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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关于表彰一线女医务人员(集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的决定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

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疫情发生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领导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

战, 坚决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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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严峻斗争中, 全国上下党政军群团结一心、 全力

奋战, 构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特别是广大女医务人员

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牢记党和人民重托, 白衣为甲、

逆行出征, 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 用血肉之躯守护生命,

为抗击疫情付出了艰苦努力, 作出了重大贡献, 用行动诠释

了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她们的英勇表现和感人事迹可歌可泣、 催人奋进, 她们是最

美的天使,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 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医重卫、 崇尚英雄

的良好氛围, 全国妇联、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决定, 授予鲍琳琳等 500 位一线女医务人员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授予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功能科等 100 个一线女医务人员集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女医务人员和集体珍惜荣

誉、 再接再厉,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继续当好守护人民

健康的忠诚卫士, 为建设健康中国、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希望广大女医务人员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为榜

样,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崇尚医德、 钻研医术、 秉持医风, 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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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尽职尽责,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附件: 1． 一线女医务人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

红旗手名单

2． 一线女医务人员集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全 国 妇 联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202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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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线女医务人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北京市 (含国家援鄂医疗队)

鲍琳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感染性疾

病研究平台主任

雷雯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研

究员

陈　 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研

究员

汪　 芳　 北京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苗　 苗　 北京医院保健医疗部 A7 病房护士长

张抒扬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

孙　 红　 北京协和医院妇儿党总支书记

杨　 汀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临床诊察部主任、 呼吸

与危重症医科三部副主任

王　 薇　 中日友好医院门急诊科护士长

李　 静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杜　 渐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科一病区护士长

王玉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外科科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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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 疾病预防控制处

党支部书记

丁　 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高　 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医院感染管理

办公室主任

乔　 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蒲　 琳　 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金建敏　 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北京市援鄂医

疗队同仁医院领队

纪冬梅　 北京老年医院内科总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北

京市援鄂医疗队护理组组长

天津市

肖　 莉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黄馨仪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医生

王艳冬　 天津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　 艳　 天津市南开医院内镜诊疗中心、 超声科护士长

李　 莉　 天津市海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

张　 颖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张燕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路　 佳　 天津市肿瘤医院主治医师

王树苓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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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宇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免疫科护士长

张宝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消化肾内科护士长

包宏静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

河北省

平　 芬　 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病三科主任兼保健处处长

高　 伟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办公室副主任

张　 玲　 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科主任

佟　 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丁翠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呼吸科主任

王立君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心内一科主任

刘　 倩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赵红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手外科护士长

高　 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感控科负责人

山西省

张沁莲　 山西省人民医院院感科护士长

张秀珍　 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普外

二科护士长

章　 峥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特诊科副护士长

翟艳萍　 山西白求恩医院内科总护士长

罗　 珊　 山西省人民医院普外科科护士长

牛巧红　 山西省肿瘤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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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婷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呼吸内科主治

医师

张晓辉 　 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普通外二科主管

护师

赵　 娜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陈　 颖　 山西省肿瘤医院生物治疗科护士长

张文静　 山西省汾阳医院护理部外科科护士长

赵　 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师、 呼吸内科支部书记

潘朝霞　 山西省运城市第二医院结核科主任

杨红雨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杨红霞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检验科副科长、

九三学社山西省直属医药支社副主委

内蒙古自治区

李　 莉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控医师、 内蒙古自

治区院感指控中心秘书

闫志宏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肿瘤医院综合内科主任

医师

刘　 卓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彩东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医院神经内科副

主任

周　 乐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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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科护士

郝巧枝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毕晓波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医院内镜中心护士长

王海燕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内科党支部副

书记

辽宁省

曹丽华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二科主任

林　 群　 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姜凯丽　 辽宁省丹东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高亚维　 辽宁省抚顺市传染病医院呼吸道病房主任

刘　 丹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

姚文清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霍　 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病二科护士长

尹　 方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护

士长

王政华　 辽宁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教研

室主任、 消化道肿瘤一病区主任

戴　 红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科护

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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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红静　 辽阳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郭云芳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刘　 洋　 辽宁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一病区护士长

于　 欣　 辽宁省阜新市中心医院呼吸病房副主任

吴艳华　 辽宁省朝阳市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张　 蕉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护士长

宁　 欣　 辽宁省金秋医院第一党支部书记

王　 萍　 辽宁省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王　 舒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护师

耿秀娟　 辽宁省本溪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

文　 涓　 辽宁省大连市急救中心医生

吉林省

王宇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 CCU 副主任

孙丽萍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感染部副主任

田　 琳 　 吉林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副主

任、 主任医师

孙桂莉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张春艳　 吉林省长春市儿童医院感染疾病科主管护师

曹　 婧　 吉林省吉林市中心医院医疗合作部主任、 副主

任医师

孙晓苹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

刘　 宇 　 吉林省四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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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

李婷婷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护师

张晓慧　 吉林省前卫医院综合内科主任

付广双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感染科主任

王　 岙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省公共卫生

研究院) 副主任

黑龙江省

郭文霞　 黑龙江省医院感染监控科副主任

于艳玲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 防控专

家组组长

刘玉琴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副院长、 医疗救治专家

组组长

冯金玫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七医院临床科主任

于　 洋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护士长

董丽丽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倪　 薪 　 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副主任

医师

徐晓霞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综合内科副

主任

吕佳瑞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第一门诊部副主任

段　 伟　 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

李　 晖　 黑龙江省鸡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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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王文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传染科负责人

鹿鸿雁　 黑龙江省伊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勾玉洁 　 黑龙江省黑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

记、 主任

杨　 宁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上海市

查琼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

医师

徐　 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李春花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医院二病区护士长

黄波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护士长

杨敏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主治医师

李　 昕　 上海市东方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刘嘉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

卢根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护理部主任

钱海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ICU 副护士长

张晓丹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兼医务处

副处长

常　 健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 (南)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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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飞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

葛艳玲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区主任

徐　 英　 上海市浦东医院门急诊科护士长

廖　 坚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江苏省

黄英姿　 江苏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

乔　 莉　 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张园园　 江苏省中医院外科科护士长

郭喜玲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

陶连珊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科护士长

王　 慧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侯亚玲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管护师

晁亚丽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科主

任助理

钱粉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李　 林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张　 燕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王　 犇　 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王霞英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一科 (艾滋

病科) 护士长

曾元英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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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燕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科副护士长

徐　 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肝一科护士长

殷　 进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王　 颖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处副处长

徐茹茵　 江苏省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肺病科十七病区护

士长

张文凤　 江苏省高邮市中医医院护理部主任

刘　 金　 江苏省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员

濮雪华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魏红梅　 江苏省宿迁市传染病防治中心副主任

浙江省

项　 波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医院隔离病房负责人

蔡星星 　 浙江省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

士长

王美仙　 浙江省淳安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郑南红　 浙江省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急性感染

科主任、 主任医师、 隔离病房主任

何　 洋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医共体护士长

邵　 玲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院呼吸科主管护师

雷叶静　 浙江省温州市中医院感染科副护士长

邱国琴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

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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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齐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内科主任

刘蓝冰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护士长

倪红英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室副主任

彭春仙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郑汉阳　 浙江省舟山医院 ICU 护士长

李映芳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大内科副护士长

杨　 希　 浙江省台州市中心医院 (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吴　 倩　 浙江省丽水市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助理、 主管

护师, ICU 专科护士

杨向红　 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富燕萍　 浙江省人民医院 SICU 护士长

王华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助理、 护理

部主任

张　 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脑重症学科副主

任医师、 党支部书记, 医院团委书记

吕芳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肝病感染科

主任

安徽省

朱　 梦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医师

刘永平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刘敏鸿　 安徽省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

—41—



科长

张　 蕖 　 安徽省合肥市妇幼保健院东区 (合肥市儿童

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护师

张秀平　 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

张荣珍　 安徽省芜湖市中医医院急诊内科主任

周国红 　 安徽省合肥京东方医院神经医学部护理主管、

主管护师

项可霞　 安徽省马鞍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

科副科长

翁菲菲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一科主管

护师

谢少清 　 安徽省中国科大附一院 (安徽省立医院) 副

主任医师

翟　 蕙 　 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治

医生

霍佳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重症监护

室护士

福建省

吴冰珊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病

毒性疾病防治研究室副主任技师

陈巧玲　 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三科护士长

林蓉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 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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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女工委主任

陈水凤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护士长、 内三

支部党支部书记

卢　 筠　 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院感科主任

黄辉萍 　 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感科主任医

师、 行政第四党支部书记

郑义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李婷婷　 福建省泉州市光前医院内二科主管护师

陈春莺　 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兼医院感染

管理科科长

周国英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疾控中心副主任

廖琳虹　 福建省龙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雷乐莺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医院内科三区副护士长

张　 霖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江西省

霍亚南　 江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许建宁　 江西省南昌大学二附院综合 ICU 副主任

左慧敏　 江西省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余知依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ICU 护士长

谢　 卫　 江西九江学院附属医院大科护士长

颜金花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熊衍峰　 江西省赣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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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

梁文英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骨科护士长

廖财俊　 江西省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染病区护士

罗　 青　 江西省吉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测员

李　 铭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师

山东省

房晓杰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康　 海　 山东省烟台市毓璜顶医院急诊科主任

王雲雲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急诊科护士

王　 睿　 山东省宁阳县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长

滕海风　 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万修花　 山东省莒县中医医院团委副书记、 护士

解金枝　 山东省庆云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李学勤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护士长

仝　 雯　 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郭　 莹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两腺外科护

士长

刘春蕾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

区护士长

李春莲　 山东省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护士长

李　 伟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

庄向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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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醒　 山东省疾控中心病毒性传染病防制所主管技师

河南省

韩雪迎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门诊护士长

李幸乐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副主任技师

李　 艳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疼痛康复科护士长

李　 晶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

吕娅敏　 河南省胸科医院结核内科二病区护士长

王丽辉　 河南省中医院急救创伤中心副主任

王　 瑞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

魏　 冰　 河南省肿瘤医院临床病理中心技师长

张一红　 河南省安阳市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

赵秋珍　 河南省漯河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湖北省

付守芝　 湖北省武汉市三医院急诊科兼 ICU 科主任

熊　 馥 　 湖北省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所副所

长、 人事科科长

肖红梅　 湖北省十堰市西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感染病

区党支部书记

焦　 蓉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周晓琳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钟敏华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兼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

—81—



胡　 婕　 湖北省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检所副所长

兼微检科科长

袁小红　 湖北省荆门市中医医院感染二科护士长

张　 莹　 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张　 慧　 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黄丽琼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 产科

副主任

谌春仙　 湖北省随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疾病科副护士长

谭　 丽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外三科

护士长

周　 琴 　 湖北省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

士长

胡福英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副主任

杨海红　 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许淑云　 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教授

周　 琼　 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内科党委副书记, 呼吸支部书记、 呼吸科副

主任

魏　 敏　 湖北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产科主任

陈慧君　 湖北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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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霞　 湖北省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护理部主任

张　 晋　 湖北省荣军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

刘琳琳　 湖北省疾控中心卫生检验检测研究所流感参比

实验室主任

杨　 晶　 湖北省中医院护理部大科护士长

谭　 晓　 湖北省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

廉红梅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

李才华　 湖北省肿瘤医院感控办主任

孙跃玲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戴丽星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

肖红霞　 湖北省直属机关医院外科肛肠科护士长

湖南省

冯　 雁　 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诊疗中心护士长

禹　 莹　 湖南省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银春梅 　 湖南省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医师

刘安娜　 湖南省湘雅常德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彭苏娜　 湖南省株洲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吴静芳　 湖南省娄底市妇幼保健院院感科兼人事科科长

张海燕　 湖南省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传染科护士长

侯亦平　 湖南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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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师

朱海利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护理研究室副

主任

全慧君　 湖南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内科片护

士长

陈　 畅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

主任

韩小彤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

王丽霞　 湖南旺旺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广东省

易　 慧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治医师

邱逸红　 广东省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郑小燕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主管护师

尹海燕　 广东省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危急重症医学部

主任

蔡绍曦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科主任

李慧敏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刘晓青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刘燕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

士长

林　 琳　 广东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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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红　 广东省人民医院 ICU 主任

孙瑞琳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孙立梅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所所长

叶远芳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余　 纳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风湿免疫内科主

任医师

廖　 雅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王　 玲　 广东省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乳甲整形外科护士长

袁　 静　 广东省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路海云　 广东省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主任

护师

毕晓霞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袁小玲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

术主任

马燕妮　 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方　 芳　 广西脑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治医师

唐　 晓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

高燕萍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厢竹院区重症医学

科副护士长

郑　 立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呼吸康复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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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霞　 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

梁大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制

所副所长

蓝　 珂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

感染科二病区主任

王浜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普通内科副科长

兰卫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急救医疗中心护士长

海南省

苏春芳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李　 娜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

林　 玲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医生

张　 玲　 海南省中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

曾祥洁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援鄂人员

唐媛媛　 海南省昌江医疗集团重症医学科医生

王朱连　 海南省东方市东方医院消化内二科护士长

周有泠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重庆市

童　 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贾　 蓓　 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感染科主任医师、 教授

周　 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ICU 副护士长

樊安芝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综合片区护士长

姚茂秋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确诊病区副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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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卓之　 重庆市疾控中心慢病所库区卫生科科长

陈小凤 　 重庆市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科副

科长

何芝菲　 重庆市潼南区疾控中心检验科副科长

唐家芳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护师

刘　 玥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马小玲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医院感染

管理科副科长

赵凤娟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陈美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护士

米　 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 重庆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总护士长、 重

庆市卫健委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袁玲燕　 重庆市南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食

品卫生科副科长

景　 熙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副护士长

四川省

岳冀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科副主任、 国家老年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　 书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所主管技师

刘蓉安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中心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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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丽　 四川省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感部部长

李　 玮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佘　 沙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内科四病区护师

曾　 丽　 四川省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护士长

余　 倩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人民医院内科一病区护理

组长

周　 娴　 四川省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主管护师

魏　 燕　 四川省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付　 萍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

士长

何　 清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

主任

于晓燕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贵州省

林洁如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姚　 欢　 贵州省人民医院急诊内科护士长

王丽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主任

医师

程玉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教授

邱隆敏　 贵州省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感科主任

雷　 娟　 贵州省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病科科长

杜富佳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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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师

熊学珍　 贵州省安顺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

陈　 川　 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中医医院护理部护士

黄　 毅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张恩莉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师

雍朝斌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中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

云南省

丁　 怡　 云南省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干事

赵阳清　 云南省昭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邓星梅　 云南省曲靖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董艳芳　 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吕佩颖　 云南省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彭　 霞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处突中心主任

沈居丽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妇科支部书记、 妇科护

士长

陈琬玲 　 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一科 (胸心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

董　 薇　 云南省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李　 侠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感染一科主任

龙美运　 云南省急救中心急救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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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石　 荔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 感染科主任

陕西省

蔺淑梅 　 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

杨惠云　 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

王　 丽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测主任技师

弓显凤　 陕西省西安市胸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李　 倩　 陕西省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科

副科长

李红燕　 陕西省宝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技师

阴媛媛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陈　 瑶　 陕西省三二〇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薛义宝　 陕西省安康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朱　 柏　 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

甘肃省

高育新　 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杨　 兰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刘晓菊　 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专业一级主任医

师、 甘肃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 临时

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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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花　 甘肃省金昌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贾金霞　 甘肃省定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

周莹荃　 甘肃省兰州市肺科医院感染科负责人、 副主任

医师

刘　 华　 甘肃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肖　 文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

青海省

王梅英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第一副主任

卓　 玛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

韩海英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医院内一科副护士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卢　 燕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主任

屈文慧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

朱丽娟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治医师

刘　 辉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书记

刘伶俐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郭丽荣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护士长

邸晓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护理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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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张慧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手术麻

醉科副护士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姑丽扎尔努尔·艾尔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神外 ICU 护士长

于朝霞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一科

副主任

宋玉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胸科医院、 传染病医院党委

委员、 副院长

杨　 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惠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儿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张　 璇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门诊部

医师

尹诗静　 32268 部队干部病房主管护师

苏嫦娥　 32308 部队眼耳鼻喉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李会芳　 32310 部队妇儿科主管护师

吴冬冬　 新疆军区总医院护理部助理员、 主管护师

白丽娟　 新疆军区总医院肿瘤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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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慧娟　 陆军第九四九医院烧伤整形科护师

刘　 蕾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与特勤医

学科副主任护师

肖　 利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与特勤医

学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张丽敏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

长、 副主任护师

罗春梅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与特勤医

学科副主任护师

梁泽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专科片区总护士长、 副主任

护师

许　 芳　 南部战区海军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主

管护师

谢媛琪　 原第四二二医院传染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于　 凤　 海军第九七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管护师

王　 梅　 海军第九七一医院崂山医疗区外科副主任护师

徐　 琪　 海军职工医院消化内科护师

邱文娟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护士

长、 副主任护师

徐正梅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

医师

赵正卿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03—



常艳琴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外三科主管护师

陈　 萃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管护师

陈小凤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急诊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骆利敏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感染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仇谷予　 西部战区空军医院麻醉科主管护师

吴晓彧　 北部战区空军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张义红 　 原第四五七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 主任

医师

张　 楠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管护师

刘　 伟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

张　 萌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护师

刘　 菲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护士长、 主

管护师

张　 佳　 空军第九八六医院健康管理科主管护师

吴桂萍　 96601 部队医院内二科护师

冯青峰　 96604 部队医院护理部主管护师

张红霞　 96604 部队医院内三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吴　 倩　 63680 部队医院外一科护士长、 护师

刘　 莉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

任、 主治医师

楼燕凤　 东部战区总医院口腔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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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傲梅　 东部战区总医院放射治疗科护士长、 护师

郑翠霞　 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感染科护士长、 主

管护师

孔　 悦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

崔晓萍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副

主任医师

王　 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中医内分泌科护士

长、 主管护师

胡　 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

任、 主管护师

徐　 娟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骨科三区护士长、

主管护师

林素梅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九医院健康医学科护士

长、 护师

季　 波　 南部战区总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 副主任药师

张惠芬　 南部战区总医院干部病房三科护师

李　 理　 南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主任、 主治医师

王利莎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肿瘤科主管护师

刘芳宁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护师

杨晓丽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特勤科护士长、 主

管护师

张　 瑞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感染科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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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　 西部战区总医院中医科主管护师

崔　 琳　 西部战区总医院骨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张　 璐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乳腺科护士长、 护师

王秀锋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金　 萍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二医院护理部主任、 副主

任护师

张　 娜 　 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科主管

技师

于佳平 　 北部战区总医院和平医疗区副主任、 副主任

护师

宗　 晶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护理部主任、 主管

护师

冯小霞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护士长、 主管护师

苏　 霞　 原第八十八医院心胸外科主管护师

赵守焱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副

主任医师

王淑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五医院卫勤训练中心主管

护师

葛淑晶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七〇医院呼吸消化内科主管

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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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潮　 中部战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主治医师

杨巧云　 中部战区总医院消化内科主管护师

刘孟丽　 中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骆文静　 中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吴丽媛　 中部战区总医院肾脏病科护士长、 护师

李菁媛　 中部战区总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

程　 坤 　 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医疗区门急诊科护士长、

主管护师

郭云萍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医疗保障中心消毒

供应室副主任护师

武睿敏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骨科护士长、 主管

护师

任燕梅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五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 护师

沈兆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七医院护理部助理员、 主

管护师

方　 圆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感染科护师

李　 珂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军队伤病员管理科

主治医师

刘春艳　 联勤保障部队北戴河康复疗养中心发热门诊护

士长、 主管护师

刘天懿　 原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内科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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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青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

医师

叶　 平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

医师

马立芝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疗风险管理科主

治医师

王　 曼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

长、 主管护师

张　 昕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护理部主任、 副主

任护师

苑　 鑫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生物

损伤救治科主治医师

王玉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急诊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程代玉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急诊科发热门诊护

士长、 主管护师

王　 琳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护理部主任、 主管护师

苏雪婷　 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作业医学防护科

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康晓平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室副研究员

王　 岩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武汉支队卫生队队长、 主

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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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利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内一科护师

周　 媛　 武警部队湖南省总队衡阳支队勤务保障大队卫

生队医师

任晓兰　 武警部队四川省总队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副主

任医师

王　 蕊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心脏重症医学科护师

胡海霞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烧伤冻伤及组织功能重

建研究所护师

孙　 艳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神经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

刘传萍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泌尿外科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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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线女医务人员集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北京市 (含国家援鄂医疗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女专家

团队

北京医院护理团队

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中日友好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感染疾病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护理团队

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中心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

天津市海河医院护理部

河北省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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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一科

山西省

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冠肺炎应急病区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组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援鄂医疗队

辽宁省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援鄂护理团队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

吉林省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援鄂医疗队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团队

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新冠肺炎重症集中救治中心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重症医学科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专班

上海市

上海市第五批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

上海市第六批瑞金医院援鄂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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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

江苏省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

江苏对口支援黄石医疗队

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

浙江省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验中心微生物检测组

宁波市援助武汉抗击新冠肺炎医疗队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 (集团) 台州市公共卫生医学中心

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

安徽省

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第六批弋矶山医院护理队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福建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

江西省胸科医院隔离病房

山东省

山东省第五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队)
—93—



山东省第七批援助湖北医疗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队)

山东省胸科医院发热门诊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隔离二病区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功能科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呼吸内科团队

湖北省中医院肺病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

湖北省肿瘤医院雷神山医疗队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湖南省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鄂国家中医医疗队

广东省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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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邕武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团队

海南省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 (抗疫隔离区)

重庆市

重庆市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队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重症医学病区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

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科

贵州省

贵州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中心病毒性疾病检测科

云南省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及儿童传染科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团队

陕西省

陕西省人民医院护理部

西安市第八医院隔离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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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青海省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验检测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检验检测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与信息组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95829 部队医院急诊科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门诊部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

火神山医院感染控制科

火神山医院检验科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一科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一科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三科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二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五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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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感染科

中部战区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中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门诊部急诊医学科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室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特色专业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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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办公厅 2020 年 9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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