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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东超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ICU 116001 辽宁省

白小飞 延安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716000 陕西省

班媛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ICU 110006 辽宁省

曹昌萌 大连友谊医院 内科ICU 116000 辽宁省

曾雄飞 307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71 北京市

陈兰英 河北省高碑店市医院 重症监护室 074000 河北省

陈立忠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7001 河南省

陈攀科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 563000 贵州省

陈晓宇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8050 浙江省

陈晓园 大连市中心医院 MICU 116033 辽宁省

崔波 绵阳市骨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0 四川省

代晓明 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11 辽宁省

戴震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000 浙江省

邓秋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11 辽宁省

丁猛 解放军210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00 辽宁省

杜宝青 滨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1700 山东省

段丽娜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呼吸一科 563003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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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丹峰 海军总医院 高压氧科 100048 北京市

冯春国 垦利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7500 山东省

冯毫 河南省驻马店肿瘤医院 ICU 463000 河南省

冯俊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3000 福建省

冯凌霄 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符付献 泸溪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16100 湖南省

付海燕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1000 辽宁省

高畅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重症医学科 222042 江苏省

高淅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红会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00 陕西省

宫铁红 河北省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7102 河北省

关键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华信医院 ICU 100016 北京市

关伟 襄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1021 湖北省

韩桂荣 凌源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2500 辽宁省

韩丽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11 辽宁省

韩志强 大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科 116011 辽宁省

郝东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6603 山东省

郝志成 新乡市中心医院 儿二科 453001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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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541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何书典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东湖急诊科 571100 海南省

何昕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ICU 100064 北京市

胡宏凯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67000 河南省

胡英娜 丹东市中心医院 ICU 118000 辽宁省

华明 中国解放军第一四九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 222042 江苏省

黄园琴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重症监护室 430022 湖北省

汲崇良 盘锦市中心医院 icu 124010 辽宁省

季益豪 建湖县人民医院 ICU 225000 江苏省

姜晓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00 辽宁省

金宝利 凌源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2500 辽宁省

荆鸿雁 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 神经外科 110101 辽宁省

雷习群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6015 安徽省

黎俊雅 成都军区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00 四川省

李保华 迁安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4400 河北省

李春阳 大连市友谊医院 急诊 116000 辽宁省

李国辉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重症医学 310003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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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ICU科 130021 吉林省

李继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ICU 116001 辽宁省

李丽 解放军210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21 辽宁省

李美子 敦化市医院 ICU 133700 吉林省

李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0086 黑龙江省

李沈振 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334100 江西省

李涛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危重症医学科 236000 安徽省

李霞 柳州市工人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秀波 恩良医院 ICU 114100 辽宁省

李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01 辽宁省

李艳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ICU 130021 吉林省

李志辉 凌源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2500 辽宁省

连佛彦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内科ICU 730000 甘肃省

梁静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0013 山西省

林丙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0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刘杰峰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呼吸科 110042 辽宁省

刘美静 解放军第三零二医院 重症监护中心 100039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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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 十堰市太和医院 中心ICU 442000 湖北省

刘伟 航天中心医院 急诊科 100049 北京市

刘小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0001 黑龙江省

刘晓立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6603 山东省

刘轶君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华信医院 ICU 100016 北京市

娄云鹏 解放军第401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6071 山东省

罗雪莲 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62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罗延年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内科ICU 内科ICU 730000 甘肃省

罗真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10 重庆市

吕珊珊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心血管外科 710032 陕西省

马常富 山东省诸城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262200 山东省

孟宪滨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7011 黑龙江省

南昶辉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朴艺花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祁恒旭 大连市中心医院 急诊ICU 116033 辽宁省

祁文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ICU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秦川宇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61041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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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清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ICU 430000 湖北省

曲亚楠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116000 辽宁省

阮玉姝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43003 湖北省

尚德民 甘肃省张掖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34000 甘肃省

生璐璐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ICU 130021 吉林省

史大治 一汽总医院 ICU 130011 吉林省

宋吉官 大连市友谊医院 外科ICU 116100 辽宁省

宋小洁 临沂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监护室 276000 山东省

苏航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ICU 116000 辽宁省

孙春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科 250012 山东省

孙刚武 泾阳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3700 陕西省

孙磊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0010 黑龙江省

孙莉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22 北京市

孙宇 吉林省肿瘤医院 icu 130012 吉林省

唐殿成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ICU ICU 116031 辽宁省

唐小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外科ICU 530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陶非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157000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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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磊 山东泰安解放军八十八医院 呼吸内科 271000 山东省

田茜 临沂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276000 山东省

田时谦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562400 贵州省

王博 宝泉岭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4211 黑龙江省

王琛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CCU 430022 湖北省

王尔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 神经内科 110014 辽宁省

王方 210医院 ICU 116000 辽宁省

王冠 首都医科大学潞河教学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10 北京市

王桂芳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 儿科 453000 河南省

王海侠 郑州仁济创伤显微外科医院 麻醉科 450000 河南省

王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0001 黑龙江省

王鹏军 咸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00 陕西省

王全武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41 辽宁省

王树楼 吉林省松原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138001 吉林省

王晓宇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 256600 山东省

王秀君 大连市中医医院ICU ICU 116013 辽宁省

王绪言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230022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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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扬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呼吸科 110042 辽宁省

王莹 牡丹江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7011 黑龙江省

王原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呼吸内科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

王昭君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 ICU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魏晓华 沧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1000 河北省

温春鸣 沈阳急救中心 icu 110006 辽宁省

吴昌儒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8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夏嘉鼎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7000 河北省

肖小荣 浙江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8020 浙江省

熊华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ICU 330006 江西省

徐国东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50300 黑龙江省

徐金全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116001 辽宁省

徐李钢 武汉市普爱医院 ICU 430030 湖北省

许辉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6011 辽宁省

玄永哲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闫彩凤 辽宁省凌源监狱管理分局中心医院 内二科 122500 辽宁省

杨瑞 航天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100049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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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菊 雅安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5000 四川省

尹健 大连市中心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病房 116000 辽宁省

于淼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外二科 116031 辽宁省

于淼淼 大连市中医医院 重症科 116001 辽宁省

于卫 山东省烟台毓璜顶医院 急诊ICU 264001 山东省

余国红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678000 云南省

俞成林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133000 吉林省

詹建福 福建省人民医院 感染疾病科 350004 福建省

张海涛 陕西省泾阳县医院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713700 陕西省

张慧敏 汤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6150 河南省

张健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ICU 116001 辽宁省

张明星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ICU 430061 湖北省

张曲矗 黄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45000 安徽省

张绍夫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一病区 563000 贵州省

张威 利川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5400 湖北省

张温麑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MICU 511442 广东省

张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71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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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大连市中心医院 急诊ICU 116000 辽宁省

赵卓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21000 辽宁省

周丹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23 辽宁省

周倩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 400020 重庆市

周文艳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ICU科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周中和 沈阳军区总医院 神经内科 110014 辽宁省

朱成杰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133000 吉林省

朱承睿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01 辽宁省

朱虹 大连市中心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病房（MICU） 116000 辽宁省

朱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10001 辽宁省

左志刚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066000 河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