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部门 邮政编码 省份

宋海林 河北省南宫冀南长城医院 肝病科 055750 河北省

李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科 100034 北京市

夏静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感染科 100045 北京市

陈勐 邢台市第二医院北京地坛医院邢台分院 感染科 054001 河北省

范晓英 邯郸市中心医院 感染科 056001 河北省

李新会 平山县人民医院 感染科 050400 河北省

笪欣 克拉马依市中心医院 感染科 834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刘亚杰 承德县医院 肝病科 067400 河北省

姚勤伟 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69 北京市

杜艳君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其他科室 102400 北京市

马春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科 100069 北京市

李现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其他科室 100166 北京市

王临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感染科 710038 陕西省

刘旭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肝病科 150000 黑龙江省

尹立师 清河县中心医院 感染科 054800 河北省

张信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其他科室 100028 北京市

远庚 北京广安门医院 其他科室 100053 北京市

牟丹蕾 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科 100069 北京市

朱丹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感染科 100053 北京市

马亚丽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感染科 044000 山西省

王晓燕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肝病科 033000 山西省

刘松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69 北京市

刘洁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感染科 300170 天津市

赖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其他科室 100069 北京市

何海波 天津市宝坻区中医院 呼吸科 301800 天津市

中华医学会感染科主任及骨干培训班（北京）通讯录



姓名 单位 科室/部门 邮政编码 省份

刘书丽 宁波第七医院 感染科 315202 浙江省

刘克永 青龙满族自治县医院 感染科 066599 河北省

武保站 青龙县医院 感染科 感染科 066599 河北省

宋莉红 广外医院 感染科 100055 北京市

苏元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感染科 100191 北京市

李娟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医院 感染科 100055 北京市

孟祥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 其他科室 100053 北京市

王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感染科 100044 北京市

贾淑红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 感染科 100061 北京市

郭彩萍 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科 100069 北京市

孙静 北京世纪坛医院 感染科 100038 北京市

孙月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 100016 北京市

段淑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感染科 100038 北京市

王硕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其他科室 100053 北京市

刘晓燕 北京世纪坛医院 感染科 100038 北京市

徐德华 农垦北安管理局中心医院 感染科 164000 黑龙江省

洪源 北大医院 感染科 100011 北京市

朱小敏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感染科 024005 内蒙古自治区

郭亚萍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感染科 024005 内蒙古自治区

王侠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感染科 100049 北京市

刘劲阳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其他科室 110006 辽宁省

傅婷婷 延庆县医院 感染科 102100 北京市

赵进凤 密云县医院 感染科 101500 北京市

于大兴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其他科室 100053 北京市

刘策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微创医院 感染科 100022 北京市

李珺 北京市海淀医院 感染科 100080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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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伟 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科 100054 北京市

吴立海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感染科 066000 河北省

付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感染科 300000 北京市

宋蕊 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科 100011 北京市

左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感染科 100044 北京市

肖文革 开滦总医院感染科 感染科 063000 河北省

李新如 北京怀柔医院 感染科 101400 北京市

刘艳瑾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感染科 100022 北京市

徐艳利 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科 100011 北京市

陈静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感染科 100191 北京市

李世家 北京怀柔医院 感染科 101400 北京市

李海龙 北京房山区第二医院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感染科 102401 北京市

刘翠梅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其他科室 100081 北京市

张美娟 北京海德堡联合口腔医院 其他科室 100122 北京市

王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呼吸科 100053 北京市

崔嘉 北京老年医院 感染科 100095 北京市

张霞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呼吸科 100053 北京市

刘世刚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呼吸科 100053 北京市

李慧灵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感染科 572000 海南省

孟祥舜 房山区良乡医院 感染科 102401 北京市

徐哲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感染科 100039 北京市

李佐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感染科 100061 北京市

侯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69 北京市

鲍旭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69 北京市

张宁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肝病科 100039 北京市

李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71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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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芳琴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感染科 312000 浙江省

周双男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肝病科 100039 北京市

吴亮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肝病科 100039 北京市

金怡 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69 北京市

高文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54 北京市

徐英杰 河北省隆化县医院 感染科 068150 河北省

惠威 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科 100054 北京市

罗玲 北京协和医院 感染科 100730 北京市

张红红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呼吸科 050011 河北省

张鑫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感染科 101200 北京市

张肖 邯郸市中心医院 感染科 056001 河北省

姜太一 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科 100069 北京市

刘彦洁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呼吸科 050011 河北省

刘鹏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重症医学中心 其他科室 100039 北京市

国淑宁 北京海德堡联合口腔医院 其他科室 100000 北京市

王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感染科 100029 北京市

汪雯 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科 100069 北京市

邹静 港口医院 其他科室 300450 天津市

唐彦 六盘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感染科 553000 贵州省

张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呼吸科 100000 北京市

蔡传波 济宁医学院附属金乡医院金乡县人民医院 感染科 272200 山东省

解辉 烟台市奇山医院 肝病科 264000 山东省

韩宝英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安阳市传染病医院 肝病科 455000 河南省

侯星雁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科 075000 河北省

郭沫然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科 075000 河北省

赵颜 冀南长城医院 肝病科 05575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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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寒冬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感染科 066000 河北省

田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感染科 100050 北京市

孟冬梅 天津市儿童医院 感染科 300074 天津市

孔伟利 天津市海河医院 感染科 300005 天津市

鲍红梅 赤峰市传染病防治医院 肝病科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

李志强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感染科 102400 北京市

李焕军 清河县人民医院 感染科 054800 河北省

杨学英 天津市海河医院 其他科室 300005 天津市

高亚维 抚顺市传染病院 肝病科 113015 辽宁省

尹国云 内蒙古赤峰市传染病防治医院 肝病科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

铁秀兰 齐齐哈尔市第七医院 肝病科 161006 黑龙江省

刘海军 宁城县医院 感染科 024200 内蒙古自治区

董艳丽 牡丹市康安医院 肝病科 157011 黑龙江省

曹耘 鞍山市传染病医院 感染科 114000 辽宁省

马景峰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 其他科室 110006 辽宁省

赵翀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肝病科 130000 吉林省

崔莹 黑龙江省医院 感染科 150036 黑龙江省

李莲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其他科室 100069 北京市

郭会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其他科室 100069 北京市

王玖恒 宽城满族自治县医院 感染科 067600 河北省

李德春 本溪市第六人民医院 肝病科 117000 辽宁省

冯铁柱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肝病科 010031 内蒙古自治区

刁青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肝病科 066001 河北省

马轶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 其他科室 110006 辽宁省

石胜男 本溪市第六人民医院 感染科 117000 辽宁省

郑艳华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第五医院 肝病科 050021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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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磊 保定市传染病医院 肝病科 071000 河北省

王欣欣 绥化市第一医院 感染科 152000 黑龙江省

王楠 抚顺市传染病院 肝病科 113015 辽宁省

王晓静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感染科 050000 河北省

周丽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太原市传染病院 肝病科 030012 山西省

梅骁乐 解放军三〇二医院 感染科 100039 北京市

廉佳林 河北省滦平县医院 感染科 068250 河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