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0001 艾雪 秦皇岛港口医院 河北省

090002 安娜 秦皇岛柳江医院 河北省

090003 卜婵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山东省

090004 蔡丹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090005 蔡鲁梅 集安市医院 吉林省

090006 车金萍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北京市

090007 车琳 栖霞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008 陈峰 第二炮兵总医院 北京市

090009 陈红星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90012 陈琼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

090013 陈艳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015 池勇虎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017 崔丹丹 敦化市医院 吉林省

090018 崔海兮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院 北京市

090019 崔军英 张北县医院 河北省

090020 代雷雷 凌源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090021 戴晶 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090022 单健 萍乡赣西肿瘤医院 江西省

090024 邓文帅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90025 丁丽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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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26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090028 杜中涛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

090030 樊晓光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省

090031 范杰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032 范思佳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090035 甘红英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省

090036 高蕾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090037 高若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省

090038 高世来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090041 葛新 锦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090046 郭立莎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090047 郭龙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

090048 郭祥敏 抚松县人民医院 吉林省

090049 郭新 赤峰市第二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050 韩冰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052 韩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0053 韩艳芳 凌源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090054 郝敏 诸城中医医院 山东省

090055 何顶秀 德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0056 何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0057 何奇 宁乡县人民医院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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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58 和予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0059 贺然 北京市第六医院 北京市

090060 贺荣 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

090064 胡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0065 胡晓巍 通化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090066 黄超 白城中心医院 吉林省

090067 黄莉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090068 黄新生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070 霍志远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业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090071 贾丽静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090073 贾雅楠 延边医院 吉林省

090074 贾玉 遵义市第五人民医院（遵义医专附院） 贵州省

090075 金光日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076 金玲 宁乡县人民医院 湖南省

090078 鞠春雨 阿鲁科尔沁同济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079 康永亮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090082 李冬申 海门市中医院 江苏省

090083 李洪伟 白城中心医院 吉林省

090085 李佳霖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086 李杰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090087 李洁萍 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辽宁省



学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090088 李晶 大连市妇产医院 辽宁省

090089 李晶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吉林省

090090 李丽 长顺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090093 李嗣祺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辽宁省

090094 李婷婷 沈阳市急救中心 辽宁省

090096 李晓露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090097 李笑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0098 李原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090099 李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省

090101 李真真 兮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090104 刘峰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

090105 刘洪涛 七煤总医院 黑龙江省

090106 刘加斌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107 刘江峰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0109 刘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

090110 刘晓翠 赤峰市第二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112 刘晓琪 解放军210医院 辽宁省

090113 刘亚声 乌兮浩特市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114 刘英俊 河北省易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090115 刘宇鹏 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辽宁省

090117 刘长纲 吉林省通化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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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18 刘政法 内邱县人民医院 河北省

090119 刘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市

090120 卢晖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成都市脑外伤抢救中心成

都眼科医院
四川省

090123 路剑鑫 大连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090125 马琴琴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省

090128 牟林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山东省

090129 牛虹博 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辽宁省

090131 潘文霞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临沂市儿童医院 山东省

090132 潘英伟 长春市中医院 吉林省

090134 朴贤姬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137 秦秀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1医院 山东省

090139 权修权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141 任泽彬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省

090143 邵红霞 天津市海河医院 天津市

090146 史晓朋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0147 宋默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090148 苏晓琳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

090150 孙建萍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市

090151 孙玲 北京市第六医院 北京市

090152 孙千 瓦房店第三医院 辽宁省

090153 孙晓坤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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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55 唐兮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0159 田文龙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天津市

090160 佟亮 义县人民医院 辽宁省

090162 王波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

090163 王常永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

090164 王洪涛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166 王佳鑫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原：牡丹江林业管

理局中心医院）
黑龙江省

090168 王晶平 蓝十字脑科医院 上海市

090169 王俊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170 王丽南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090171 王连成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172 王龙鑫 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辽宁省

090174 王婷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 吉林省

090175 王文森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177 王新 白城中心医院 吉林省

090178 王新 宁河县医院 天津市

090180 王雪莹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

090182 王英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184 王振宇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辽宁省

090185 王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090187 魏昌益 卢龙县医院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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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89 魏世亮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山西省

090191 温嘉玮 湖州市中医院 浙江省

090194 武玉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1医院 山东省

090195 咸峰元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196 向相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090197 肖昭扬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

090198 邢丹 唐山市第二医院 河北省

090199 徐兵 东海县中医院 江苏省

090200 徐杰 内蒙古平庄矿务局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201 徐聚龙 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090202 许宏宇 黑龙江省鹤矿集团总医院 黑龙江省

090203 许小扬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辽宁省

090204 闫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0205 闫凯旋 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 江苏省

090206 闫秀娟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207 严志芳 卢龙县医院 河北省

090208 杨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市

090209 杨景峰 铁法矿务局总医院 辽宁省

090212 杨柳 赤峰市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213 杨明 白城市医院 吉林省

090215 杨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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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16 杨曙微 江源区第一医院 吉林省

090217 杨修昭 山西省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省

090218 杨艺敏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090219 杨永良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院 北京市

090221 尹海莲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222 于刚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辽宁省

090223 于宏伟 敦化市中医院 吉林省

090224 于珊玲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

090226 袁柳 武城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227 袁奇 武城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228 翟丽萍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省

090229 张江涛 高阳县医院 河北省

090230 张京平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院 北京市

090232 张宁 武汉市第一医院 湖北省

090235 张疏 浙江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

090237 张晓红 赤峰市第二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239 张秀平 秦皇岛柳江医院 河北省

090241 张艳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山东省

090242 张莹 解放军第302医院 北京市

090244 张芸 威海卫人民医院 山东省

090245 赵宸龙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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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46 赵丹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090247 赵光 兴城市八一疼痛康复医院 辽宁省

090249 赵亚轩 宁河县医院 天津市

090250 赵艳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省

090251 赵一菡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0253 赵忠赢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吉林省

090254 郑斌 合浦县人民医院 广西自治区

090256 郑喆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辽宁省

090257 钟爱军 威海市中医院 山东省

090258 周东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 四川省

090260 周建柱 淅川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090263 朱丹萍 沈阳市七三九医院 辽宁省

090264 朱光 解放军第二一Ｏ医院 辽宁省

090265 朱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市

090267 朱英俊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

090268 邹宇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辽宁省

090269 左汉恒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省

100271 杨东亮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