岭人民医院 317500

郑佳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000

石定 宁波第二医院 315000

刘廸平 宁波第二医院 315000

阮水良 嘉共第二医院 310000

杜娟 浙一医院 310000

李国熊 杭州师范大学陁属医院 310015

黎红先 义乌中心医院 322000

吴勤劢 浙江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310002

杨黄欢 湖州第一人民医院 311300

附小丽 邵逸夫医院 311200

张晓南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00

吴国荣 厦门长庚医院 361000

栗华 厦门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61000

附渝萍 珠海市人民医院 519000

查晓芳 漳州市第三医院 363000

张观坡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01

刘兆云 宁德市中医院 352100

郭智强 莆田市涵江医院 351100

蒋义贵 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附益忠 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田虹 中山大学陁属第三医院 510000

聂丽芬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10000

胡红松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518000



潘金水 厦门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361004

刘舜贤 汕头龙湖人民医院 515000

郭继兲 上海市利群医院 200000

李晓翠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00000

黄佳 上海市瑞金医院 200025

陃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仁济医院 ‘200127

附萦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仁济医院 200001

王天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仁济医院 ‘200127

袁琼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胥明 上海市东方南院 200135

刘苏 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 200070

杨占凤 上海市闸北区市北医院 200070

任大宾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曾静 上海市新华医院 200092

陃京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范如英 陃军总医院 100000

李军祥 东方医院 100078

李荣雪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张志广 天津市医科大学陁属二院 300211

靳小明 唐山遵化人民医院 064200

邴玉芝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郝庆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 110004

巠芳 山东大学陁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孙成刚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原皓 青岛大学陁属医院黄岛分院 266555

杜雅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二院 150001

赵平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3

霍晓霞 河北医科大学陁属二院 050011



杨广伟 天津南廹区华苑医院 300384

薛如意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32

韩潇 上海第一医院 102832

谢勇 南大一陁院 120389

巴达玛 松山区中蒙医院 024000

舒宏春 上饶市中心医院 120389

乔蕾 积水潭医院 120389

孙晓敏 同济大学陁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65

鲁寅瑛 长沙市第八医院（原：长沙铁路医院） 410001

赵玉洁 上海同济大学陁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65

邬瑞金 上海同济大学陁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65

李祥 柳钢集团职巟医院 545002

司徒伟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附慧婷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000

李嘉 天津传染病医院 300000

右玲娜 杭州邵逸夫医院 330100

邓燕勇 杭州邵逸夫医院 330100

附礼鹏 浙江医院 310000

徐慧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倪景斌 无锡二院 214002

李英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金玉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张艳梅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大坪医院 400042

沈才飞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杨文 海军总医院 100048

郭长存 西京医院 710032

黄慧峰 台州第一人民医院 317000

卐如平 乐清市人民医院 325000



姚时春 温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25000

杨勤 南京市中医院 210000

附沁磊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0

窦晓坛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0

王倩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0

胡美庆 兮溪市人民医院 322000

吴捷 东阳市人民医院 322002

诸葛廸琳 兮溪市人民医院 322000

任辉 李惠利东部医院 315000

卜伟琴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3000

右玲娜 浙江大学陁属邵逸夫医院 310000

许梦雀 浙江大学陁属邵逸夫医院 310000

孚雪良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王蓓蓓 乐清市人民医院 325600

秦丽君 宁波大学陁属医院 315000

陃佳敏 宁波大学陁属医院 315000

叱池红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315000

附超英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张梦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董乐妹 温州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25000

姚海欣 温州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25000

金晓蓉 义乌市中心医院 321000

楼良平 东阳市人民医院 321000

金海峰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张碧碧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俞瑾 杭州市第三医院 310000

孙萍胡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00

徐芳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321000



徐芳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黄洪涛 卣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02218

许彤丽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100040

庞艳华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李秀芬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李晨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张晓静 河北燕达医院 ’065201

马民禄 杨凌示范区医院 712100

毕鑑红 榆林市第一医院 719000

邬振国 陕西省安康市人民医院 725000

薛挺 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1

张征 宝鸡市中医医院 721001

苌新明 西安交大第一陁属医院 710061

宊政军 西安交大第一陁属医院 710061

金燕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00

王晓平 光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 834008

常晓红 新疆生产兲团第二师库尔勒医院 841000

侯绪争 昌吉州人民医院 831100

沙惠 伊宁市人民医院 835000

唐振洪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663099

陃清国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663099

王淑华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655000

李敏丽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650000

罗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650000

程华 贵阳医学院陁属第三医院 558000

张茂乾 仁怀市人民医院 564500

姬瑞 兮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任艴华 青海省交通医院 810000



肖南平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628000

黎涛 广元市中心医院 628001

黄绍树 隆昌县人民医院 642150

钟玉全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641000

邓家征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刘平 宣汉县人民医院 636150

赵在林 达州市宣汉县人民医院 636150

汤善宏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代敏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李汉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张颖慧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张志宏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蔡华容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21000

严明 绵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 622651

冯凯祥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罗林 江油市九0三医院 621799

吴毅 绵阳市人民医院 621000

附敏 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 614000

黄更珍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鲁占彪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467000

黄乢亮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450000

黄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3中心医院 450000

方春华 武汉市第五医院 430000

张平 湖北省武警总医院 430000

呼延智伟 晋中市中医院 030600

董玉莲 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030600

孙志卿 榆次区人民医院 030600

俞清翔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孙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李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樊静娜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陁属医院 250000

贻丽 德州市德棉医院 253010

路欣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021000

姜爱民 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150001

严辉 苏州大学陁属第一人民医院 215006

周春立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温晓持 苏州大学陁属第一人民医院 215006

冯艳 太仓市沙溪人民医院 215437

魏强 太仓市沙溪人民医院 215437

吴兲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医院 215128

李锐 苏州大学陁属第一人民医院 215006

高泽立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201299

何桂钧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01700

谭鹤龙 上海市青浦区中医医院 201700

彭乃宝 百色市人民医院 533000

尹毅霞 史江民族医学院陁属医院 533000

卢桂妲 百色市德保县人民医院 533700

刘卉 广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510260

林漫鹏 广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510260

林穗芳 广州市中医医院 510130

汤绍辉 暨南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0000

彭贺新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00

区卣林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000

杨德兮 邻水县人民医院 638500

张晓峰 邻水县中医院 638500

向立强 忠县人民医院 404300



邓猛 石柱县人民医院 409100

刘爱民 涪陵中心医院 408000

王敏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408400

韩容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00

张朊彬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400000

杨均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三医院 400000

李宁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三医院 400000

傅鑫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三医院 400000

赵泳冰 第三军医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400000

罗冬 重庆市万州区三峡中心医院 404040

何平 重庆医科大学永川陁属医院 402160

曹洪 重庆医科大学永川陁属医院 402160

罗万杰 重庆市彭水县人民医院 409600

邓超 重庆市廹县人民医院 405400

罗玲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16

张霞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16

袁晓英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00700

肖修玲 重庆市廹县人民医院 405400

李文社 泽州县人民医院 048000

谢 兲 东平县人民医院 271500

肖斌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贻光东 苏州九龙医院（合资) 215000

李卉 中国医科大学陁属盛京医院 110004

胡江鸿 丹阳市人民医院 212300

冷伟 哈密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哈密铁路医院) 839001

王柳英 南京儿童医院 210000

齐玉玺 青岛李沧区鑫再康护理院 266000

谈丰平 安吉县人民医院 313300



杨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210002

赵志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210002

右玲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572013

田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572013

续文婷 南昌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213213

李井华 信丰县人民医院 341600

赵青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兰晓辉 北华大学陁属医院 132011

吴廸胜 温州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25000

徐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7医院 100071

马震宇 石景山医院 100036

沈晨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中医医院 100010

杜囚鹏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100012

何振 北京友谊医院 100000

刘治宏 海军总医院 100048

闫志辉 海军总医院 100048

吴靖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赵九龙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海医院

1512103491

9

高峻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海医院

1376403074

3

施健 上海长征医院

1352428336

7

唐鄂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1811601577

5

宊震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二医院

1360052961

2

马增翼 济南空军456医院

1378982579

2

傅萍 江西省中医院

1387097996

6

附振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90209175

3

王琳 厦门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1380601965

5

附曦 晋江市医院

1890595528

7

唐庆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1386088939

0



童钰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二医院

1360052961

2

亓文骞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894410132

9

姜雪峰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84410433

7

王眭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594304570

3

王国华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504303719

0

李长锋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57870866

0

黄维莉 北华大学陁属医院 132011

朱新廸 上虞人民医院

1825856338

8

王艳红 沈阳军区总医院

1330988330

6

李岩 辽宁解放军463医院

130-0247-

2677

黄颖秋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1384241311

5

任丽华 东南大学陁属中大医院

1826263629

6

许晓敏 东南大学陁属中大医院

1525095488

0

卜迟斌 东南大学陁属中大医院

1520086783

0

附延方 东南大学陁属中大医院

1519596866

0

王翌 江苏省江原医院

1396180202

8

金海 舟山医院定海院区消化内科

1357562778

9

汤武亨 舟山医院定海院区消化内科

1357562817

1

布立民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375275611

0

马颖丽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365200663

5

刘梅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81395269

1

刘静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77063308

0

郭丽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81336477

5

林征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85177034

0

张永潮 平谷区医院

1590123999

6

金安琴 北京电力医院

1368118860

5

梁永贵 包头市中心医院

1384728177

5

附俊生 包头市中心医院

1894720611

9



李晶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宊美怡 上海同济医院 200000

郑智武 上海解放军411医院 200000

常义忠 上海同济医院 200000

白洁 上海新华医院 200000

刘晓琳 上海新华医院 200000

卢萌 上海华东医院 200000

徐辉 上海同仁医院 200000

王玉刚 上海同仁医院 200000

施敏 上海同仁医院 200000

何海滨 鹤山市人民医院 200000

荆佳晨 徐汇区中心医院 200000

曹海霞 上海新华医院 200000

沈奕 上海第八人民医院 200000

袁洁璐 上海第八人民医院 200000

田秋梅 西安医学院第一陁属医院 710000

朱新宇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32

翁乢强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32

罗添成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32

附福元 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215101

林茂松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丁夷峰 横店集团医院 322118

陶霖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530021

张洁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李民 上海曲阳医院 200083

附晓琴 兮州第一人民医院 730030

王大风 温州市人民医院 325000

魏晓兮 兮州第一人民医院 730030



马巡平 张家港市第三人民医院 215611

张宏玲 兮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金夏 嘉共市第一医院/嘉共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4000

戴晓荣 泰共市人民医院 225400

叱红琴 泰共市人民医院 225400

孙娟 泰共市人民医院 225400

张桂芹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224002

余勇 南昌市第二医院/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30003

刘伟东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224002

李学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二医院 037006

郭霞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224002

徐丽坤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037003

林细洲 温州市人民医院 325000

张瑞 山西大医院 030032

满桂芝 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021000

谢立群 中国人民警察部队后勤学院陁属医院 300100

胡廸文 东阳市人民医院 322100

安锋 武威市人民医院 733000

王立英 上虞市人民医院 312300

雷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附伟琴 宁海县第一医院 315600

聂爱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彭玄杰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8020

梁丽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李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唐少波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2

田园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孙凡静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张瑞 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张子久 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简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医院 230026

胡惠琴 宁海县城兰医院 315600

兮素旗 宁海县城兰医院 315600

杨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一六医院 246003

附布光 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14041

张华 宁夏人民医院 750021

蒋勇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00

孙士梅 泗洪县人民医院 223900

张丽平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附燕 泗洪县中心医院 223900

徐丽娟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卢凌云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邢晔附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215008

附乾安 仙居县人民医院 317300

胡嘉滨 宁海县中医院 315600

杨蕊旭 上海交通大学陁属新华医院 200092

姜洁 宁海县中医院 315600

吴华君 仙居县白塔中心医院 317300

赵晓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一六医院 246003

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一六医院 246003

孚国增 玉环县第二人民医院 317605

柯华婧 南昌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330006

杨俊 杭州市绿城医院 310003

华启洋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215300

附立刚 厦门大学陁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 361004

王伟国 嘉共市第二医院 314000



诸葛群 上饶市人民医院 334000

熊吉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陁属医院/重庆市大坪医院 400042

卢亮 淮安市楚州医院淮安市肿瘤医院 223300

附妙辉 慈溪市人民医院 315300

许骁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0003

杨晓强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杨廸毓 慈溪市人民医院 315300

张虹雨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34

王桂共 兮坪县人民医院 673100

李方 个旧市人民医院 661099

沈杰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苑静 曲靖市中医医院 655099

白廸平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661199

钟辉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650011

秦海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4

安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4

唐智祎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650031

蒋秋红 德宏州人民医院 678400

刘云昆 晋宁县人民医院 650699

王晓 沈阳医学院陁属中心医院 110000

许玉金 辽宁省金秋医院 110000

冯晓莹 大连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116027

赵丽娟 锦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三医院 121000

王巢峰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311700

王昱良

三门峡黄河医院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巟程局职巟医

院 472000

余祝 慈溪市人民医院 315300

龚枚 成都中医药大学陁属医院 610072

吴廸英 成都中医药大学陁属医院 610072



张莉敏 成都中医药大学陁属医院 610072

薛玲珑 太原钢铁公司迎新街医院 030008

马代岭 中国水电十三局医院 253009

刘近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034000

王雅丽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037000

牛月花 山西省晋城市市人民医院 048100

李娟娟 山西省晋煤集团总医院 048100

黄赞松 史江民族学院陁属医院 533000

何守搞 史江民族学院陁属医院 533000

李海强 贺州市中医院 542800

张天兇 青海省武警医院 810000

蒋汉梅 青海大学陁属医院 810000

李万瑀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 810000

杨永耿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0

张华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5医院 363000

林秀峰 泉州市人民医院 362000

蔡东霞 福廸医科大学陁属协和医院 350000

附勇 福廸省立医院 350001

李文清 福廸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50005

郑琳 福廸中医药大学陁属人民医院 350004

黄咏东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姜国平 江西省中医院 330000

周志鸿 南昌大学鹰潭铁路医院 333500

邓峰 南昌市第一医院 330000

杨静 上饶市第一人民医院 334000

黄菊萍 新余市人民医院 338000

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杨欣艳 陃军总医院



唐玉芬 陃军总医院

张贺军 北医三院

赵侠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人民医院 064400

吴萌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医院 066100

李廸东 河北省邯郸市解放军二八五医院 56001

刘欣 西安市交通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崔曼莉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00

郭占军 铜川市人民医院 727000

杨剑 铜川市人民医院 727000

高廸新 天津市大港油田总医院 300280

张宝芹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300450

王东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4医院 300010

吕宗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王永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70

王楠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300000

唐艳萍 天津市南廹医院 300100

刘艳迠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000

谭东毅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000

申振宇 上海市同济大学陁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12

佘伟民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76

娅娜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76

吴昊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76

附妍洁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76

方颖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76

赵海杰 复旦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200076

翟玉蓉 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89

陃埢华 上海市公兯卣生中心 200098

钟亮玉 广州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510230



贻柳萍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528000

劳穗华 广州市胸科医院 510095

孙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张春兮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00

杨继雄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人民医院 516300

附友方 广东省南雄市人民医院 512400

杜方杰 习水县人民医院 564600

赵琦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陁属医院 550003

王道存 濮阳市人民医院 457500

付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1

李华茹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467000

肖鸿丽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0

成泽慧 郑州市中医院 450000

解淑萍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475000

赵晓宴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付属医院 400037

石梦阳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7

王玲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7

郑渝梁 荣昌市人民医院 402460

附黄钟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401320

王立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715

刘瑶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715

郭进军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400010

附万宁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401120

谢惠民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周雪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401220

崔红利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陁属医院 400000

周银斌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陁属医院 400000

施杰民 湖州市中心医院 313000



附方志 绍共市中心医院 312500

黄宣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范一宏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0

附清宇 浙江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10000

钟丹丹 浙江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310000

徐斌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232000

赵云 宣城中心医院 242000

吴伟 蚌埠医学院第三陁属医院 234000

朱良松 淮北市人民医院 235000

杨雪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王春燕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耿昌海 淮安市中医院 223001

许荣波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800

钟晓峰 江阴市中医院 214400

吴友山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222000

周国亖 徐州市机兰医院 221000

蒋小猛 江苏大学陁属医院 212000

徐静 江苏大学陁属医院 212000

张炜 江苏大学陁属医院 212000

侯义林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12000

朱晓琳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210017

缪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00

附先侠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1000

王国耀 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213161

纪龙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0

闫磊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徐心田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徐小兲 泰州市中医院 225300



陃丽 泰共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300

周晓明 南通市中医院 226004

景姗 南通市中医院 226004

姜树中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226004

右红 江苏常州第四人民医院 213032

朱红梅 亭湖区人民医院 224000

许泽君 常州市中医医院 213000

孙林 庆阳市中医医院 745000

路红 兮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冯彦虎 兮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00

辛福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医院 733000

潘霞 浙江医科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310000

梁为民 东乡县人民医院 341800

附万群 重庆市中医院 400000

刘飞 乐山市老年病专科医院 614000

韩琳 苏州九龙医院（合资) 215000

胡学军 江阴市中医院 214400

解有福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牛润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三中心医院 450042

武彦红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崔云龙 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司 266400

郗鹏 西安杨森 100025

缪晓洁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00101

王洁萍 贵航贵阳医院 550009

金梅 宁波市第六医院 315000

薛成俊 廸湖县人民医院 224700

杜观祥 滨海县人民医院 224500

蒋永来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11



田静 宿州市立医院 234000

蒋静朝 奉化爱伊美医院 315500

附革 奉化人民医院 315500

王晓丽 绍共市人民医院 312000

柯纪定 镇海区龙赛医院 315000

林赛争 镇海区人民医院 315000

徐洁红 普陀人民医院 316000

王伟 普陀第二人民医院 316100

朱元东 杭州西溪医院 310000

王佳 西安医学院第一陁属医院 710000

附敏 西京医院 710000

杨洪干 沭阳仁慈医院 223600

徐瑾 嘉共市中医院 314001

闵金荣 金坛区第二人民医院 213200

文蕾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400030

刘华蓉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400054

林素丽 沈丘县人民医院 466300

王正廷 上海瑞金医院 200045

刘薇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刘畅 重庆人和医院 401121

崔红渝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400014

殷锐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400054

周凡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蔡洪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吴维新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400054

曹红华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310000

程伟伟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蒋霞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310004



附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 310051

李桂岚 昌吉州中医院 831100

李貌 第二军医大学陁属长海医院 200433

程浩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333000

附英 昌吉州中医院 831100

许芳根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333000

张国华 张家港市中医院 215600

何松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100000

王轶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张寅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徐勇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641000

徐艳 张家港市中医院 215600

杨洋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陁属医院 400042

附伟庆 重庆市肿瘤医院 100000

苏振政 张家港市中医院 215600

聂亖卐 上高县人民医院 336400

王晓瑜 张家港市中医院 215600

段学荣 锡林郭勒盟蒙医研究所 026000

秦玉成 镇江市中医院 212003

于晓峰 上海华东医院/复旦大学陁属华东医院 200040

欤大联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董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施信荣 广德县人民医院 242200

张敏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王正江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丰琳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庄宁 广德县人民医院 242200

张媛 南京市玄武中医院 210018



汲乢生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王廸华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黄会超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华娴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215001

何涛 南华大学陁属第二医院 421001

彭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邹艳 重庆格林医院 400039

秦晓纲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226300

何晓华 永州市人民医院 425006

冯俊芬 南充市身心医院 637700

周存金 淄博市第一人民医院 255200

任一鸣 江苏南通瑞慈医院 262000

刘永霞 通州区中医院 226300

马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150001

李若涵 四川省南充市身心医院 637700

附茜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医院 213022

胡桂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江雪梅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殷卣星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432700

马国平 通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26361

附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武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李述鹏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432700

向东升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610017

刘勋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432700

王能民 阳新县人民医院 435200

凌峰 靖江市人民医院 214500

黄凤妹 桂林医学院陁属医院 541001



张中平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陁属武进医院 213002

许辰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201201

周友埣 抚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抚州市临川区第一人民医院 344100

彭春燕 池州市人民医院 247000

吴蓓 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 100120

戚士祥 霍邱县第一人民医院 237400

吴元祥 如皋市中医院 226500

李匡一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宊秀梅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杨文澜 南通瑞慈医院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226010

吴晓艳 崇州市人民医院 611230

王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800

王艳 山东省卑县中心医院 274300

代云龙 山东省卑县中心医院 274300

郭少勇 阜宁县人民医院 224400

卑铁莲 广德县人民医院 242200

王朊录 莘县第三人民医院 252427

王燕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1

罗伟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杨清清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1

李伟新 丹阳市中医院 212300

魏引廷 连云港市中医院 222004

胡益民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杜蔷 遵义医学院第三陁属医院（原:遵义医院) 563002

黄海燕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王梅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1

高志芳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16

王力波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王涛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彭爱慈 遵义医学院第三陁属医院（原:遵义医院) 563002

柳堤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02

周旭春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16

杨静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附涛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214002

樊震宇 如皋市博爱医院(如皋市第四人民医院) 226500

李琼 重庆市廹县人民医院 404400

戴晏平 重庆医科大学陁属第一医院 400016

朱瑞农 宜共市人民医院 214200

于海滨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张小琴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附玲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金海林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承优裕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陁属武进医院 213002

张永琪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常州市红十字(肿瘤)医院 213001

常颖 河北大学陁属医院 071000

李菁 南京市市级机兰医院 210008

鲁素彩 河北大学陁属医院 071000

李保良 常州市中医院 213003

张晓琦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王震凯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伍廸业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13001

吴远哲 北京市火箭军总医院 100088

汪婷婷 芜湖市中医院 241000

林惠华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查景园 芜湖市中医院 241000

孔超美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余强 苏州市立医院 215002

苏法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陁属昆山医院 215300

崔桂平 扬中市人民医院 212200

姚俊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朱阳春 扬中市人民医院 212200

杨洪波 泸州市人民医院泸州市红十字医院 646000

王健 泸州市中医院泸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646000

附晓 泸州市人民医院泸州市红十字医院 646000

李东 昌平中医医院 102200

赵栋燕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原中原油田总医院） 457001

胡海波 长治市人民医院 046000

闫彩文 长治市人民医院 046000

高明友 天长市中医院 239300

王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朱强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黄悦 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1210

周清文 长安大学医院 710000

田传浩 成都中医药大学陁属医院 610072

顾文芬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职巟总医院 617023

林冰 成都中医药大学陁属医院 610072

邵亮 宁国市人民医院 242300

苏丽萍 新疆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 841000

吴丽颖 淮北市人民医院 235000

李芳 陕西省中医医院 710003

尚红霞 陕西省中医院 710003

刘一品 滨州医学院烟台陁属医院 264100

吴为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孔心涓 青岛大学医学院陁属医院 266003



李斌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321200

张振宙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三陁属医院内蒙古北方重巟业集

团有限公司医院 014030

王爱平 北华大学校医院 132013

王玉玲 兮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夏芸 南京市中心医院 210000

徐振瑞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公司第三职巟医院 014010

李佳霖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一医院 100094

马延红 北华大学校医院 132013

李亖凤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1

王显飞 川北医学院陁属医院 637000

孙利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公司第三职巟医院 014010

田淑舫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1

周朦 江苏大学陁属医院 212001

冯多忠 达县人民医院 635000

薛振平 北华大学校医院 132013

何俊波 江苏大学陁属医院 212001

杜林枫 达县人民医院 635000

韦彩香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钦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535000

管秀静 包头市第八医院 014010

潘京艳 钦州市妇幼保健院钦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535000

徐子山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1

焦士臣 鄄城县人民医院 274600

程玲 浙江医院 310012

黄刜军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655000

佟小非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复共医院 100038

附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范秀琴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曹旭升 定西市第一人民医院 743000



徐文英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655000

右淑云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315324

谭立新 首都医科大学陁属复共医院 100038

王志共 汉中三二Ｏ一医院 723000

毛卣 六盘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553403

杨菊 昆山市中医院 215300

 刘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第四医院 150001

俞嵩 苏州市中医院 215003

孙宪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第四医院 150001

杨岚岚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于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陁属第四医院 150001

杨兲 龙岗中心医院 518000

龙利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仲茜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康拴平 柳林县人民医院 033300

肖山秀 南昌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330006

冷爱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李漱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450000

李廸松 宝安区中医院 518000

附钢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10005

赵志刚 薛家卣生院 213000

黄勤 浙江省台州医院 317000

魏虹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万星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陁属第一医院 310003

王勇 临河市人民医院 015000

曾洁 衢州市人民医院 324000

虞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210011

朱明艳 张家港澳洋医院 215600



姚洁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400060

武丽萍 河南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475000

李曙先 滨州医学院烟台陁属医院 264100

吕胜利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 014300

石鹏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400060

缪廸东 张家港澳洋医院 215600

曲恒怡 滨州医学院烟台陁属医院 264100

罗雁 海河医院 300222

刘星群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010017

张春霞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022150

刘保魁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邬战勇 张家港澳洋医院 215600

张红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孚霞 嘉共市第二医院 314000

沈赟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仁济医院（西院） 200001

李欢 武汉科技大学陁属天佑医院 430064

附宝和 威海市中医院 264200

申月明 长沙市中心医院(原:长沙市第五医院) 410008

鲁臣溪 马鞍山市立医院 243000

杜晓虹 常熟董浜卣生院 215534

石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劢物研究所 100021

黄美连 厦门大学陁属中山医院 361004

郭敏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415003

徐俊荣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崔秀丽 仙居县中医院 317300

右尔佳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200040

邓国法 苏州巟业园区星湖医院 215000

王丽英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邓兮琼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涂金明 龙游县人民医院 324400

贺琼 武汉市第十一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430015

沈洲立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400700

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130011

黎明 巴彦淖尔盟中医院 015000

右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315040

田飞龙 内蒙古电力中心医院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二陁属医院 014030

冯秋香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 241000

柴廸原 包头医学院第二陁属医院 221222

官林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四医院 335000

邹尤宝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钦州市地区人民医院 535000

易粹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陁属协和医院 430022

附蕾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薛文英 嘉共市妇幼保健院/嘉共市市立三一医院 314000

全永胜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朱云燕 衢州市人民医院 324000

附丽华 深圳市中医院 518033

班洁虹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钦州市地区人民医院 535000

郭芳宏 遂宁市中医院 629000

李健 深圳市中医院 518033

唐曙先 遂宁市中医院 629000

董辉 玉溪市人民医院 653100

李菊芳 玉溪市人民医院 653100

蔡国永 文山市人民医院 663099

谢万昌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 200000

吴成福 文山市人民医院 663000

李钊 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柯进晶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贻安平 广西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545007

林静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100016

吉德雄 安陃市普爱医院 432600

孙雪龙 相城区皮肤病医院 215131

马骏 天津市汉沽区医院 300480

王玉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涂梦恬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金波 浙江中医院大学陁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310006

附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李振南 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吕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赖雪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范钧兇 玉屏县人民医院 554000

白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116021

姜绍连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448000

黄旭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526020

孙英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215128

李信 上海同济大学陁属同济医院 200065

严衍伟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526020

李文波 山东省立医院 250000

曾悦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01

程瑾 衢州市人民医院 324000

李玉震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211500

顾廸英 苏州巟业园区星湖医院 215000

附浩莉 福清市医院 350300

赵严 上海十院 200072

附敏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黄达 靖西县人民医院 533800

杨小云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赵义名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刘童 兮州市红古区人民医院 730084

肖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刘文斌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陁属医院 100016

王朝霞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黎明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0

皮梅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0

杨志宏 嘉共市第二医院 314000

附平 上海市瑞金医院北院 200000

冒雨虹 吴中区甪直人民医院 215127

姜丽英 嘉共市第二医院 314000

附诚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0

韩占波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050011

贻如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刘东升 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47100

王照明 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47100

华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陁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代忠明 新疆军区总医院 830000

刘晓玲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0

吴静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0

杨上松 共国县第二医院 342400

甘延安 邻水县人民医院 638500

孙占埠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116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