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吴    虹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

赵秀华 北京和睦家医疗有限公司

李小平 北京和睦家医院

杨世萍 北京玛丽妇婴医院

渠玉梅 中日友好医院

崔明慧 中日友好医院

奎光霞 中日友好医院

李雪梅 北京亚运村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汪雪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何丽梅 北京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建彤 北京恰德医院

丁淑红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院

虞    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马海燕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张建玲 北京和美妇儿医院

李秀云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祁国华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王海梅 北京怀柔医院

杨淑伶 北京怀柔医院

付智慧 天津河西坤如玛丽妇产医院

谭在瑞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杨幼菊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魏健智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

赵志芬 天津市静海区医院

褚富兰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李颖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孙敏华 天津市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

刘家玲 天津华兴医院

董瑞珍 天津市宝坻区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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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天津市

（20）



刘贺云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聂小玲 天津市人民医院

苏晓萍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黄萍 天津二五四医院

张少苓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李桂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赵淑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李洁 天津市第二医院

赵若霞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刘桂香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张翠华 河北省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姚荣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盖筱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姜秉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荣文英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周连瑞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许焕芝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陈改婷 邯郸市中心医院东区产一科产房

王爱芳 邯郸市中心医院东区产一科产房

冯军玲 邯郸市中心医院西区产二科产房

张爱云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高海云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高玲英 山西省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边玉萍 山西省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雷红 山西省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燕美琴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代素芬 山西省煤炭医院

张西风 山西省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海琴 山西省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夏兰 山西省临汾先平妇产医院

周美琴 山西省晋中婴泰妇产医院

范巧枝 山西省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

天津市

（20）

河北省

（12）

山西省

（22）



张志红 山西省太原市妇幼保健医院

池越红 山西省太原市妇幼保健医院

王志玲 山西贞德妇儿医院

辛淑琴 山西贞德妇儿医院

师瑞莲 山西省河津市人民医院

白书梅 山西省太原万柏林区西山煤电职工总医院

郑晓芹 山西省太原万柏林区西山煤电职工总医院

祁晋芳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太钢总医院

王 莉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黑天梅 山西省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武丽珍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

周香看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陈凤英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医院

杨雪梅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张俊秀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马文娟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刘燕宏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申桂英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乔秀芳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许素清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梁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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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银芝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乌兰其其格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妇幼保健院

王萍燕 乌海市妇幼保健院

何 敏 大连市百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孙丽影 大连市百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邵青 锦州市妇婴医院

楼锦红 锦州市妇婴医院

穆  玲 双鸭山市妇幼保健院

山西省

（22）

内蒙古自治

区（15）

辽宁省（4）

黑龙江省

（24）



孟繁荣 密山市人民医院

谷秋月 黑龙江省电力医院

武晓芙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李文娟 黑龙江省鹤岗市鹤煤妇幼保健院

穆傲霜 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董秀英 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国  霞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赵伊华 黑龙江省伊春市中心医院

贾  梅 集贤县中医医院

张秀云 齐齐哈尔中医院南院

王红秋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赵丽娟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王  岚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宋亚萍 哈尔滨市双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甘立红 哈尔滨二四二医院

付  伟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王艳鸣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苏  波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吕红梅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刘焕娟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毛淑芬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医院

王  强 黑龙江省电力医院

赵淑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乐逸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王 雁 上海艾尔贝佳妇产科医院

俞玉莲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姚莉萍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顾 群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叶晓东 南京鼓楼医院

左元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张志平 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

丁明珍 南京市江宁区中医院

黑龙江省

（24）

上海市（5）

江苏省

（128）



韦莉萍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医院

徐小珍 宜兴市人民医院

黄  琴 江阴市人民医院

杨世香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衡金兰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崔咏梅 江苏省丰县人民医院

初英云 江苏省丰县人民医院

陈淑玲 雎宁县人民医院

夏桂英 邳州市人民医院

朱响铃 邳州市人民医院

吴月彩 邳州市人民医院

许惠贞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人民医院

王君丽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人民医院

牛芳侠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人民医院

李春艳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人民医院

王惠平 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人民医院

梁宏梅 铜山区人民医院

张景芳 铜山区人民医院

魏廷珍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太山卫生院

拾景燚 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卫生院

徐令芬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中心卫生院

蒋  梅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卫生院

周芸生 徐州市沛县人民医院

徐  敏 徐州市沛县人民医院

李翠萍 徐州市沛县人民医院

左红梅 徐州市沛县人民医院

杜  鹃 徐州市沛县人民医院

高春媛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杨娟华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

朱翠萍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

吕秀珍 溧阳市中医医院

钱亚琴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

江苏省

（128）



张  潮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董健园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

徐煜芬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薛美娟 江苏省昆山市中医医院

袁碧霞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

莫菊文 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

朱全妹 苏州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

曹惠琴 太仓市浏河人民医院

候建玉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陆翠娥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浦雪芬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曹佩玉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云华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  宏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倪晓华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严  俊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永莉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严  丽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杰慧 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惠萍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曹晓萍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张本龙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医院

吴红霞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兴仁卫生院

徐炳时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

施  美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

顾菊芳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

陆  琴 江苏省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

沈卫星 海门市人民医院

李淑琴 海门市人民医院

夏玉萍 海安县曲塘中心卫生院

仲书美 如皋市人民医院

杨东瑛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128）



耿建云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袁  月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吴俊宁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徐海霞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徐亚玲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医院

王环球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景萍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谢  平 连云港市中医院

陈佃英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王海英 响水县人民医院

李有霞 连云港赣榆区人民医院

顾绍珍 连云港赣榆区人民医院

任善华 连云港赣榆区人民医院

贺龙翠 连云港赣榆区妇幼保健院

桂  华 连云港赣榆区妇幼保健院

程金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王秀英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医院

高  捷 淮安市淮安医院

丁玉华 淮安市淮安医院

纪翠萍 金湖县人民医院

林尔梅 金湖县人民医院

李广华 金湖县人民医院

吴春红 淮安市席桥镇中心卫生院

俞  勤 建湖县人民医院

曹玉萍 建湖县人民医院

张蓉萍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蔡秋香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谈长娣 江苏省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倪  红 宝应县第二人民医院

郜  红 宝应县第二人民医院

李爱华 宝应县柳堡镇中心卫生院

高  卓 宝应县汜水镇中心卫生院

江苏省

（128）



郁宝芳 宝应县人民医院

王晓春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医院

张晓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田  琴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姚红芸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李兰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何海琴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郭彩云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陈玉美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张红霞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

倪小玲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葛志超 沭阳县人民医院

许家宏 沭阳县人民医院

蔡礼谦 沭阳县沂涛医院

沈朝红 沭阳县中医院

丁卫华 泗洪县天岗湖卫生院

程  丽 江苏省泗洪县妇产儿童医院

许翠荣 泗阳县高渡医院

冯苏安 泗阳县人民医院

唐  玲 泗阳泗沭医院

陶秀萍 泗阳卫民医院

王  艳 泗阳仁慈医院

史兆平 泗阳县果园医院

宋美荣 来龙镇安康医院

曹方荣 来龙镇医院

唐松梅 侍岭镇医院

宋成芹 宿迁市中医院

孙淑娟 江苏省泗阳康达医院

时紫妹 遂昌县人民医院

刘舜华 温州市百佳东方妇产医院

梁桂英 杭州艾玛妇产医院

叶嫦娥 浙江省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

（128）

浙江省

（10）



李玲香 瑞安市人民医院

王爱琴 台州市仙居县人民医院

季素芬 台州市仙居县人民医院

项素瑾 浙江乐青第二医

黄俏怡 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麻晓敏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任俊琴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东区

魏发侠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许光敏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刘瑾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凤英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蒋颖 蚌埠市妇幼保健院

张学侠 蚌埠市妇幼保健院

秦春香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医院

刘启凤 肥西县人民医院

陈梅 岳张集镇中心卫生院

张坤华 安徽省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袁玉明 合肥中山医院

王维萱 安徽省怀宁县月山中心卫生院

熊跃云 安徽省怀宁县月山中心卫生院

潘云 淮北朝阳医院

李桂贞 安徽省淮北矿工总医院

任秀芳 安徽省淮北矿工总医院

司红侠 安徽省淮北矿工总医院

王先芹 安徽省淮北矿工总医院

张颖艳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

刘元胜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潘三医院

李多英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凤凰医院

曹玉侠 潘集区中医院

于照珍 潘集区中医院

张红 潘集区中医院

胡仰雪 安徽省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

（10）

安徽省（59）



张素兰 安徽省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许露萍 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

柯伟玲 霍山县衡山镇卫生院

柯伟俊 霍山县衡山镇卫生院

陈春侠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医院

李萍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医院

冯庭霞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人民医院

潘美荣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人民医院

张芸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人民医院

魏学芬 临城镇卫生院

顾影 灵璧县人民医院

李艳 灵璧县虞姬乡卫生院

许小燕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医院

邓才琼 安徽省马鞍山人民医院

夏素琴 安徽省马鞍市中心医院

邵萍 寿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叶英菊 寿县县医院

魏琳君 安徽省泗县人民医院

杨维粹 安徽省泗县人民医院

方玟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许孟希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袁锦英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韩先梅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高国萍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原淑荣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中医医院

夏明翠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医院

朱晓红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医院

周建英 武警安徽省总队医院

汪雅华 歙县人民医院

叶文娟 歙县人民医院

柯彩仙 休宁县人民医院

于素娟 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省（59）



曹金李 安徽省宣城市中心医院

江惠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郝岚 福州总医院

陈萍 福州市第二医院

林娜 福州市第二医院

陈瑛 福州市第二医院

林芦安 福州市第二医院

刘兰 福建省闽侯县医院

赖慧玉 福建省永泰县县医院

蔡美华 漳浦县医院

李凤珍 漳浦县医院

陈美 漳浦县医院

林碧华 漳浦县中医院

黄幼珠 华安县医院

沈舜兰 福建省诏安县医院

林凤珠 福建省诏安县医院

黄秀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李燕燕 福建石狮妇幼保健院

吴默君 晋江市紫帽镇卫生院

戴紫英 福建南安市医院

陈惠琴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医院

郑丽雅 永春县医院

周丽珍 永春县医院

陈怡念 永春县医院

颜雅玲 永春县医院

苏梅兰 永春县石鼓卫生院

林志华 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

汪美玉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关沈晶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陈秀霞 仙游县妇幼保健院

郑秀英 仙游县医院

陈凤妹 福建省莆田市荔枝城西天尾镇卫生院

安徽省（59）

福建省（59）



许玉兰 莆田市秀屿区医院

黄瑞莺 莆田市秀屿区医院

林丽珍 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卫生院

陈笑萍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医院

曾燕萍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医院

范榕榕 大田县总医院

詹小青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

季庆华 福建省浦城县医院

黄凤珠 福建省建瓯市立医院妇产科

汤惠玲 福建省建瓯市立医院妇产科

魏丽娜 福建省建瓯市立医院

徐师英 顺昌县医院

陈丽华 顺昌县医院

杨家英 福建省武夷山市立医院

黄碧华 福建省武夷山市立医院

张玉玲 福建省武夷山市立医院

游公英 永定区医院

吴辉兰 永定区医院

吴飞 永定区医院

李素英 福建省连城县医院

李雪梅 福建省连城县医院

吴香金 福建省连城县医院

林秀招 福建省连城县医院

王清梅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

林珠 宁德市中医院

朱玉萍 寿宁县医院妇产科

陈亦凤 寿宁县医院妇产科

吴纯兰 寿宁县医院妇产科

许玉梅 吉水县人民医院

吕桂英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

陈凤桂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

杨欢秀 宜春市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59）

江西省（19）



王月梅 江铜集团德兴医院产科

黄淑兰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医院

蒋菊英 江西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徐春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金桂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文姣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人民医院

刘金秀 新余市渝水区水北卫生院

吴银花 资溪县人民医院

王志红 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人民医院

帅东方 江西省德兴市人民医院

刘园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温逢春 奉新县人民医院

冯春英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方惠珍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陈月亮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李延华 千佛山医院

辛昕 千佛山医院

刘芳梅 济南市中心医院

李秀荣 济南市中心医院

赵华 济南市中心医院

于海凤 济南市中心医院

赵学红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

吕淑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李桂云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淑霞 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任太玉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潘峰 章丘市人民医院

刘敬兰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志玲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梅 济南市济钢医院

付兰 济南市平阴县人民医院

马爱华 济南市平阴县人民医院

江西省（19）

山东省

（138）



姚宁璐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李健鹰 济南市商河县人民医院

王香琴 济南市商河县人民医院

王爱军 济南市商河县人民医院

任月芬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马毅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刘敏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徐敦华 济南市长清区中医医院

崔守欣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高丽萍 淄博市第一医院

王杰 淄博市第一医院

刘鹏 淄博市第一医院

路翠云 淄博市第一医院

张少娟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王翠云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田爱云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路玉梅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伊学萍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张伟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君秋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宁秀云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

吕艳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医院

王克秀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老院区）

周广菊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马洪杰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颜慧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刘陵玉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孙中翠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丁玉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院

付瑞国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张雪霞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李红梅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

（138）



孙启华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颜玉芬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工人医院

朱凤芹 山东省广饶县人民医院

仇新华 胜利石油管理局胜利医院妇产科

韩华英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柳秀萍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王桂兰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

赵霞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人民医院

曲英华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周爱莲 山东省龙口市人民医院

颜廷红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朱春梅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尹旭辉 山东省招远市人民医院

娄兰英 烟台桃村中心医院

李风珍 烟台桃村中心医院

衣建政 栖霞市人民医院

滕平 山东省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史桂萍 昌邑市人民医院

陈永华 昌邑市人民医院

孙兴珍 昌邑市妇幼保健院

马玉玲 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柳玉芳 寿光市人民医院

张丽芹 寿光市人民医院

温淑荣 潍坊都市妇产医院

张文秀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鲁华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蔡福赟 曲阜市人民医院

田勤霞 衮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蒋志真 衮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刘芳 衮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吕云秀 衮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马丽娜 衮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山东省

（138）



朱敏 衮矿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杨艳秋 金乡县妇幼保健院

曹奉芝 嘉祥县人民医院

董军 嘉祥县人民医院

赵金荣 嘉祥县人民医院

李翠莲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医院

王秋芝 梁山县人民医院

于瑞芝 梁山县人民医院

李香兰 金乡县人民医院

李翠香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马红 山东省东平县人民医院

刘庆兰 山东省肥城矿业中心医院

武玉玲 肥城市人民医院

乔慧华 山东省肥城市中医医院

陈慧 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邹芳 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滕照清 山东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郭兴杰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人民医院

刘秀玲 五莲县妇幼保健院

张艳春 山东省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李玉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医院

张乃荣 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

刘芳 山东省莒南县人民医院

李冬云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医院

王芳 山东省宁津县柴胡店中心卫生院

孙秋香 临邑县人民医院

杜秀英 宁津县人民医院

张玉静 夏津县人民医院

李晓燕 夏津县人民医院

李德霞 禹城市人民医院

王洪芬 山东省乐陵市人民医院

宋秀兰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

（138）



宋连芝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医院

丁元香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医院

鲁秀明 聊城市妇幼保健院

吴红英 聊城市人民医院

王爱华 聊城市人民医院

李兰芳 聊城市人民医院

李君生 聊城市人民医院

邢玉辉 聊城市人民医院

李玉梅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玉梅 东昌府人民医院

韩兆红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

刘荣梅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

赵立芹 山东省茌平县中医医院

高秀梅 山东省茌平县中医医院

刘晓菊 茌平县中医医院

梁素贞 山东省冠县人民医院

李兰平 山东省冠县中心医院

马美芳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

胡玉美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

宋红 山东省滨州市中心医院

袁军 山东省滨州市中心医院

闫静 单县中医院

田忠荣 单县中医院

王建 单县中医院

刘庆莉 单县黄冈中心卫生院

唐素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连琴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宁 开封市妇产医院

姜凤伟 开封市妇产医院

李雪梅 开封市妇产医院

刘秋梅 开封市妇产医院

尚冰阳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28）

山东省

（138）



邢文霞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任海英 新蔡县妇幼保健院

宋小美 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妇幼保健院

毛为会 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晓红 河南省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李凌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人民医院

张瑞英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姚丽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雅春 河南省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

张红英 河南省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

李静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俊泓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程耕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钱国莲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医院

李克兰 罗山县人民医院

马爱玲 郑大附属洛阳市中心医院

郑淑萍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崔玉阁 杞县妇幼保健院

张玲 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人民医院

姜秋霞 河南省安阳市中心医院

李素萍 河南省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李姣华 湖北省孝感地区汉川市人民医院

钟毓芳 湖北省孝感地区汉川市人民医院

向红 湖北省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邓明芬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何金华 宜城市人民医院

严秀琼 武汉市第七医院

牟蓉琼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人民医院

陈兰卿 深圳市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李朝影 深圳雪象医院

刘艳 广州市妇幼儿童医疗中心

杨芝芳 伊丽莎白妇产医院

河南省（28）

湖北省（7）

广东省（21）



彭传英 伊丽莎白妇产医院

陈小荷 深圳市人民医院

梁敏贤 深圳市人民医院

岑莉 深圳市中医院

李明先 深圳市中医院

彭检妹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甘峻柠 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

刘晓明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朱小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林蕙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陈雪华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何丽群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曹月华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叶红新 深圳宝兴医院

黄天旋 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李小敏 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黎小明 深圳宝兴医院

四川省（1） 韩洪霞 成都市青白江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省（1） 农桂玉 广西百色市人民医院

郭荣琳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陈晓梅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张燕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罗元柳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李红云 贵州省独山县人民医院

朱长缨 贵州省独山县人民医院

孙燕华 铜仁市人民医院

左绍菱 安龙县人民医院

徐新美 安顺市人民医院

陈选敏 安顺市人民医院

尹仕群 首钢水钢总医院

罗灿敏 贵阳市第二人医院

代小丽 贵阳市第二人医院

广东省（21）

贵州省（18）



陶菊 贵阳市第二人医院

夏丽 贵定县人民医院

刘尚云 贵定县人民医院

黄才英 首钢水钢总医院

周祖芬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刘焕年 青海省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仝海英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李晓葵 普洱市人民医院妇产儿童医院

徐桂花 普洱市人民医院妇产儿童医院

王绍丽 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梅 英 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罗绍红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人民医院

尹慧琼 云南省丘北县人民医院

桂海艳 文山市人民医院

马朝慧 文山市人民医院

唐保艳 文山市人民医院

阚秀琼 通海县人民医院

杨冬梅 通海县人民医院

李琼仙 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满星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段晓云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普毅雯 玉溪市澄江县人民医院

张京利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贺金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 敏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 燕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符 虹 昆明市和万家妇产医院

郭成川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学琼 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张琼芬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王金莲 玉溪市通海秀山人民医院

胡忠萍 麻栗坡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18）

青海省（2）

云南省（32）



马琨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苏春勤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彩仙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世英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金贤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牛长秀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王燕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