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白准 株洲市中心医院 ICU 412007 湖南省

蔡传湘 湘潭市中心医院 SICU 411100 湖南省

蔡金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呼吸科 410013 湖南省

曹凤萍 南海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528200 广东省

曹媛媛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23000 湖南省

岑畅飞 三峡大学仁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43001 湖北省

曾盛才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人民医院 外科 610100 四川省

陈归扬 益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13000 湖南省

陈敏俊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 ICU 412002 湖南省

陈荣让 厦门长庚医院 急诊科 361000 福建省

陈鑫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神经外科 410008 湖南省

崔嵘 长沙市第四医院 ICU 410006 湖南省

代金钟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416000 湖南省

单南冰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6015 安徽省

丁道银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200 湖北省

董敬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重症监护中心 710038 陕西省

董琪 桃源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5700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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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1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亚萍 汉中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3000 陕西省

葛家艳 庆阳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745000 甘肃省

管永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9医院 急诊科 222000 江苏省

呙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神经外科 410008 湖南省

郭杰 津市市人民医院 ICU 415400 湖南省

贺承健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1002 湖南省

侯俊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 450052 河南省

胡轩 益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13000 湖南省

胡莹莹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471003 河南省

胡占斌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62300 河南省

黄坚 武鸣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01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晶一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405 广东省

黄鹂 湖南省人民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410002 湖南省

纪海明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急诊科 234000 安徽省

纪笑英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呼吸内科 呼吸内科 410013 湖南省

江自云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01420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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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军 湖南旺旺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16 湖南省

蒋红梅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重症医学科 610066 四川省

焦英杰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29000 广东省

柯海航 柳州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雷衍军 湖南省人民医院 SICU 410005 湖南省

雷振宇 湖南省泰和医院 ICU 410000 湖南省

黎荣虎 江西省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7055 江西省

李福祝 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8 湖南省

李光 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4000 湖南省

李洪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6603 山东省

李华 湖南省娄底市骨伤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7000 湖南省

李金海 江苏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0029 江苏省

李靖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030600 山西省

李乐生 安化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13500 湖南省

李亮 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236015 安徽省

李思敏 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1101 湖南省

李玮 湖南省宁远县人民医院 ICU 425600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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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医院 ICU 5372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艳 邵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2000 湖南省

李玉骞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神经外科 710038 陕西省

李玉明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急诊科 510000 广东省

李圆菲 长沙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4 湖南省

李振华 长江航运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00 湖北省

李志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6603 山东省

李志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神经外科 710038 陕西省

李志平 湖南省人民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410002 湖南省

梁波 楚雄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675000 云南省

梁喜安 广西武鸣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01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林进团
深圳南山区人民医院（深圳市第六人民医

院）
重症医学科 518000 广东省

林旭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内科ICU 430040 湖北省

林泽喜 湖南省会同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8300 湖南省

刘波 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236015 安徽省

刘波 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3000 陕西省

刘德凯 株洲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2000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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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姜冰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25000 江苏省

刘丽蕾 湖南省人民医院 ICU 410000 湖南省

刘玲平 宁远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5600 湖南省

刘桃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405 广东省

刘伟漫 广东省中医院 综合病区 510405 广东省

刘永 攸县人民医院 ICU 412300 湖南省

刘祯祥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8300 湖北省

刘志苹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037000 山西省

卢俊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530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罗柔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马群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73010 河南省

毛帅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重症医学科 510120 广东省

梅徽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ICU 423000 湖南省

梅丽娜 湖州妇幼保健院 重症监护室 313000 浙江省

倪兴国 益阳市人民医院 ICU 413000 湖南省

盘璇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彭倩宜 湖南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8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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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赛平 娄底市中心医院 ICU 417000 湖南省

彭树林 邵阳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22100 湖南省

彭卫 湘西州民族中医院 重症监护 416000 湖南省

邱宇安 江西省肿瘤医院 ICU 330029 江西省

沈益林 江西省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重症医学科 332400 江西省

史源 河南省人民医院 中心ICU 450000 河南省

宋自昌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7001 河南省

孙新建 西安凤城医院 内科 710018 陕西省

谈剑 溧水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 211200 江苏省

覃露倩 长沙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汤红伟 江西省萍乡市赣西医院 内一科 337000 江西省

唐玲 湘西州民族中医院 重症监护 416000 湖南省

唐昭喜 湘西自治州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416000 湖南省

陶渊卓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5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漫漫 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中心ICU） 410008 湖南省

田敏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肝胆外科 710061 陕西省

童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SICU） 510000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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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诚 宁强县天津医院 重症医学科 724400 陕西省

王谷宜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1 湖南省

王红 北京安贞医院 心外ICU 100029 北京市

王李娟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3000 河南省

王利兵 娄底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417000 湖南省

王汝和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5300 湖南省

王圣 海南省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570311 海南省

王文亮 湘西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6000 湖南省

王亚宽 郑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50000 河南省

王裕岱 海南省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570311 海南省

王志飞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呼吸内科 83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念承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ICU 545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杨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文琼 益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13000 湖南省

吴春平 上海安泰医院 NICU 200439 上海市

吴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吴忠辉 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1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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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敏益 长沙市第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肖剑辉 长沙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熊桂兰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南山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8000 广东省

熊晓琦
湖北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宜昌市中心

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443003 湖北省

徐庆杰 北京市海淀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80 北京市

徐全刚 解放军总医院 神经内科 100039 北京市

徐燕 株洲市人民医院内三科 呼吸内科 412000 湖南省

许启春
广州市流花路111号广州军区总医院心脏外

科监护室
心脏外科 510010 广东省

阎昱升 长沙市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 410008 湖南省

阳长江 湘潭市中心医院SICU SICU 410000 湖南省

杨华 甘南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 747000 甘肃省

杨明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25000 江苏省

杨蓉 德江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565200 贵州省

杨涛 桂林市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科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杨亚东 黄冈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8000 湖北省

易巍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14000 湖南省

易先齐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4300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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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亚辉 株洲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2000 湖南省

游靖岚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2002 湖南省

于海明 湖南省人民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410002 湖南省

于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8 湖南省

于洋 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1101 湖南省

袁运生 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18000 广东省

岳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272029 山东省

詹雅兰 长沙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0 湖南省

张洪波 金华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1000 浙江省

张俊 湖南省溆浦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39100 湖南省

张磊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405 广东省

张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ICU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心脏外科监护室 710032 陕西省

张琦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二区 272029 山东省

张茜 北京市朝阳医院 急诊 100020 北京市

张强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呼吸内科 410013 湖南省

张实秋 周口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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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山 南阳医专一附院 重症医学科 473058 河南省

赵贵锋 第二炮兵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88 北京市

赵亮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 内一科 517000 广东省

赵清 浙江省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重症监护室 313000 浙江省

郑爱华 湖南省中医院 ICU 410005 湖南省

郑艳华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胸心外科 200438 上海市

钟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41 四川省

钟再德 醴陵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2200 湖南省

周朝勇 丽江市人民医院 ICU 674100 云南省

周贺民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 463000 河南省

周红超 周口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6000 河南省

周虎 长沙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04 湖南省

周晓燕 宁乡县人民医院 ICU 410600 湖南省

周妍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呼吸 410013 湖南省

周艳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0011 湖南省

周正宇 江西省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0029 江西省

朱春霖 泰和医院 重症监护室 410006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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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宝 柳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祝志刚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CU 334000 江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