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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02 程亚娟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03 陈义忠 江苏省宿迁市钟吾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04 李光亮 江苏省宿迁市华东医疗康复中心 重症监护

670005 王珍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ICU

670006 张玲玲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ICU

670007 赵仁淹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08 张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ICU

670009 黄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南京分院 重症医学科

670010 丁婷婷 江苏省如皋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11 黄骏骏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 重症监护科

670012 朱春华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13 黄莉莉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 重症监护科

670014 任艳艳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15 虞志新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16 张晓磊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17 张振恩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医院 ICU

670018 付怀栋 江苏省灌云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70019 张曼丽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20 杨冰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与重症医学科

670021 王琛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麻醉科

670022 李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第102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23 尹董文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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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24 杜启光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25 罗志春 江苏省溧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70026 朱力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

670027 刘建林 江苏省溧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70028 许峂嵘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29 朱伟栋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30 蔡俊丹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31 张新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32 闵霞 江苏省金坛市中医医院 ICU

670033 张倪君 江苏省常州市肿瘤医院 急诊

670034 时俊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670035 吴文婷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36 陆梅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70037 徐尧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

670038 张炜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医院 ICU

670039 朱宏坤 江苏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40 刘军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41 王琴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42 朱小梅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急诊ICU

670043 叶寅杰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44 汤铭阁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45 陈盈泰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 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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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47 管双仙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ICU

670048 徐文波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49 蔡文苏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50 庄乐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危重病科

670051 徐采云 江苏省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52 李书清 江苏省泰州市中医院 ICU

670053 罗臻 江苏省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54 孔铭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55 牟志芳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056 肖盐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ICU

670057 谢莉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58 郝义伟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医院 急诊外科

670059 梅婉雯 江苏省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60 薛艳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670061 李亚杰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62 耿佳财 江苏省苏州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63 孔恩军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64 徐飞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65 朱明慧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

670066 蒋红英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危重病科

670067 胡振奎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68 王焕景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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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69 刘韶华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重症监护病区

670070 韩冰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重症监护病区

670071 袁娜娜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ICU）

670072 万松 江苏省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内科

670073 陆岑琳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危重病科

670076 杨岩 江苏省宜兴市张渚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670077 陈文麒 江苏省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78 彭正华 江苏省张渚人民医院 内科ICU

670079 万晟霞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080 胡爱浩 江苏省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670081 顾丽华 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EICU

670082 赵华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北区 重症医学科

670083 潘妮芳 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84 廖文杰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85 陆芳洁 江苏省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86 郭长峰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87 王烽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急诊科

670088 许盼盼 江苏省徐州仁慈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89 沈骁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普通外科

670090 王瑰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91 常晓亮 江苏省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92 闻雯 江苏省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班（常州）      2015年9月23至26日   



考  号 姓  名 单        位 科  室

670093 徐绯绯 江苏省常熟市中医院（新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94 潘慧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95 李百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普通外科

670096 唐辉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97 常晖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098 王芝珺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099 王路娜 江苏省南京鼓楼医院 急诊科

670100 孙进 江苏省仪征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01 王秀娟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02 崔占苹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重症科

670103 于之昊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70104 王岩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重症监护病区

670105 张瑞芳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重症监护病区

670106 张伟 江苏省南京眀基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07 付鹏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08 梁俊 江苏省昆山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09 范佳 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70110 吉挺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70111 陶涛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70112 王颖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113 许晓文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急诊科

670114 张姣丽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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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15 李玲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 ICU

670116 王正东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呼吸科

670117 朱烽烽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ICU

670118 邹迪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ICU

670119 钱骏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20 毛占存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23 李佳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重症医学科

670124 孙旭 江苏省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25 苏维雪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重症医学科

670126 孙秋明 江苏盛泽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127 吴云来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28 张凤娟 江苏省太仓市新安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29 辛然 江苏省太仓市新安康复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30 陈军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31 柏广富 江苏省无锡惠山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32 向阳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33 郭伟伟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34 房权银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35 顾叶华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70136 赵群 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670137 周桂坤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38 汲海燕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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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39 张照健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40 陆高峰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41 张恒喜 江苏盛泽医院 急诊

670142 徐文俊 江苏盛泽医院 急诊

670143 邵杰 江苏省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44 秦惠 江苏省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45 孙春意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47 周亚清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670148 徐琛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49 杜杨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50 钱平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51 陈开香 江苏省扬州东方医院 急诊科

670152 赵冬梅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153 李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普外科

670154 王晓霞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56 吴迪春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医院 ICU

670157 亓俊杰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 心脏病监护病房

670158 吴笑敏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59 解进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麻醉科

670160 周泉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61 许吉 江苏省常州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62 刘轶 江苏省常州市中医医院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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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63 徐蓉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重症监护室

670164 邹飞 江苏省常州市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65 盛柯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2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66 袁冬 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67 敖志华 湖北省亚心七医院 ICU

670169 蔡园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外科

670170 陈菲菲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172 杨洁 江苏省溧阳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73 余春艳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74 罗侠女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0175 刘小微 江苏省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重症监护

670176 谢雨辛 贵州省红花岗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670177 孟瑛 山西省长治市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

670178 王飞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急诊科

670179 吴晓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急诊科

670180 王磊 贵州省红花岗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670181 葛蓓 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CCU

670182 孙景坤 江苏省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183 沈威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急诊科

670184 汪世康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 ICU

670185 姜保周 陕西省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670187 邓旺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工人医院 急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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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88 钟雨 广西自治区柳州市工人医院 急诊医学科

670189 李翠容 广东省蛇口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670190 戴彬新 江苏省溧阳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91 卢斐 江苏省常熟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192 郑琦涵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急救科

670193 陈兴军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196 赵东亚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ICU

670197 施敏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ICU

670198 赵珊珊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ICU

670199 平洁琼 江苏省昆山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0 陈尚瑜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1 杨燕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2 倪春华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3 孟丽君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670204 谢雪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5 吴斌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6 孟莉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7 俞隼 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8 李晶晶 江苏省溧水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09 聂玲玲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10 黄静雯 江苏省江宁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211 刘荣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班（常州）      2015年9月23至26日   



考  号 姓  名 单        位 科  室

670212 王晓艳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70213 张丽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670237 陶世林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670240 刘晓峰 山西省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70249 盛越锋 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班（常州）      2015年9月23至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