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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羽 中国人民解放军413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6000 浙江省

常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重症监护中心 100039 北京市

陈锋 嘉兴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4000 浙江省

陈硕 宜兴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214200 江苏省

陈维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611130 四川省

程悠悠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戴诚 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36015 安徽省

戴亮 利辛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6700 安徽省

邓鸿胜 金华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000 浙江省

邓岩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麻醉科继续监护单元 215000 江苏省

丁峰 绍兴市中心医院 ICU 312030 浙江省

丁丽丽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000 河南省

丁学军 浙江省中山医院 ICU 310000 浙江省

丁志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1100 江苏省

方俊杰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5700 浙江省

方中华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311600 浙江省

房志栋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63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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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华 江苏盛泽医院 急诊、ICU 215228 江苏省

冯兴林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4000 浙江省

冯亚 山西省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1000 山西省

高建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危重医学科3F-ICU 310016 浙江省

高田 南京市浦口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31 江苏省

苟代玉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400030 重庆市

谷春玲 黄河三门峡医院 呼吸内科 572000 河南省

关云艳 无锡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郭剑 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 急诊科 335000 江西省

郭清保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神经外科监护室 710038 陕西省

郭云霞 山西省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1000 山西省

韩鹏勃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38 陕西省

郝晓勇 子长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7300 陕西省

何承满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3500 浙江省

何难 安庆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6003 安徽省

何许伟 丽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3000 浙江省

贺兴华 湘雅萍矿合作医院 重症医学 337000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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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 湖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000 浙江省

黄浩 安庆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6003 安徽省

黄丽华 上饶市肿瘤医院 ICU 334000 江西省

黄马玉 上海市同仁医院 急诊科 200336 上海市

黄熙 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70000 江西省

黄跃跃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000 浙江省

惠姣洁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江乐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00 浙江省

江玲芝 浙江省人民医院 ICU 310014 浙江省

金春华 绍兴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312000 浙江省

李大英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550000 贵州省

李玲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呼吸内科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

李宁 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8020 浙江省

李晓红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700 浙江省

李玉堂 解放军第180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000 福建省

李哲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236000 安徽省

连靖娉 上海市同仁医院 急诊科 200051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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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恒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 ICU 310012 浙江省

林照 南京市江宁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211100 江苏省

刘锋 松桃县人民医院 ICU 554100 贵州省

刘杰 嘉兴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4000 浙江省

刘文兵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ICU 310005 浙江省

刘文明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ICU ICU 213003 江苏省

鲁伟 泾阳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3700 陕西省

陆红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一 321300 浙江省

陆晓凤 嘉兴市第二医院 ICU 314000 浙江省

陆智炜 嘉兴市第二医院 ICU 314051 浙江省

吕德可 嘉兴市中医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4000 浙江省

吕清泉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5000 江苏省

马怀宾 浙江省舟山市广安骨伤医院 麻醉科 316000 浙江省

马年斌 安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300 浙江省

毛昆 九江市中医医院 重症监护室 332000 江西省

梅昌鹏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2400 贵州省

莫进波 通道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8500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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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 310000 浙江省

彭琪 应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432400 湖北省

秦良才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中医院 内科 400800 重庆市

邱茹洁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心内科CCU 430022 湖北省

屈文慧 宁夏固原市人民医院 SICU 756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阮志强 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 ICU 310051 浙江省

沈其锴 湖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000 浙江省

施秋凌 湖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3000 浙江省

施渝彬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急诊科 200336 上海市

石磊 黄河三门峡医院 呼吸内科 472000 河南省

石莹 浙江省中医院下沙分院 ICU 310018 浙江省

孙江利 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科 710004 陕西省

孙磊明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310003 浙江省

孙苏阳 江苏盛泽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215228 江苏省

谭安安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CCU 430022 湖北省

唐坚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100 浙江省

陶丹丹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成人监护室 3120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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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六九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6003 安徽省

涂群芳 南昌市第一医院 ICU 330029 江西省

汪建伟 南京市浦口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00 江苏省

汪建中 安徽省宁国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2399 安徽省

汪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医院 ICU 335400 江西省

王成 浙江萧山医院 急诊创伤外科 311202 浙江省

王飞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46000 山西省

王家星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500 江苏省

王立娟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6003 安徽省

王涛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72100 山东省

王逸峰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214023 江苏省

王勇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5 浙江省

王仲众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236000 安徽省

韦妍飞 桂林市南溪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1002 广西

温宏峰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100049 北京市

吾秀红 宁波市第六医院 重症监护科 315040 浙江省

吴怀标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 241000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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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胜 宣恩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500 湖北省

谢路路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ICU 239000 安徽省

徐超 成都军区总医院 干部病房ICU 610083 四川省

徐兴伟 景宁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3500 浙江省

徐依成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100049 北京市

徐政 江山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324100 浙江省

薛骅 绍兴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2000 浙江省

晏骖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科 250012 山东省

杨斌斌 江苏盛泽医院 ICU 215228 江苏省

杨秋林 浙江衢化医院 ICU 324004 浙江省

杨四平 武警总医院 icu 100039 北京市

姚远 解放军117医院机场路分院 急诊科 310004 浙江省

余海燕 浙江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13 浙江省

俞国峰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00 浙江省

喻巍 长江航运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10 湖北省

张春灵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27200 山东省

张翠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二区 272029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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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明 浙江医院 急诊科 310013 浙江省

张国兴 吉林省肿瘤医院 ICU 130012 吉林省

张慧秋 宿州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4000 安徽省

张建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医院 ＩＣＵ ３３５４００ 江西省

张昆 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056300 河北省

张立功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257000 山东省

张良平 溧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3300 江苏省

张艳 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ICU 310003 浙江省

张亦婷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00 浙江省

张颖 玉溪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53100 云南省

张勇 宁波明州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5000 浙江省

章德军 浙江长兴金陵医院 ICU 313100 浙江省

章飞有 兰溪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100 浙江省

赵丹 无锡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4000 江苏省

赵欣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76800 河南省

周辉飞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科 313000 浙江省

周建仓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16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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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蕾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00 浙江省

周礼鹏 台州市中心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病房 318000 浙江省

周三军 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0005 浙江省

周夷霞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急诊 315040 浙江省

朱飞 台州市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7502 浙江省

朱衍波 舟山医院 重症医学 316000 浙江省

朱寅南 诸暨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1800 浙江省

朱英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310000 浙江省

朱志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ICU 450052 河南省

祝晨 浙江省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0018 浙江省

邹贻武 来凤县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700 湖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