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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随州市中心医院 

胡海艳 内分泌科 副主任护师 

徐化珍 血液内科 副主任护师 

尹如琴 儿科一病区 主管护师 

姜  华 神经内科一病区 主管护师 

刘  莹 心血管内科三病区 主管护师 

廖娟娟 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 

刘小辞 结直肠肛门外科 主管护师 

贺珍珍 心血管内科一病区 主管护师 

宋清洁 神经内科二病区 主管护师 

张冰姿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一病区 
护师 

胡晓庆 护理部 主管护师 

蔡薇薇 急诊医学科 主管护师 

邱  杰 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 

高  林 血液净化科 主管护师 

閣巧巧 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

手术室 

主管护师 

张  静 产科 主管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刘凡 骨关节外科 主管护师 

宫含 精神科二病区 护师 

揭海霞 新生儿病区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中医医院 

黄翠云 心血管病科 副主任护师 

周莉 脑病科二区 主管护师 

闵晶晶 肾病科 主管护师 

张桂林 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 

孙艳平 外科 护师 

刘莉 骨伤科 护师 

张旭 康复科 护师 

戢文洁 肿瘤科 护师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李娇娥 儿保科 主管护师 

张  凡 换注室 主管护师 

张  莉 外科 主管护师 

周兰兰 产科六病区 主管护师 

刘海艳 儿科二病区 护师 

吴  璇 核酸采集点 护师 

徐红艳 新生儿科 主管护师 

叶  伟 产房 护师 

随州市疾控中心 肖琼 检验检测科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中心血站 余咏雪 献血服务一科 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随州高新区医院 

苏  玲 发热门诊 主管护师 

彭婷婷 神经内科 护师 

李宇凡 呼吸内科 护士 

徐  岩 普外科 护师 

张  静 心血管内科 护士 

随县人民医院 黄振秋 急诊科 护师 

随县洪山医院 周丹 护理部 主管护师 

随县中医医院 张云华 肾病糖尿科 主管护师 

随县妇幼保健院 乔寒冰 妇产科 护师 

随县疾控中心 苏明艳 免疫规划科 副主任护师 

随县万和镇中心卫生院 张梦颖 外科 护师 

随县唐县镇中心卫生院 刘露露 内二科 护师 

随县殷店镇中心卫生院 殷梦迪 内一科 主管护师 

随县三里岗镇中心 

卫生院 
张德奎 护理部 主管护师 

随县安居镇卫生院 栾翠 外科 主管护师 

随县澴潭镇卫生院 任雪梦 内科 护师 

随县新街镇卫生院 何英倩 护理部 主管护师 

随县高城镇卫生院 余攀 护理部 护师 

随县尚市镇卫生院 袁瑞雪 综合科 主管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随县万福镇卫生院 何群 住院部 护师 

随县吴山镇卫生院 黄静 外科 护士 

随县柳林镇卫生院 朱建华 院办 护师 

随县草店镇卫生院 李春红 护理部 主管护师 

随县小林镇卫生院 王安琪 护理部 护士 

随县淮河镇卫生院 夏梅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彭智星 神经内科 护师 

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汪思佳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中医医院 黄蓉   重症监护室  主管护师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罗宙奇  新生儿科  主管护师 

广水市吴店卫生院 冯玉梅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郝店卫生院 唐敏  内儿科   护师 

广水市蔡河卫生院 应桥桥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余店卫生院 赖文文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关庙卫生院 程艳   门诊   护师 

广水市长岭卫生院 周紫莹   健康中心  护士 

广水市马坪卫生院 叶家艳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广水市陈巷卫生院 乐蓝天   住院部  主管护师 

广水市骆店卫生院 夏娟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城郊卫生院 李云萍   内科   主管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广水市印台医院 石雯雯  外科  护师  护师 

广水市十里卫生院 刘艳萍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广水市白泉卫生院 孙清华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广水市武胜关卫生院 吴小莉   住院部  护师 

广水市杨寨卫生院 程金芝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太平卫生院 阳密  护理部   护师 

广水市李店卫生院 明海燕   住院部  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徐芹 急诊科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赵兰兰 感染性疾病科 主管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袁玉霞 脊柱创伤外科 主管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黄丹 护理部 护师 

何店镇中心卫生院 邹蓓蓓 内科 护师 

南郊办事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张玲 内科 护士 

万店镇中心卫生院 李苗苗 门诊 主管护师 

北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加贵仙 住院部 主管护师 

府河镇卫生院 吴章平 妇产科 主管护师 

西城卫生院 聂蕾 公共卫生科 护士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吴念念 发热门诊 护师 

洛阳卫生院 孔西弥 住院综合科 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医院 蔡茂盛 公共卫生科 护士 

随州爱尔眼科医院 梁  珍 门诊 护师 

随州大和康复医院 梁红艳 门诊 护士 

随州普爱眼科医院 陈  丹 功能检查科 护师 

随州济慈中医肛肠医院 吴海玲 肛肠科 护师 

 

 

 

 

 

 

 

 

 

 

 

 

 

 

 

 



（排名不分先后）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随州市中心医院 

程辉 妇科一病区 副主任护师 

高云凡 龙门门诊 副主任护师 

计进 护理部 副主任护师 

李艳梅 乳腺肿瘤科 副主任护师 

张芹 甲乳外科 副主任护师 

李凤 神经外科 副主任护师 

刘庆艳 肝胆胰外科 副主任护师 

何萍 消毒供应中心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中医医院 

 

聂成梅 护理部 副主任护师 

杨欢欢 护理部 副主任护师 

程敏 公共卫生科 副主任护师 

敖勋 透析室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金艳 儿童体检中心 主管护师 

宫经玲 消毒供应中心 副主任护师 

宫久灵 外科 主管护师 

随州市高新区医院 

 

李绪芝 呼吸内科 副主任护师 

黄  丽 麻醉科 主管护师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欢欢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丹 眼科 主管护师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琼 康复科 主管护师 

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聪颖 妇产科 主管护师 

广水市中医医院 冯珍珠 急诊科  主管护师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汪继黄 护理部  副主任护师 

广水市长岭镇卫生院 刘艳梅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广水市印台医院 朱桂玲 内科   主管护师 

随县人民医院 涂海伦 手术室 护师 

随县洪山医院 吴红梅 内二科 副主任护师 

随县中医医院 夏文敏 透析室 主管护师 

随县唐县镇中心卫生院 刘厚玉 国医堂 副主任护师 

随县万和镇中心卫生院 丁亮 护理部 主管护师 

随县万和镇中心卫生院 杨丽 疼痛科 护师 

随县殷店镇中心卫生院 殷会敏 护理部 主管护师 

随县均川镇卫生院 邓红梅 医务科 主管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郑海波 手术室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张桂兰 支助中心 副主任护师 

随州市曾都医院 彭杏容 分院门急诊 副主任护师 

何店镇中心卫生院 洪凤琴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北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夏国青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工作单位 姓  名 科  室 职  称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凤林 护理部 主管护师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医院 习银凤 护理部 护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