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 姓  名 单  位

张宏丽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任金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穆莉萍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王熙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张晶 天津市人民医院

张青 天津市人民医院

王冬梅 天津市人民医院

曹颖 天津市人民医院

曹捷 天津市人民医院

殷娜 天津市和平区妇产科医院

吴燕 天津市河西区妇产科医院

王莹 天津市河西区妇产科医院

叶萍 天津市水阁医院

张学凤 天津市南开医院

王迎 天津市水阁医院

李风莲 天津河西坤如玛丽妇产医院

邵虹 天津河西坤如玛丽妇产医院

孙慧芝 天津南开天孕医院

丁淑珍 天津南开天孕医院

何丽 天津南开天孕医院

刘培华 天津市黄河医院

荣获2019年坚守产房工作30年及以上资深助产士称号名单

天津市（40）



黄萍 天津市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

李亚玲 天津市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

韩迎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曹慧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张少苓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陈金秋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孙敏华 天津市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

苏晓萍 宁河区医院

崔玉俊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刘秀芬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庆俊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珍明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源敏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连茹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德翠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淑爱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桂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赵玉玲 天津华兴医院

胡春玲 天津华兴医院

张书红 邯郸市中心医院

安晓红 邯郸市中心医院

郝丽聘 邯郸市中心医院

张丽娟 河北省退役军人总医院

王敏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董丽宏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天津市（40）

河北省（15）



刘淑艳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任赵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胡建秀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孙文涛 邯郸市第一医院

刁淑君 邯郸市第一医院

巴爱社 邯郸市第一医院

高俊焕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马晨霞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卢胜芬 定州市妇幼保健院

高运芳 山西省孝义市人民医院

李素琴 山西省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美金 山西省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云 西山煤电（集团）职工医院

阎彩霞 西山煤电（集团）职工医院

潘秀玲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唐丽宏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战晓光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曹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杨丽侠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宣照霞 沈阳市妇婴医院

官宏 沈阳市妇婴医院

卓英梅 沈阳市妇婴医院

李连英 沈阳市沈河区妇婴医院

李梦杨 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

张咏梅 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

陈赞 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

董梅 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心医院

李宏臣 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心医院

王跃君 沈阳和美妇产医院

河北省（15）

山西省（6）

辽宁省（110）



朱瑞玲 沈阳和美妇产医院

董放 沈阳和美妇产医院

田丽岩 沈阳和美妇产医院

王晓娟 沈阳和美妇产医院

赵菁 沈阳和美妇产医院

于丽文 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卢一兵 沈阳美德因妇儿医院

许桂芬 沈阳积水潭医院

李洪侠 新民市妇婴医院

李新颖 新民市人民医院

梅红 沈阳二四五医院

王杏 沈阳市安联医院

李太华 沈阳市安联医院

桓文君 沈阳市安联医院

吴筱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克敏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英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孙金红 大连辽渔医院

刘彦彬 大连市沙河口区妇幼保健院

刘月 大连美琳达儿医院有限公司

张宏 大连美琳达儿医院有限公司

于晶 大连美琳达儿医院有限公司

孙淑萍 大连美琳达儿医院有限公司

王丽杰 鞍山市中心医院

刘岩 鞍山市长大医院

王春妍 鞍山市长大医院

吴雅娟 鞍山市妇儿医院

谢春艳 鞍山市妇儿医院

辽宁省（110）



王雁 鞍山市妇儿医院

时宝华 鞍山市双山医院

赵泽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李秀丽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于洋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于研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吴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鞍山医院

于祥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鞍山医院

王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鞍山医院

吴瑛 鞍山市海城市中心医院

何玉艳 鞍山市海城市中心医院

郭月坤 鞍山市海城市中医院

刘喜玲 鞍山市海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敏 鞍山市海城市正骨医院

刘丽颖 鞍山市海城市腾鳌中心卫生院

于敏 鞍山市海城市牌楼镇医院

徐伟 鞍山市台安县中医院

秦志云 鞍山市岫岩县中心医院

张素坤 抚顺市妇幼保健院

赵翠平 抚顺市妇幼保健院

石波 抚顺市清原县人民医院

李淑霞 本溪市中心医院

甘洪斌 本溪市中心医院

曹桂华 本溪市金山医院

张春燕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郭长宏 本溪市本溪县第一人民医院

闫秀华 丹东市中心医院

卢美华 丹东市中心医院

纪凤凤 丹东市人民医院

辽宁省（110）



曲波 丹东市凤城市中心医院

曲俊燕 丹东市凤城市中心医院

毕秀环 丹东市东港市第二医院

栾颖 丹东华山医院

姜柏清 锦州市妇婴医院

陈玉兰 锦州爱心医院

万奎霞 锦州爱心医院

闫春英 锦州爱心医院

毕冬梅 锦州市北镇市人民医院

朱艳玲 锦州市北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艳 营口市华君医院

吕淑燕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于淑阁 阜新市太平区医院

王彩凤 辽阳市中心医院

孙俐 辽阳市中心医院新城医院

宋艳玲 辽阳市中心医院新城医院

何丽君 辽阳市中心医院新城医院

王丽萍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朱平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晓丹 辽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景涛 辽阳市辽化医院

尹晓岩 辽阳市辽化医院

佐明凤 辽阳市华鑫妇科医院

许洪菊 辽阳市辽阳县中医药

姜杰 解放军陆军第79集团军医院

王英华 铁岭市铁岭县中心医院

庞贺娟 朝阳市凌源妇产医院

袁洪艳 朝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李国华 朝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辽宁省（110）



狄国艳 朝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韩志敏 朝阳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冷静 盘锦妇外医院

王亚军 盘锦辽河油田宝石花医院

岳素霞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潘厚贤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林杰 葫芦岛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喆 葫芦岛市兴城市人民医院

马淑香 葫芦岛市绥中县医院

魏春屏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肖远明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赵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童丽萍 吉林省人民医院

施影 吉林省人民医院

赵晓红 吉林省人民医院

王玉宏 吉林省人民医院

贾庚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施慧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李志华 吉林省人民医院

卢彤阳 吉林省人民医院

施颖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

刘宏曼 长春市妇产医院

李玉君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梅瑰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王英娟 黑龙江天元妇产医院

付丽洁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医院

张琴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医院

王淑琴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医院

王长玲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医院

吉林（13）

黑龙江省

（20）

辽宁省（110）



刘景颜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医院

洪艳滨 哈尔滨市南岗区妇产医院

张丽梅 哈尔滨市南岗区妇产医院

于伟东 黑龙江省医院

刘福岩 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

王向荣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朴红霞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艳 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中心医院

蔡秋江 双鸭山市宝清县妇幼保健院

王桂云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芦海艳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张绍辉 勃利县人民医院

何晓红 肇源县人民医院

卞长虹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曹红梅 兴化市人民医院

褚志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范义红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龚利华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桂义萍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马永梅 楚州中医院

沈金芬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施显惠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医院

宋亚琴 无锡市人民医院

孙延春 灌南县人民医院

孙长虹 滨海县人民医院

王娟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素侠 江苏省丰县人民医院

吴桂芳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徐志霞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24）

黑龙江省

（20）



叶志玲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袁侨荣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爱莲 仪征市人民医院

张明慧 灌南县人民医院

赵琴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妇产科

郑明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朱晓群 江苏省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朱正琴 兴化市人民医院

孙岳琴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黄爱萍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医院

钟卫清 浙江省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赵勤 浙江省台州医院

金丽珠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林翔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陈艳玲 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医院

郑美玉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医院

张金凤 福州市第八医院

陈美芳 福州市第八医院

魏月凤 福建省宁德市拓荣县医院

吴迎春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总医院

黄玉婷 福州市福清第三医院

黄晓云 平和县医院

林英玉 福建省福清市医院

余淑琴 福建省福清市医院

黄美琼 福建省南靖县医院

陈羡丽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陈宏华 福建省武夷山市立医院

郭丽琴 福清市渔溪镇中心卫生院

罗元兰 福建省永安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省（4）

江苏（24）

福建（37）



蔡妙玲 漳浦县医院

王春惜 漳浦县医院

林素丽 漳州市医院

陈淑宝 漳州市医院

郑艺燕 漳州市医院

黄文生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魏德英 莆田市第一医院南日分院

陈媚敏 莆田市涵江区华侨医院

林丽霞 莆田市秀屿区医院

黄碧煌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医院

林淑芬 漳浦县中医院

黄素勤 漳浦县中医院

李晓芳 连城县医院

赖晓敏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卢开珠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张晖萍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朱月卿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九医院

陈健 三明市第二医院

叶秋 福建省周宁县医院

郑平月 宁德市闽东医院

赵美英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李玉芳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邓连秀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关红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占宁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潘露 南昌市第三医院

冯海英 南昌市第三医院

祁烨 南昌市第三医院

徐艳秋 南昌市第四医院

江西（50）

福建（37）



邓玉蓉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

郭伟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

罗木兰 南昌县人民医院

袁满珍 南昌县人民医院

龚慧芳 南昌县人民医院

罗菊兰 峡江县人民医院

龚艳红 南昌高新开发区昌东卫生院

邵仙吉 鹰潭市人民医院

许玉梅 吉水县人民医院

余正群 奉新县人民医院

朱梨花 高安市中医院

易建秀 高安市中医院

罗晓蓉 江西赣州市立医院

陈惠群 江西赣州市立医院

郑玉春 高安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

邹榕 高安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

幸金莲 高安市人民医院

邱福清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末英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戈根祥 新干县人民医院

钱小春 永新县妇幼保健院

车香兰 东乡红星医院

丁越华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兆英 丰城市人民医院

罗庆英 宁都县人民医院

谢长娣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谭姣娣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雷俊秀 宁都县固厚乡卫生院

黄水蓉 宜黄县中医医院

江西（50）



吴永红 宜黄县人民医院

钟小兰 宜春市人民医院

吴丽芳 宜春市人民医院

李新连 上栗县人民医院

方巧巧 抚州市临川区第二人民医院

黎玮 抚州市临川区第二人民医院

周文荣 抚州市临川区第二人民医院

游丹蓉 抚州市临川区第二人民医院

钟玲玲 赣州安太妇产医院

吴冬莹 宁都县洛口镇中心卫生院

康幼红 信丰县妇幼保健院

李玉兰 信丰县万隆卫生院

宋旭红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人民医院

薛冬郦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妇幼保健院

谢翠俊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马琳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医院

周岚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高霞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张美荣 潍坊市中医院

林彩莲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米振慧 山东省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张秀荣 安丘市人民医院

王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新芬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李莉 郑州人民医院

张婉 新乡市中心医院

王景梅 开封市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

卓红梅 开封市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

张秀月 郑州圣玛妇产医院

山东省（10）

河南省（17）

江西（50）



王世红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王桂兰 焦作市人民医院

葛素霞 焦作市中医院

任淑娟 虞城县人民医院

陈崇俊 荥阳市妇幼保健院

姚霞 邓州市人民医院

王改华 周口市商水县人民医院

赵艳君 周口市商水县人民医院

王青枝 周口市商水县人民医院

韩红玉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医院

四川省（1） 王琼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

谭显敏 云南省永善县中医院

刘军 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叶丽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喻培存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李琼芬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人民医院

鲜光华 永善县人民医院

张顺娣 云南省盐津县人民医院

鄢芝翠 盐津县人民医院

郭德俊 大关县人民医院

赖琼翠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人民医院

惠晓莉 陕西省华阴市人民医院

张新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香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海棠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张米莉 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

李艳 西安市第四医院

云南省（10）

陕西省（6）

河南省（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