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白勇 开远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1000 云南省

曾燏 昆明总医院 地方干部病房 650032 云南省

陈聪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神经内科 570311 海南省

陈峰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ICU 430022 湖北省

陈惠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陈军喜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ICU 330003 江西省

陈磊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重症医学科 350007 福建省

陈绵军 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1700 海南省

陈明科 海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0311 海南省

陈仕军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急诊科 570311 海南省

陈伟 福州市中医院 ICU 350001 福建省

陈伟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000 福建省

陈小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5 福建省

陈玉华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50008 福建省

代兆华 河北省清河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054800 河北省

范洁 湖南省湘潭市中心医院 SICU SICU 411100 湖南省

方晶晶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室 31502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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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君 福建省立医院 急诊内科 350001 福建省

冯青俐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1009 河南省

冯杨荣 宁波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5000 浙江省

冯昱 北京安贞医院 小儿心脏科 100069 北京市

葛楠 湘潭市中心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411100 湖南省

郭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41 四川省

郭卫芳 洛阳市中心医院 儿科 471009 河南省

杭成 昆山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215300 江苏省

何茜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ICU 550001 贵州省

侯粲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心ICU 410011 湖南省

胡金金 龙岩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4000 福建省

胡清甫 三亚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2000 海南省

胡艳萍 洛阳市中心医院 儿科 471009 河南省

黄大海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急诊科 570311 海南省

黄发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急诊 广东省

黄凤鸣 宁德市闽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5000 福建省

黄浩 福建省省立医院本院，福建省老年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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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 福建省

黄慧芳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1 福建省

黄进宝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8 福建省

黄梨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重症科 450052 河南省

黄玲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内科监护室 363000 福建省

黄小芳 广西区江滨医院 重症医学科 530021

黄昕雯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科 510120 广东省

黄振安 福建省漳州市正兴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3000 福建省

季卫强 广东省中医院 大院心血管科 510405 广东省

姜楠 东川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654100 云南省

况扶俊 息烽县人民医院 内科 551100 贵州省

赖丽仁 福建省立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室 350001 福建省

李本祥 普安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61500 贵州省

李程锦 福建省老年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0 福建省

李充沛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635000 四川省

李建斌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心脏重症监护室 510623 广东省

李建江 厦门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21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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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ICU 450052 河南省

李庆华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 神经内科 210016 湖南省

李松森 洛阳市中心医院 CCU 471009 河南省

李天林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350008 福建省

李伟 三明市第一医院 ICU 365000 福建省

李小宝 福州总院476医院 麻醉与重症医学科 350002 福建省

李小强 遂宁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9000 四川省

李小霞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3000 河南省

李晓恒 洛阳市中心医院 心外科 471009 河南省

李亚红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7034 山东省

李应华 玉溪市人民医院 综合急救部 653100 云南省

李友军 苍南县中医院 急诊科 325800 浙江省

廖海波 湖南省人民医院 ICU 410002 湖南省

林风辉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01 福建省

林兰芝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ICU 350001 福建省

林敏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科 350008 福建省

林敏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PICU 350001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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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燕 厦门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09 福建省

林瑞云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515031 广东省

林天助 晋江市安海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362261 福建省

林孝银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804 浙江省

林跃宏 泉州市正骨医院 ICU 362000 福建省

林志来 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8 福建省

刘火根 宁德市闽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5000 福建省

刘洁 厦门海沧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1021 福建省

刘娟 黔南州人民医院ICU 重症医学科 558000 贵州省

刘孟庄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急诊 830000

刘明宗 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 ICU 610100 四川省

刘忠操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ICU 334000 江西省

龙波 合川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1520 重庆市

卢海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4医院 急诊icu 335000 江西省

鲁达 浙江省绍兴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2030 浙江省

罗春红 三明市第一医院 ICU 365000 福建省

吕骁 福州市肺科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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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长林 重庆市秀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9900 重庆市

马晓旭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暨重症医学科 450002 河南省

麦明杰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分院 重症医学科 519015 广东省

米跃华 北京电力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73 北京市

牟朝飞 黔南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8000 贵州省

倪金迪 上海闵行区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201199 上海市

潘建光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及重症医学科 350008 福建省

庞锋 洛阳市中心医院 心外科 471009 河南省

齐三利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1009 河南省

齐心欣 福州市第二医院 ICU 350001 福建省

钱欣 福建省立医院 急诊内科 350003 福建省

税小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563002 贵州省

苏时祯 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0 福建省

孙会君 广东省中医院 二沙心血管科 510006 广东省

孙旭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000 福建省

唐春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530000

陶静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监护病房 3150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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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伟平 厦门市中医院 ICU 361001 福建省

王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41 四川省

王东智 浙江省上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ICU） 312300 浙江省

王培福 航天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100049 北京市

王萍 宁夏人民医院 ICU 750011

王涛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重症医学科 400038 重庆市

王炜 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411100 湖南省

王喜梅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463000 河南省

王晓娜 浙江萧山医院 急诊外科 311200 浙江省

王晓娜 苍南县人民医院 ICU 325800 浙江省

王晓阳 洛阳市中心医院 CCU 471009 河南省

王志敏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1900 海南省

韦红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

三人民医院
ICU 530021

魏立平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471009 河南省

文荣华 醴陵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421001 湖南省

文英旭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急诊科 570203 海南省

吴建荣 丽水市中心医院 急诊监护 323000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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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秋萍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感染科 570311 海南省

吴燕华 漳州市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室 363000 福建省

吴翼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总医院476医院 麻醉科 350002 福建省

向群 海口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0208 海南省

肖兴中 九江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32000 江西省

谢榕城 晋江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362200 福建省

徐敏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257000 山东省

鄢由秦 常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4200 浙江省

杨根辉 湘潭市中心医院 SICU 411400 湖南省

杨国育 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科 350008 福建省

杨丽莹 普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5000 云南省

杨妙雄 漳州市医院 神经内科 363000 福建省

杨世达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350025 福建省

杨扬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

院）/东方医院
急诊科 350025 福建省

杨耀鹏 玉溪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53100 云南省

杨志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6医院 麻醉与重症医学科 350002 福建省

游平平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

院）/东方医院
急诊科 350025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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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华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3700 浙江省

余绍驰 柳州市工人医院 重症医学科 545001

袁亚宁 合川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401520 重庆市

张飚 澄迈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71900 海南省

张峰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830000

张宏英 福州肺科医院 呼吸内科 350008 福建省

张华东 温岭市中医院 ICU 317500 浙江省

张建立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830000

张丽媛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感染科 570311 海南省

张明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000 浙江省

张鸣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10017 四川省

张瑞 福建省立医院 内科重症医学科 350001 福建省

张声飞 赣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41100 江西省

张胜靖 温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000 浙江省

张伟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

院）/东方医院
急诊科 350025 福建省

张细江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 318000 浙江省

张耀慧 洛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471009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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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蕊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三科 350001 福建省

张余辉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神经内科 570311 海南省

张远生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心血管内科 570311 海南省

张族勤 三明市第一医院 ICU 365000 福建省

赵星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563003 贵州省

赵颖琦 北京电力医院 重症医学科 100073 北京市

赵志颖 四川省人民医院 老年重症监护病房 610072 四川省

郑蓓蓓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550001 贵州省

郑丹 浙江台州地区临海院区 重症医学科 317000 浙江省

郑小虎 福州肺科医院 门诊部急诊科 350013 福建省

郑小蕾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000 浙江省

郑燕 江西省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334000 江西省

郑宇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325600 浙江省

智屹惠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ICU 310006 浙江省

钟小芹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14000 湖南省

周洁 玉溪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53100 云南省

周文蕾 个旧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61000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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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美飞 浙江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310006 浙江省

朱平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急诊科 471000 河南省

左阿芳 浙江省人民医院 望江山院区十二区 310024 浙江省

左姗姗 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 重症医学科 430012 湖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