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 姓  名 单  位

范一谦 煤炭总医院

邱凤荣 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王淑华 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杨光红 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姚桂兰 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徐杨 中日友好医院

刘学芹 北京华信医院

刘玉军 北京华信医院

孙青 北京华信医院

王献荣 北京华信医院

赵洁 北京华信医院

张丽华 北京和美妇儿医院

李鹂 俪婴妇产医院

刘建峡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王雁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孙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淑萍 北京市第六医院

贾春兰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于冬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孙燕俊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

张立新 北京房山区中医医院

李金英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贾红光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胡旭红 北京怀柔医院

周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表彰坚守助产临床工作30年及以上资深助产士名单

北

京

市

（40）



省市 姓  名 单  位

王翠祯 北京门头沟区医院

马淑玲 北京门头沟区医院

刘桂苹 北京门头沟区医院

雷秋兰 北京密云区医院

杜春菊 北京密云区医院

苏新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张红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吴虹 北京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周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张立新 北京昌平区医院

宋春艳 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蔡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李秀云 北京门头沟区医院

 樊文英 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

于 惠 北京万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张志华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妇产医院

单凤香 天津市北辰医院

李宝红 天津市北辰医院

庞玉华 天津市北辰医院

刘玉平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寇新梅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梁 怡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蔡玉英 天津市第二医院

钱兰英 天津市第二医院

郑国华 天津市第二医院

崔玉俊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韩树凤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高秀敏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北

京

市

（40）

天

津

市

（17）



省市 姓  名 单  位

王建敏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王德坤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冯玉华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任红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王彩苏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东雪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张书芹 峰峰矿区界城镇卫生院

赵玲 峰峰矿区辛氏医院

于文霞 邯郸市第四医院

张志清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北院区

范汝萍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胡晓燕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许霄云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于秀梅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翟旭霞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刘翠罗 河北省人民医院

赵其景 河北省人民医院

王玉珠 承德市妇幼保健院

倪荣须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医院

张丽梅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医院

范延平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高素娟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医院

李桂英 邯郸市第四医院

任立新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刘风英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王献花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曹慧兰 河北北方学院一附院

崔素香 邯郸市永年县妇幼保健院

天

津

市

（17）

河

北

省

（24）



省市 姓  名 单  位

王春兰 山西省晋煤集团总医院

张泉静 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原改莲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医院

张爱菁 汾阳医院

白建峰 山西省汾阳医院

白烨 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崔凤梅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高翔云 山西大医院

郭成兰 吕梁市人民医院

郭玖珍 太原市太钢尖草坪医院

李彩凤 吕梁市人民医院

李秀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郭鲜萍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郭云梅 山西省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贺彩平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霍金莲 孝义市人民医院

王金娥 吕梁市人民医院

王青竹 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武桂花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常鲜林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郭瑞萍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云珍 孝义市人民医院

王海仙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玉珍 孝义市人民医院

吴月琴 运城市中心医院

闫育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毛姝媛 山西省昔阳县人民医院

毛秀萍 山西省昔阳县人民医院

山

西

省

（6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贾秀卿 忻州市人民医院

冯烨 太原市中心医院

冯新文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郭小莉 山西省人民医院

刘秀云 山西省人民医院

田美英 太原市阳曲县人民医院

张红卫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梅荣 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武福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张爱珍 吕梁市人民医院

赵美琴 晋中市妇幼保健院

赵兴华 吕梁市人民医院

蔺小芬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田素芳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宝霞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王冬梅 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

王桂玲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畅玲香 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董丽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申灵芝 长治市妇幼保健院

秦志萍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杨东霞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苏叶萍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刘美艳 定襄县妇幼保健院

赵翠英 定襄县人民医院

张济枝 山西省张家口市第一人民医院

贾香婷 山西省襄汾县人民医院

杨爱梅 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

西

省

（6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程秀先 山西省运城中心医院

王占琴 汾阳医院

吴清芳 运城市中心医院

武宝利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妇幼保健院

赵峰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变娥 定襄县人民医院

孙燕萍 山西省临汾市妇幼保健院

张仙萍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第一人民医院

屈英泽 山西省永济市妇幼保健院

王丽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于海红 内蒙古赤峰市平庄矿区医疗集团总医院

桑淑云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商淑惠 内蒙古赤峰市第二医院

李亚芹 内蒙古赤峰市第二医院

杜桂芝 内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司金花 阿拉善盟中心医院

哈斯格日勒 阿拉善盟中心医院

王俊平 内蒙古乌海市人民医院

马永祥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妇幼保健院

孙牡丹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医院

王玉珍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医院

额尔定花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医院

庞凤林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

霍永红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医院

许溪岗 锡林浩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红梅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邵秋香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妇幼保健所

马丽华 通辽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中心（通辽市计生医院）

山

西

省

（65）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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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姓  名 单  位

宋雅洁 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

刘卫红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人民医院

郑晓玉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王桂兰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敖忠玲 呼伦贝尔玛丽妇产医院

赵丹 内蒙古阿荣旗人民医院

张建华 呼伦贝尔玛丽妇产医院

姜月芝 根河市中蒙医院

田建梅 内蒙古包头市第八医院

陶格色 包头市固阳县人民医院

张利平 包头市固阳县人民医院

陈玉英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杨景芝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张惠敏 包头市青山区202医院

崔建英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任智峰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毛桃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红十字医院

张丽霞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王彦芳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郝红雁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杨淑玲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刘培凤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色音其其格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银芝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胡继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辛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郭瑞芬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丁凤林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

蒙

古

（54）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候瑞玲 杭锦后旗医院

刘彩鲜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陈召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医院

李俊峰 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

乔秀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申桂英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许素清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秋玉 辽宁省铁岭县中心医院

郭秀敏 辽宁省铁岭县中心医院

于静 辽宁省铁岭县中心医院

陈金玲 辽宁省营口仁爱医院

李贵宁 辽宁省营口仁爱医院

田克荣 辽宁省营口仁爱医院

郭秀娟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孙淑萍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韩丽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林艺峰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金艳 辽宁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医院

武诗卓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程文浩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秦丹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韩英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杨景光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王克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王丹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李兰英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赵秀媛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肖军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内

蒙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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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莹伟 辽宁省锦州市妇婴医院

李桂英 辽宁省黑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李新新 辽宁省黑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刘哲 辽宁省黑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张桂云 辽宁省黑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冷静 辽宁省义县人民医院

柳娟 辽宁省义县人民医院

吴桂贤 辽宁省义县人民医院

季艳华 辽宁锦州市中心医院

王颖 辽宁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江美景 辽宁省东港市第二医院

姜凤兰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崔俊清 辽宁省本溪市中心医院

韩姝 辽宁省本溪市中心医院

孟丽彬 辽宁省本溪市中心医院

崔景凤 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赵桂华 辽宁省抚顺矿务局总医院老虎台分院

刘素娟 辽宁省抚顺市第三医院

郑宝萍 辽宁省抚顺市第二医院

周丽华 辽宁省抚顺市中医院

赵玉晶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张红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尹宝荣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阴瑞英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王佩杰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任丽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秦红艳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梁慧莉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辽

宁

省

（206

）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李彩霞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姜秀丽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高明丽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刘兵 辽宁省抚顺市妇幼保健院

任秉莉 辽宁省抚顺市妇幼保健院

刘岩 辽宁省鞍山市长大医院

王春妍 辽宁省鞍山市长大医院

王艳 辽宁省鞍山市第三医院

张丽华 辽宁省鞍山市第三医院

宛素娟 辽宁省鞍山市第三医院

李晓燕 辽宁省鞍山市第三医院

杨丽秀 辽宁省鞍山市双山医院

王福杰 辽宁省鞍山市双山医院

汤晓清 辽宁省鞍山市双山医院

赵艳华 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

陆毅玲 辽宁省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孔桂香 辽宁省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于洋 辽宁省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黄威 辽宁省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钟立华 辽宁省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周艳侠 辽宁省鞍山市妇儿医院

纪晓杰 辽宁省岫岩县中心人民医院

李秀凤 辽宁省鞍山市第二医院

司国贤 辽宁省鞍山市第二医院

宋业春 辽宁省鞍山市第二医院

赵术华 辽宁省台安县恩良医院

耿丽君 辽宁省海城市腾鳌中心卫生院

崔艳平 辽宁省海城市中心医院

辽

宁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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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艳 辽宁省海城市中心医院

吴瑛 辽宁省海城市中心医院

郭月坤 辽宁省海城市中医院

樊荣 辽宁省海城市正骨医院

侯翠梅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医院

魏石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医院

马美燕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医院

郭洪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张素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张玉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林荣平 辽宁省庄河市妇幼保健院

王美艳 辽宁省庄河市栗子房中心卫生院

郭晓霞 辽宁省瓦房店康和医院

王安杰 辽宁省瓦房店康和医院

郭萍 辽宁省长海县人民医院

于莉 辽宁省长海县广鹿中心卫生院

王淑敏 辽宁省瓦房店妇婴医院

刘德春 辽宁省瓦房店轴承医院

曲玉美 辽宁省大连瓦房店中医医院

陈馥萍 辽宁省瓦房店第三医院

张巧华 辽宁省瓦房店第二医院

姜英 辽宁省大连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盛青 辽宁省大连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程桂花 辽宁省大连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范美华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张敏 辽宁省大连市辽渔医院

何晓红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辽

宁

省

（206

）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张晓琴 辽宁省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刘月 辽宁省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衣铁丽 辽宁省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赵云丽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刘英 辽宁省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路虹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妇婴医院

王淑艳 辽宁省新民市人民医院

张荣鑫 辽宁省新民市妇婴医院

王艳荣 辽宁省沈阳市德济医院

田玉华 辽宁省沈阳安联妇婴医院

陈萍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

王丽艳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

夏红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

张红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

陈净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

周艳秋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妇婴医院

贾玉敏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妇婴医院

黄士贺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妇婴医院

李姝 辽宁省人民医院

吕广娟 辽宁省沈阳市电力中心医院

宋丽敏 辽宁省沈阳市电力中心医院

杨颖 辽宁省沈阳市电力中心医院

苗亚杰 辽宁省康平县中医院

王秀丽 辽宁省康平县人民医院

吴静华 辽宁省康平县人民医院

张艳荣 辽宁省康平县人民医院

卢一兵 辽宁省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佟华丽 辽宁省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辽

宁

省

（206

）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刘冰 辽宁省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于丽文 辽宁省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陈静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晓芳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妇婴医院

陈丽媛 辽宁省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莉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刘艳梅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赵红伟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潘菊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吕萌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王秀萍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李英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丁伟丽 辽宁省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孙宁 沈阳共济爱婴医院

韩莉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那立荣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崔璐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郭丽娜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孙秀华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付冬梅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马瑛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田本红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李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曹丽英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戴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郝翠莲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三人民医院

艾春娟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英杰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辽

宁

省

（206

）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高晓菊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艾玉艳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侯伟杰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姚秀艳 营口市妇产儿童医院

高素荣 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医院

赵平 辽宁省凌源市监狱管理分局中心医院

于静 铁岭县中心医院

郭秀敏 铁岭县中心医院

王秋玉 铁岭县中心医院

鲍丽芙 铁岭市中心医院

孟丽 铁岭市中心医院

姜月芹 铁岭市中心医院

张晓丽 辽阳市第三医院

刘俊滨 辽阳市中心医院

王延淳 辽阳市中心医院

杨萍 辽阳市中心医院

郭兰英 北票市职业病防治院

杜振荣 北票市中医院

张桂芬 北票市中医院

马俊荣 北票市中医院

祁凤杰 北票市中心医院

王敬杰 朝阳市中心医院

刘慧 盘锦市中心医院

左秀丽 彰武县人民医院

李冬艳 彰武县人民医院

张秀峰 彰武县人民医院

陶娟 彰武县人民医院

宁婷贤 朝阳市朝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辽

宁

省

（206

）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张丽萍 兴城市人民医院

杨彦 兴城市妇女儿童医院

佟晓冰 兴城市妇女儿童医院

王立杰 朝阳市朝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王玉萍 朝阳市第二医院

宋汉敏 兴城市妇女儿童医院

李素媛 兴城市妇女儿童医院

王力君 兴城市妇女儿童医院

白丽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干瑞芹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申秀文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孟丽君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李福坤 辽宁省黄沙坨镇中心卫生院

曹秀娟 辽宁省鞍山市第二医院

刘彦彬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妇幼保健院

张敏 辽宁省新民市妇婴医院

阎慧杰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妇婴医院

安桂芹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医院

高玲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医院

陈红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医院

谭庆华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张秀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李志华 吉林省人民医院

郑宝华 吉林省人民医院

王秀侠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医院

赫静华 长春博大喜宝妇产医院

单秀娟 吉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徐素珍 吉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辽

宁

省

（206

）

吉

林

省

（3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粟莉 吉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冯丽霞 吉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崔今顺 延吉市医院

金春日 延吉市医院

陈洪岩 吉林市妇产医院

董志燕 吉林市妇产医院

尚文杰 吉林市妇产医院

许守霞 吉林市妇产医院

赵淑华 吉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张春凤 吉林省珲春市人民医院

何玉梅 吉林省珲春市人民医院

陈艳春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刘玉芬 延边大学医院

朴春姬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全贞姬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张有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曹亚君 通化县人民医院

王昆明 吉林省通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俊兰 吉林省通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丽娟 吉林省通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姜玉芬 吉林省集安市医院

金银福 吉林省舒兰矿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纪威 吉林市妇产医院

刘淑新 吉林市妇产医院

贺琦 鸡西市妇幼保健院

宿霞 牡丹江妇女儿童医院

吴凤杰 黑龙江省鹤岗市妇幼保健院

盛凯 黑龙江省嘉萌县人民医院

吉

林

省

（35）

黑

龙

江

省

（49）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韩丽杰 黑龙江省北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晓华 黑龙江省鹤岗市人民医院

姜春玲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

韩丽华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

孙淑玲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

李文艳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

王晓丹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

高玉华 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总医院

陈秀艳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东芝 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冯绍先 黑龙江省医院

谢凤香 黑龙江省医院

臧云红 黑龙江省医院

尤丽艳 黑龙江省医院

涂幼敏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

张丽萍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

岳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妇产科医院

魏明华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

秦桂霞 黑龙江省集贤县妇幼保健站

李淑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李建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高丽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李淑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俞金文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人民医院

侯金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妇幼保健院

龙凤丹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医院

杜洪艳 黑龙江省医院

单丽凤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黑

龙

江

省

（49）



省市 姓  名 单  位

耿德慧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梁国秋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肖艳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于虹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张艳 海林市妇幼保健院

胡孝波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兴华 绥滨县人民医院

刘跃 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医院

马红艳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管理局中心医院

王芳 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医院

王丽萍 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医院

何宏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薛晓红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德娟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林秋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医院

高秀云 黑龙江省庆安县人民医院

张淑娟 黑龙江省伊春市中心医院

毛岚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张铮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吴泽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张菊芬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周立萍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朱敏英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陈瑛 江苏省白春市人民医院

生秀凤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医院

赵辉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医院

杨国芳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医院

丁燕琴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

苏

省

（58）

黑

龙

江

省

（49）

上海市

（2）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杨明月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王效梅 南京市第二医院

陈慧娟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王玉华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石娥 江苏省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祝井云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李红梅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医院

孟宪秋 徐州市中心医院

刘爱英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彭秀 江苏省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李梅 江苏省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王凤琴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铁岩红 南通和美家妇产科医院

夏元秀 南通和美家妇产科医院

花素梅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黄菊芬 苏州市妇幼保健院

金佩娟 苏州市妇幼保健院

王孝芳 苏州市妇幼保健院

陈秀华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李英 连云港市圣安医院

张秀妮 连云港市圣安医院

鹿玉玲 江苏沛县人民医院

魏云 江苏沛县人民医院

周莉莉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

任青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夏庆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薛梅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萍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

苏

省

（58）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陈茂秀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卞春华 宝应县人民医院

赵辉 宝应县人民医院

罗晓平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张连英 兴化市人民医院

吴晨梅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单芝香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孙宜晋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杨晓云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吴晓琳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林丽萍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杨培莉 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吴菊芬 南京市第二医院

袁堂荣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杜文兰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医院

褚雪珍 苏州市妇幼保健院

董淑华 连云港市圣安医院

朱平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

刘红美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德华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戴国秀 宝应县人民医院

李美玲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费淑萍 临安市人民医院

章顺美 余杭区中医院

徐鑫荣 绍兴市中心医院

陈香梅 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金瑶 浙江省海宁市妇幼保健院

马利娥 绍兴市中心医院

江

苏

省

（58）

浙

江

省

（5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施素娟 绍兴第二医院

陈慧珍 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项旭慧 台州医院恩泽妇产医院

吴娟芬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黄丽萍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亚萍 台州市肿瘤医院

黄巧芝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医院

郑燕 玉环县中医院

陈丽菁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医院

卓琼霞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

金丽华 浙江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卢兰琴 浙江台州医院

章海娟 嵊州市人民医院

张玲洁 嵊州市人民医院

陈秀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淑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蔡彩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潘爱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文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迟文杰 沧州市人民医院

陈学军 嵊州市人民医院

项月良 金华市人民医院

屠美云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慧珠 临海市妇幼保健院

金雪菊 磐安县人民医院

赵妙凤 杭州第三人民医院

冯秀芳 海盐县人民医院

黄爱群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浙

江

省

（5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李连城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章晓红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陶晓琴 湖州市中心医院

沈翠芳 湖州市中心医院

陆照娣 湖州市中心医院

邵燕文 湖州市中心医院

李美娟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陆杏仁 余姚市人民医院

虞玲娇 东阳市人民医院

潘逸华 东阳市人民医院

何幼庆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徐韩英 浙江萧山医院

钟秀琳 浙江平阳县人民医院

邓慧素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医院

朱 莉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范秀丽 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

郭叶情 绍兴市第二医院

冯红星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钱庆梅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

吴立萍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俞冬芽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章小舒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医院

姚智慧 安徽省阜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戴银芝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陆天慧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沈惠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朱静文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邓水珠 芜湖市妇幼保健院

浙

江

省

（56）

安

徽

省

（12）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段天然 芜湖市妇幼保健院

杨辉秀 芜湖市妇幼保健院

周翠玉 铜陵市妇幼保健院

方玲 安徽省阜阳市妇幼保健院

姜杏花 安徽省立医院

郭惠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李清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肖秀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袁晓明 福州总院四七六医院

陈碧瑜 福建省地质医院

何小兰 福清市第二医院

吴梅琴 福清市第二医院

倪华清 福清市妇幼保健院

邱月星 福州市闽清县医院

叶灼梅 罗源县医院

陈钗凤 罗源县医院

薛秀惠 罗源县医院

黄幼英 罗源县医院

邱恩珍 连江县医院

陈惠英 连江县医院

陈丽珍 龙海市第一医院

林彩凤 龙海市第一医院

柯月红 龙海市第一医院

张惠娜 龙海市第一医院

叶清花 龙岩市第一医院

王丽玉 龙海市第一医院

黄玉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庄丽萍 泉州市中医院

安

徽

省

（12）

福

建

省

（5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林娜娜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林丽玲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林丽美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许兰英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陈明娜 石狮市医院

苏金凤 泉州市德化县医院

刘绍伟 莆田盛兴医院

张月珠 建宁县医院

汪菊香 建宁县医院

卢丽萍 将乐县医院

卢秀财 南平市第二医院

翁雅珠 南平市第一医院

吴玉珠 南平市第一医院

黄玉珍 南平市妇幼保健院

杨华容 屏南县医院

吴玉霞 屏南县医院

林枝燕 屏南县医院

林场妹 屏南县医院

陈华芬 屏南县医院

方玉珠 漳州市中医院

蔡素兰 漳州市中医院

游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王玉珍 福州市第一医院

张淑兰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妇幼保健院

胡小玲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妇幼保健院

李燕燕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方锦清 莆田市第一医院

陈幼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福

建

省

（5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冯珍 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林碧华 漳浦县中医院

陈承心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医院

林秋娥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医院

吴丽清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医院

曹卫芬 崇仁县人民医院

王丽娟 崇仁县人民医院

李文姣 江西省信丰县人民医院

罗春玉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人民医院

曾华英 江西省赣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章玲 江西省赣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产房

欧阳莉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宋晓菊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医院

敖丽芬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医院

叶农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医院

邹慧萍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医院

曹美英 江西省黎川县中医院

黄爱英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林慧琦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彭丹凤 江西省新余市妇幼保健院

宋梅芳 江西省新余市妇幼保健院

李菊珍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医院

杨凤英 江西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揭秉贞 南丰县人民医院

刘小芬 南丰县人民医院

周梅香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第三医院

吴菁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民医院

蔡虹 江西省瑞昌市人民医院

福

建

省

（56）

江

西

省

（29）



省市 姓  名 单  位

余嬛 江西省德兴市人民医院

邓敏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中心卫生院

何茜萍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医院

邹继红 乐安县妇幼保健院

刘顺连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南溪乡卫生院

张慧萍 江西省新余市妇幼保健院

李春玲 山东省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聂秀娟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张凤芹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许艳春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张绪芹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李玲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郭兴杰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人民医院

李其英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明秀利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刘淑青 山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荆蕊平 山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程明清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医院

朱广玲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李雅菊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杲桂荣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王成香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郝泽芳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刘茂菊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李秀锦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丁莉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颜玉芬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工人医院

刘桂贞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江

西

省

（29）

山

东

省

（57）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张春英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黄志玲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敬兰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艳平 梁山县妇幼保健院

吕锡梅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于偀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薄三菊 山东省沂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夏俊英 山东省沂南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李香兰 金乡县人民医院

崔守欣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王宝君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医院

张桂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谢敏 山东省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刘香兰 菏泽市立医院

张玉贵 菏泽市立医院

曲红丽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陈亚娜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滕照清 山东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孙红 烟台毓璜顶医院

孙美珍 烟台毓璜顶医院

杨秋花 烟台毓璜顶医院

李爱云 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

潘峰 章丘市人民医院

卢金香 山东省立医院东院

李茂香 山东省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荣月华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王振华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张立红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山

东

省

（57）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李长红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王芝文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韩丽红 莱芜市人民医院

胡淑红 烟台毓璜顶医院

高洪英 山东省无棣县人民医院

李秀莲 山东省无棣县人民医院

张立华 山东省无棣县人民医院

韩新 河南省沈丘县人民医院

张延莉 河南电力医院

孟桦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

武汉 河南省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王菊玲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夏新芳 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行 玉婷 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林红 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毛卫勤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孙素清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璐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延平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医疗集团总医院

范爱霞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医疗集团总医院

崔文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医疗集团总医院

孙喜莲 郑州市中医院

董淑云 郑州市中医院

牛桂英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杜巧婷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胡云霞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杨蕴慧 河南省鹤壁市人民医院

孙秦青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山

东

省

（57）

河

南

省

（34）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闫培霞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淑琴 河南省开封市妇产医院

王丽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

王丽雪 河南省开封市妇产医院

王瑞云 郑州市中医院

冯建丽 郑州市中医院

陈振皓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赵新敏 河南省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陈淑梅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原继红 河南省鹤壁市人民医院

李会丛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贾喜梅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刘富英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郭金桃 武穴市妇幼保健院

张春英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卫生院

万文萍 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产科

杨艳群 老河口市第一医院

何菊香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第一医院

冯东霞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四棵卫生院

胡晓玲 襄阳市中医医院

梅虹 湖北省大冶市妇幼保健院

叶克凤 湖北省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

何爱姣 湖北省中医院

陈华丽 湖北省枣阳市琚湾镇卫生院

宋荣霞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赵萍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李菊兰 武汉市普爱医院

韩广萍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河

南

省

（34）

湖

北

省

（9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张相芬 枣阳市太平镇姚岗卫生院

刘萍 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

余桂先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中心卫生院

黄运珍 安陆市普爱医院

韦军 湖北省恩施州中心医院

郑江娥 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

朱文娟 武汉市中心医院

李桦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周丽芬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梅虹 湖北省大冶市妇幼保健院

谭志华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霍灵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

靖虹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长香 湖北省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晓萍 黄冈市黄州区妇幼保健院

雷福文 随州市曾都医院

聂勤 武汉仁爱医院

韩红 武汉仁爱医院

肖翠萍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

刘琼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

王翠芳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

李建平 随州市中心医院

李福临 随州市中心医院

钱永华 随州市中心医院

包晓平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汪姣娥 武汉现代妇产医院

易线芳 武汉黄浦中西医结合医院

危新平 天门市妇幼保健院

湖

北

省

（9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李汉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林文华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谭志华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孙蓉晖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叶克凤 湖北省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华丽 湖北省枣阳市琚湾镇卫生院

张晓萍 黄冈市黄州区妇幼保健院

李长香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萍 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

包晓平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雷福文 随州市曾都医院

易线芳 武汉黄浦中西医结合医院

韩广萍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汪娇娥 武汉现代妇产医院

刘宗英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中医医院

何爱姣 湖北省中医院

金秀云 湖北省营山县妇幼保健院

张汉洲 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育红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公司茅箭医院

罗霭秋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医院

段志珍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叶荫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朱雯惠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盛家珍 湖北省洪湖市人民医院

文晓红 湖北省中医院

李炜 湖北省武汉市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万九菊 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

吴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

北

省

（9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汪艳红 武汉市中心医院

万九菊 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

陈艳红 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蓉晖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盛家珍 湖北省洪湖市人民医院

张士琼 湖北省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庄玉红 湖北省南漳县中医院

周光华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刘文燕 湖北省人民医院松滋医院

付卫红 随州市中心医院

张士琼 湖北省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冯晓玖 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雪芹 湖北省钟祥市人民医院

段志珍 湖北省人民医院

刘文燕 湖北省人民医院松滋医院

周光华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文晓红 湖北省中医院妇产科

朱雯惠 荆州市中心医院

罗霭秋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医院

吴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张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刘琼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

李炜 武汉市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翁祝秋 岳阳市长炼医院

何万亮 湖南益阳市中心医院

欧阳娟娟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医院

邹琳华 衡阳县人民医院

湖

北

省

（95）

湖

南

省

（1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唐亚军 湖南永州市中心医院

谢翠华 永州市中心医院

刘志辉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张金桃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王桂秋 湖南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谢菊英 湖南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

殷美兰 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满珍 湖南省宜章县人民医院

李度菊 岳阳楼区人民医院

彭红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李丽 湖南省岳阳市人民医院

唐秋娥 湖南省永州市中心医院

林晓琼 广东省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余桂珍 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马凤兰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梁敏 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俞书玲 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张维萍 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邓英姿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许美芳 广东省惠东县妇幼保健院

陈珍 广东省罗定市妇幼保健院

陈艳雯 广东省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张慧珠 广东省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何永平 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黄小慧 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林建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

吴燕芬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

李桂青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湖

南

省

（16）

广

东

省

（17）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陈步云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汪津萍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朱黄萍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吴庆珠 海南省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王爱宝 海南省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王红颜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王淑琴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陈月英 海南省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若蕊 海南省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黎莉君 海南省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陈安琴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产科

陈冬梅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产科

吴艳明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产科

邢美珠 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产科

陈莉丹 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产科

符爱丽 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产科

潘红霞 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产科

王小环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产科

安晓惠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陈杰惠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易亨莲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刘心菊 长寿区人民医院

曾朝琼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孙光凤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医院产科

谢彦 重庆市九龙坡中西医结合医院

彭冬芝 重庆市合川区渭沱镇卫生院

廖宗凤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妇产科

黄萍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

庆

市

（11）

广

东

省

（17）

广西区

（2）

海

南

省

（15）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李安琴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张玉琼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

向芳 德昌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李乃秀 四川省西昌市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李先华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罗萍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张荣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何娅娟 南充市中心医院

张国英 成都西区安琪儿妇产医院

赵芬 四川省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林萍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人民医院

刘天秀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人民医院

帅涛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人民医院

曾惠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人民医院

莫金芬 四川省凉川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李明霞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夏秀慧 四川省攀枝花市十九冶医院

陈晓琴 四川省江油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宗英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医院

李利玲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医院

黄俊英 四川省威远县人民医院

黄贵玲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郑小莉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医院

缪淑芳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黄文珍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漆晓玲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钰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民医院

肖武 叙永县人民医院

重

庆

市

（11）

四

川

省

（8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唐英 泸县第二人民医院

陈霞 泸州市江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罗蓉戎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朱俊芬 四川省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黄吉荣 四川省泸州市妇幼保健院

陈建中 渠县人民医院

闵家玉 四川高县妇幼保健院

周佳彬 长宁县中医医院

郑荣 宜宾县人民医院

罗健 宜宾县人民医院

王家英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人民医院

吴朝平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人民医院

沈静梅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人民医院

肖银平 四川省巴中市中心医院

向清华 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

杨雪 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

任丽萍 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

徐艳琼 四川省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李玉兰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

朱晓丽 成都市青羊区妇幼保健院

刘巧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晓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叶兆兰 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薛常春 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胡文娟 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

张古萍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徐晓维 浦江县人民医院

皮晓慧 彭州市人民医院

四

川

省

（8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张勤 彭州市人民医院

王育芬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许玲 成都市长江医院

吴亚君 四川省岑州市人民医院

罗小菊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李洁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黄丽英 雅安市人民医院

来华 雅安市人民医院

王艳 雅安市人民医院

胡国敏 成都新生堂妇产医院

任玉平 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

蔡茵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冯琼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肖英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蒋朝书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林平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余晓宛 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

秦晓兰 四川省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朱玲 四川省甘孜州人民医院

曾孝莲 雷波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邓月华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王英 达州市中心医院

杨红 达州市中心医院

胡桂蓉 绵阳市人民医院

陈建萍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倪海英 四川省禾山市妇幼保健院

吴先琴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芭蕉镇卫生院

曹辉 宜宾县人民医院

四

川

省

（8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黎春梅 四川省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谢玉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李鸿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 丽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张桂花 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包晓武 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张赤羽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磁香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莉莉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唐香梅 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

吴学芬 贵阳市修文县六广镇中心卫生院

莫代艳 贵州省交通医院

夏明珍 贵州中建医院

黄筑兰 贵阳市仁爱医院

潘凤琴 贵阳市求恩医院

余 静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新美 安顺市人民医院

陈选敏 安顺市人民医院

赵 莲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吕 滨 铜仁市石阡县妇幼保健院

王新权 铜仁市思南县人民医院

徐学平 铜仁市思南县人民医院

王建平 铜仁市思南县人民医院

肖松琴 铜仁市松桃县人民医院

洪艳玲 毕节市威宁县妇幼计生服务中心

林桂英 黔南州贵定县人民医院

张进芳 黔西南州兴义市人民医院

罗灿敏  贵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

川

省

（86）

贵

州

省

（29）



省市 姓  名 单  位

陶  菊  贵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贺明远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曹越芳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  艳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朋英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李孝英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杨兰芬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田露仙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张琼芬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雷延玲 陕西省蒲城县医院

冯志敏 陕西省汉中市3201医院

王萍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信兰花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成晓玲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姜春颖 陕西省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春花 陕西省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杨静愈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医院

冯小红 陕西省扶风县人民医院

白晴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姚秋侠 陕西省岐山县医院

刘小兰 陕西省勉县妇幼保健院

马小华 陕西省勉县妇幼保健院

龚亚玲 陕西省城固县妇幼保健院

李春玲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医院

薛萍 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医院

王丽荣 陕西省勉县医院

田翠侠 陕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熊春雷 陕西省商南县医院

贵

州

省

（29）

云南省

（5）

陕

西

省

（43）



省市 姓  名 单  位

丁仕霞 陕西省镇安县医院

高慧侠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医院

杨延秀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医院

权亚莉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创伤医院

张利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医院

孙秀凤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医院

岳琳 陕西省西安市安琪儿妇产医院

关晓娟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妇幼保健院

王蓉 陕西省西安市第五医院

刘兰芝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正泰医院

高慧琴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俪人医院

童军艳 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医院

周保利 陕西省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柯霞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医院

汪芳 陕西省西安市东方医院

刘荣丽 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院

贾晓红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医院

邓秀琴 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

王晓丽 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

徐艳丽 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

王敏峰 陕西省西安市二院

程彩蓉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医院

陈栓旗 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职工医院

乔亚娟 陕西省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王军 甘肃省西固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卢彩琴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牛发惠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陈彩霞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医院

陕

西

省

（43）

甘

肃

省

（11）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李莉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黎霞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杨琳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杜建梅 甘肃省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晓燕 甘肃省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

宋春芝 甘肃省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

董玉梅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医院

赵生珠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朱萍 青海省人民医院

郑萍 青海省人民医院

马明华 青海红十字医院

娘告 循化县妇幼保健计划服务中心

贾生梅 青海红十字医院

米乃外尔.托合提 新疆喀什英吉沙县人民医院

帕霞古丽.吐尔迪 新疆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人民医院

倪玲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晓丽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华医院

刘月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医院

潘文兰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郭玉芳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孔翔 新疆喀什区第二人民医院

古兰旦.麦麦提 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产房

曹云庚 百佳国际集团

于晶 百佳国际集团

杨美英 百佳国际集团

范建辉 百佳国际集团

蒋玉莲 百佳国际集团

王筱雯 百佳国际集团

新

疆

（9）

百

佳

（7）

甘

肃

省

（11）

青海省

（6）



省市 姓  名 单  位

朱晓青 百佳国际集团

共1146人

百

佳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