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 姓  名 单  位

胡卫平 北京丰台医院

狄霞 北京丰台医院

陈洁 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孟金霞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王东琴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朱红梅 天津美津宜和妇儿医院

乔茂芬 天津美津宜和妇儿医院

苏青 沧州市妇幼保健院

杨文素 衡水市妇幼保健院

王书芳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郑秀田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靳菊红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郝秀蕊 宽城满族自治县医院

曾德会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王会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冯小明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董秀玲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胡艳茹 承德市妇幼保健院

杨敏贤 承德县妇幼保健院

李爱乔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刘淑娜 廊坊市广阳区妇幼保健院

刘艳菊 廊坊市广阳区妇幼保健院

袁爱琴 廊坊市广阳区妇幼保健院

李树芹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李红丽 香河县人民医院

胡百凤 三河燕京医院

河北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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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天津市（2）



王金彦 三河燕京医院

张艳敏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纪文术 京东中美医院

王彦军 承德市中医院

冯亚萍 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

聂晓静 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

刘文慧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杨爱梅 山西省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梅荣 山西省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云梅 山西省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何枚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医院

李爱军 山西省阳泉市阳煤集团总医院

张永莉 山西省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娥花 阳城县人民医院

刘文珍 太原市万柏林区中心医院

郝夏美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王俊萍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人民医院

屈萍 五四一总医院

许莉芳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小林 中阳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

吴春娣 山西省109医院

冯凤莲 兴县人民医院

乔翠香 石楼县医疗集团（石楼县人民医院）

孙海英 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贾亦红 临汾现代妇产医院

张素卿 忻州市忻府区妇产医院

王名仙 山西省太古县人民医院

郭淑华 山西省太钢总医院

张春平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人民医院

河北省（26）

山西省（27）



周所梅 山西省原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杜先青 山西省太谷县人民医院

董俊丽 山西省太谷县人民医院

张丽华 山西省汾阳医院

叶翠萍 五四一总医院

张辉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姜盛华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李莎荣 大连市中心医院

娄翠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徐邵玲 大连百佳妇产医院

张晓琴 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

孙淑萍 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

于晶 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

刘月 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

张宏 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

刘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祁宏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张丽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王姣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郝淑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吕顺爱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付淑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战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卜香兰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于子华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孙秀利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孟欣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

张秀英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山西省（27）

辽宁省（12）

黑龙江省

（31）



林续军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马秋香 黑龙江天元妇产医院

陈志娟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王晓伟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王丹秋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隋利娟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董岩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史靖芬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王晓颖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翟利青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人民医院

孙莉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朱秀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迟庆霞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朱萍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人民医院

朱玉兰 齐齐哈尔明珠医院

张东明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淑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倪淑春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焦晶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刘宏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仇艺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任萍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张文华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许金莲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张宝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陆亚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王青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范丽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潘秀红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市（29）

黑龙江省

（31）



徐芳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亭医院

朱萍 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徐兰香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李富娣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傅翠丽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卢伟荣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陈晏勤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顾芳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徐文利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谭梅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付滨 上海中冶医院

张芹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毕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红妹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张爱芳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黄灯银 上海和睦家医院

崔锦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陈庆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黄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范荣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闻益群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支军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杨俊 南京市浦口医院

熊志群 南京市第一医院

陶珍娣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徐春琴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孙丛梅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余世凤 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

周宪群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上海市（29）

江苏省

（103）



杨定仙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人民医院

强国艳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人民医院

徐群琴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人民医院

曹艳丽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颖 徐州市肿瘤医院

张宏翠 江苏省沛县人民医院

甄艳兰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医院

孟晓春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医院

高原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安国镇卫生院

林艳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魏庙镇中心卫生院

杨玉凤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河口镇孟庄卫生院

马瑞侠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医院

邵伟 江苏省睢宁县岚山镇卫生院

徐亚娟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李惠芬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沈南玉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卫生院

夏春凤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中医医院

彭美芳 溧阳市妇幼保健院

包子沫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虹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蒋萍娟 江苏省苏州市中医医院

陆培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吴秀平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沈霞 启东市人民医院

钱瑛 海安市人民医院

孙骨琴 海安市人民医院

徐素琴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牛小梅 连云港圣安医院

姜芹 连云港圣安医院

江苏省

（103）



商云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医院

侍晓军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

蒋廷梅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

倪梅 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中心卫生院

李玉竹 连云港市东海县张湾乡卫生院

张慧 连云港市东海县石榴街道卫生院

章军玲 连云港市东海县白塔中心卫生院

赵传平 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

王余艳 连云港市灌云仁济医院

田芳林 连云港市灌南县妇幼保健院

唐素春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连华 淮安市淮阴区妇幼保健院

秦玉 淮安市淮安医院

颜士蕾 淮安市淮安医院

卢玉梅 淮安市淮安医院

陈明红 盱眙县官滩镇卫生院

式光 盐城市中医院

沈盐红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夏爱玲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董小荣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红梅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程桂凤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爱风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吴秀芳 东台市人民医院

朱宝兰 东台市人民医院

刁金珍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王梅娟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赵彩霞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何慧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103）



毛志梅 扬州市邗江区槐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魏兴红 扬州市广陵区头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建梅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张文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肖凤珍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徐美华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

陈义琴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中心卫生院

周惠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毛其干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韩久霞 宝应县妇幼保健院

徐雪冬 宝应县妇幼保健院

俞玲 高邮市人民医院

姚素琴 高邮市人民医院

周红 高邮市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倪志东 高邮市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汤凤兰 高邮市三垛中心卫生院

宋晓华 高邮市卸甲镇八桥卫生院

汪家云 高邮市临泽中心卫生院

周玉凤 高邮市送桥中心卫生院

倪露漫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蒋爱珍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邓慧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唐年纪 泰州市中医院

臧雪芬 靖江市中医院

刘勤 靖江市中医院

周怡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

李静 宿迁市妇产医院

肖慧莲 宿迁市宿豫区妇幼保健所

张平 沭阳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103）



刘绍英 沭阳汤涧医院

于春艳 沭阳县妇幼保健院

王英 沭阳吴集医院

张荣 泗阳县中医院

何素侠 泗阳康达医院

刘素娟 泗阳县人民医院

徐霞萍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朱惠敏 长兴县妇幼保健院

杨萍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王秀兰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

李晓媚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

虞文青 浙江省义乌市中心医院

雷明 台州市中心医院

张春萍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医院

祝志娟 绍兴第二医院

贾淑珠 温州百佳东方妇产医院

赵亚玲 宁海县第一人民医院

王健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泮丽红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章秀芳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宋春仙 浙江省台州医院

李萍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章渺 铜陵市妇幼保健院

赵红 界首市人民医院

周敏 绩溪县人民医院

程韵华 绩溪县人民医院

曹云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医院

洪流芳 全椒县人民医院

王培霞 全椒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16）

江苏省

（103）

浙江省（15）



王荣惠 全椒县人民医院

唐惠芬 全椒县人民医院

李志琳 全椒县人民医院

方元梅 安徽省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马影新 安徽省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

郑飞 安徽省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

赵岚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

张会侠 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英玉 福建省福清市医院

赵月明 福建省立医院

代丽萍 莆田妇产专科医院

钟美英 福建省武平县妇幼保健院

冯筱萍 福建省光泽县医院

谢玉珠 南靖县靖城中心卫生院

魏秀玉 南靖县医院

吕亚香 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医院

邹秀兰 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医院

陈小玲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中医院

邓杰凤 漳州市中医院

林丽真 东山县医院

黄玉芝 福安市医院

付玉美 宁德市蕉城区医院

陈晖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黄文青 福建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陈美灵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黄瑞兰 福建省闽清县总医院

黄华英 莆田市第一医院

马月芬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中医院

霍俊霞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医院

山东省（41）

安徽省（16）

福建省（19）



马月芬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中医院

霍俊霞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医院

张桂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刘  琪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孙秀琴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路  红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王丽丽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尉  蔚 青岛新世纪妇儿医院

颜玉芬 滕州市工人医院

孟维云 无棣县人民医院

张敏静 无棣县人民医院

邓永臻 潍坊市人民医院

冀爱香 青州市妇幼保健院

李瑞杰 肥城矿业工中心医院

李茂香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

王秀玲 五莲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薛兴华 烟台市福山市人民医院

王恩英 沂南县人民医院

董淑芬 沂南县人民医院

杨立赟 沂南县人民医院

于  红 德州市人民医院

金  英 德州市人民医院

祁丽梅 齐河县人民医院

许海燕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医院

刘金环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医院

王桂新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医院

李玉珍 聊城市人民医院

张  惠 聊城市人民医院

王秀梅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41）



刘风娥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殿红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月平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蒋金凤 东阿县人民医院

秦广凤 东阿县人民医院

王秋红 莘县人民医院

邵先玲 莘县人民医院

赵  辉 莘县人民医院

张爱东 滨州市中心医院

王志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郝  静 滨州市博兴县人民医院

郭新霞 滨州市人民医院

葛月萍 河南省人民医院

王彬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惠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段红云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吴昕 河南省中医院

樊聪梅 许昌市中心医院

张景梅 许昌市中心医院

彭香玲 许昌市中心医院

马明霞 许昌市中医院

王秀芬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人民医院

来庆平 河南省信阳市中心医院

宋娟 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李东莉 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

郭艳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

张愿芳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朱常凤 河南省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王玉红 河南省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41）

河南省（33）



常现丽 河南省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田红霞 河南省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王辉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人民医院

李莉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斌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宋树叶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齐继红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

程海燕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潘朴芬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宇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李桂芳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谭永兰 河南省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王慧敏 河南省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李尉东 河南省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刘芳 周口市中心医院

张卫兵 开封市人民医院

邱彩凤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秀娥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秋霞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赖月媚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罗抗封 广东省粤北人民医院

刘火姐 广东省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胡小红 广东省深圳市中医院

邹文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梁燕霞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宮桔云 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

梅晓芳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恩平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孔健玲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14）

河南省（33）



杨翠萍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舒向华 绵阳市人民医院

肖灵秀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沈定英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叶云玲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刘川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陈英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李唐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邓跃华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蔡云辉 会泽县人民医院

桂福静 会泽县人民医院

何静 昆明安琪儿妇产医院

陈瑶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周焕仙 陆良县人民医院

周莹 玉溪和万家妇产医院

张丽芬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赵玉明 会泽县人民医院

杨明辉 云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芝秀 梁河县人民医院

邵丹 盈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飞秀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宋映涛 玉溪市中医医院

甘肃省（1） 陈彩霞 静宁县人民医院

孙玉华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加孜拉.吐斯普坚 奇台县人民医院

米娜瓦尔.阿不都吾埔尔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侯燕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虹云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赵玉霞 昌吉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14）

云南省（13）

新疆区（8）

四川省（8）



李晓丽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华医院

阿依努尔·木汉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新疆区（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