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2001 艾仕恩 遵义市第五人民医院（遵义医专附院） 贵州省

092002 鲍洁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03 曹铖 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 江苏省

092004 曹凤华 安徽省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06 曾云 商城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007 陈晨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08 陈多军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09 陈复美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92010 陈国清 扬州洪泉医院 江苏省

092011 陈海洋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12 陈红光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13 陈俊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14 陈凯旋 郏县中医院 河南省

092015 陈龙 芜湖市中医医院 安徽省

092016 陈晓燕 安徽黄山首康医院 安徽省

092017 陈媛媛 巨野县北城医院 山东省

092018 陈远卓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92019 陈志平 湖南省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湖南省

092020 程浩 河南省商城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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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2022 程小峰 福建省人民医院 福建省

092023 代康 涡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24 丁莉 皖北矿务局总医院 安徽省

092025 丁汝刚 淮南新华医院 安徽省

092027 董茉西 河南省扶沟康复医院 河南省

092029 董新颖 苏州市高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31 樊君明 蒙城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32 范层层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034 方莉 六安世立医院 安徽省

092035 方玲 襄樊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092036 冯雪芳 慈溪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092037 付全铸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省

092038 付媛媛 巨野县北城医院 山东省

092039 葛永志 安徽省蒙城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安徽省

092041 郭宏 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42 郭莉丽 宁波市第九医院 浙江省

092044 郭清正 中煤矿建总医院 安徽省

092045 郭锐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46 郭司伟 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47 郭伟 庐江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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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48 郭伟 濮阳县民生医院 河南省

092049 郭越 驻马店中心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050 郭正亮 诸暨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092051 海亚娟 河南省郏县中医院 河南省

092053 何传周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54 何家欢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056 洪德全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江西省

092057 洪敏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省

092058 洪书源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59 侯会倩 濮阳县民生医院 河南省

092060 侯静 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61 侯娟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062 胡斌 庐江县中医院 安徽省

092064 胡晶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

092065 胡思敏 安徽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66 胡旭泽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092068 黄丹 鄢陵县中心医院 河南省

092069 黄莉犁 渠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2070 黄珉珉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71 黄祺 大冶市人民医院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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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72 吉海波 金湖县中医院 江苏省

092073 纪丽 蒙城二院 安徽省

092074 贾月华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076 蒋坚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092077 蒋学忠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省

092078 金春武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2079 金少峰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092080 康杰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81 孔德华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82 郎波 开封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

092083 李爱中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安徽省

092084 李博文 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85 李芳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092086 李福强 新余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092087 李光文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

092088 李海峰 长兴县中医院 浙江省

092089 李佳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91 李坤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92 李萌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93 李猛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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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94 李鹏程 高要市中医院 广东省

092095 李倩 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092096 李太伟 灵璧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098 李响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099 李勇振 涡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03 刘凤明 河南省嵩县中医院 河南省

092104 刘会灵 南陵县医院 安徽省

092105 刘俊雯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河南省

092106 刘开勋 徐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省

092108 刘明 怀远县中医院 安徽省

092109 刘明法 长乐市医院 福建省

092111 龙四军 河南省义马煤业集团总医院 河南省

092112 陆恺 大丰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13 陆霞君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15 罗润发 东莞市桥头医院 广东省

092116 吕艳 海军总医院 北京市

092117 麻宵萍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湖北省

092118 麻永艳 宁波市第九医院 浙江省

092119 马菲菲 如皋市中医院 江苏省

092121 马红双 郑州市骨科医院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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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23 马争争 灵璧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26 孟晓燕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江苏省

092127 倪萌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28 潘文静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92130 彭蔷 南昌市第三医院 江西省

092132 秦夏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33 邱儒春 南平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

092134 任朋 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35 任正鄂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2136 沈良云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37 沈赛花 江苏启东市中医院 江苏省

092138 沈晓伟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虹桥医院） 江苏省

092139 施泰来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092140 史翔治 蒲城县龙阳村卫生所 陕西省

092141 史永攀 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2143 宋永亮 驻马店市中医院 河南省

092145 孙旭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2146 谭毅杰 南京明基医院 江苏省

092148 唐琦峰 苏州明基医院 江苏省

092150 童芳芳 慈溪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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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51 屠鑫星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2152 汪加朋 随州市中心医院/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随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湖北省

092153 汪志方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092154 王保红 安徽省利辛县中医院 安徽省

092155 王纯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56 王丹丹 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57 王刚 灵璧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58 王广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

092160 王见斌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61 王锦华 长兴县中医院 浙江省

092162 王克俭 清河县中心医院 河北省

092164 王平枫 宁波市第一医院 浙江省

092165 王汝生 河南省鹿邑真源医院 河南省

092167 王铁民 河南省通许县中医医院 河南省

092168 王向蝶 郑州市儿童医院 河南省

092170 王旭辉 舞钢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171 王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092172 王阳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湖北省

092177 吴国柱 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178 吴爽 泗洪县中心医院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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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79 吴小霞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江西省

092180 吴义涛 上饶市肿瘤医院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西省

092181 吴峥嵘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市

092182 吴志武 贵溪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092183 武良权 南京市江宁医院 江苏省

092184 奚正荣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虹桥医院） 江苏省

092186 夏蔚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92187 相洁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陕西省

092188 谢琛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092189 谢有鑫 衢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092190 辛士珍 天津市海河医院 天津市

092191 熊英琼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092192 徐嘉明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092193 徐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194 徐敏 济南市中医院 山东省

092195 徐明珠 苏州科技城医院 江苏省

092197 徐微 六安市中医院 安徽省

092198 徐维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省

092199 徐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092200 薛飞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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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01 杨金连 亳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02 杨军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04 杨丽 周口人合医院 河南省

092207 杨延辉 福州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092208 杨彦 巩义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209 杨洋 武汉市第七医院 湖北省

092211 姚红宝 九江市彭泽县人民医院 江西省

092213 叶邦旺 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

092214 叶恭杰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浙江省

092215 殷红珍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省

092216 于雪芳 沭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217 余英章 平阳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

092220 臧宝赫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

092221 张才来 赣州市南康区中医院 江西省

092224 张东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

092225 张浩楠 河南省潢川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2227 张华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228 张建功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北京市

092229 张晶鑫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2230 张克冉 苏州瑞华医院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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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31 张岚 李惠利东部医院 浙江省

092232 张敏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33 张婷婷 中煤矿建总医院 安徽省

092235 张文涛 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36 张新庆 江苏徐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省

092237 张学智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2238 张玉彪 涡阳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39 张运桂 余干信江医院 江西省

092240 张志强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92241 赵海蓉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山东省

092242 赵洪涛 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 河南省

092243 赵晶晶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44 赵利红 濮阳县民生医院 河南省

092245 赵琳 安徽省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46 郑丽丽 古田县医院 福建省

092248 郑旭 苏州科技城医院 江苏省

092250 植宏章 金湖县中医院 江苏省

092251 钟荣德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

092252 周超 利辛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53 周超 江西省人民医院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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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55 周金良 望江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56 周敏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092257 周情太 苏州科技城医院 江苏省

092258 周同好 六安世立医院 安徽省

092259 朱冠能 黄山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

092260 朱俊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261 朱立军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浙江省

092262 朱琦莲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省

092264 祝兰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

092265 庄梦洁 南京明基医院 江苏省

100266 黄丽丽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

100267 余递铧 湖北省中医院 湖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