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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正月，身处江城。因斯疫情，困于斗室。乃思近年来我民族经济之发

展、科技之进步，实有一日千里之象，何于此疫，十数年间，而至于再？且今

次来势之凶、伤亡之惨、蔓延之广，视前次又远过之。虽可谓之天灾，而其间

岂无人事之可思？爰就闻见所及，排列增删。今值武汉解封，特公布之以就正

于读者。非敢谓之信史，供后来者考镜之资也。 

 

武汉劫余子 

庚子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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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月 17 日（己亥年十月二十一日） 

    据《南华早报》得到的中国官方文件显示，一例确诊病例于此日出现症

状，该病例为湖北居民，55岁。本日后，病例续有增加，到 12月 15 日，已有

27例病例。12月 17 日，病例有 10人以上增长。到 12月 20日，总病例已达

60例。(“Coronavirus: China’s First Confirmed Covid-19 Case Traced Back to November 

1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13, 2020, 

https://www.scmp.com/print/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irst-

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accessed Mar. 14, 2020.)尚未见到《南华早报》数

据来源的详情，推测可能是随着 2020年 1月份医院接诊及确诊病例的增加，追

溯到了更早的病例。这是目前已知新冠病毒 2019最早的病例。武汉是此次新冠

病毒最初的流行地，此点学界已有共识。但病毒的来源地是哪里？最早出现在

什么时候？目前尚无定论。(《最新！钟南山回应新冠肺炎源头》，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3 月

18 日，https://mp.weixin.qq.com/s/mssRtNO5ZLYNivDSfUXYb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意大利马里奥·内格里药理研究所（Mario Negri Institute for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主任朱塞佩·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在

2020年 3月 19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全科医生们）记得在

（去年）12月甚至 11月时见过奇怪的肺炎，非常严重，特别是在老年人当

中。这意味着在我们获悉其在中国爆发之前，这种（新冠）病毒已经在传播，

至少在意大利的伦巴底北部地区。”（《意大利知名专家：中国疫暴发前，病毒或已在意大

利传播了》，《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1 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4967336902872，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22 日；

Sylvia Poggioli,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Stay Home’:Italy’s Coronavirus Surge 

Strains Hospitals,” NPR news, Mar. 19, 2020,https://www.npr.org/2020/03/19/817974987/every-

single-individual-must-stay-home-italy-s-coronavirus-deaths-pass-china-s,accessed Mar. 22, 

2020.）这是目前所知新冠病毒在中国流行差不多同时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出

现的最新线索。不过据意大利医生与研究者于 2020年 3月 20日联合发表的一

篇论文，伦巴底确诊病人最初出现症状是在 2020年 1月初。雷穆齐的说法尚乏

https://www.scmp.com/print/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irst-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https://www.scmp.com/print/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irst-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https://mp.weixin.qq.com/s/mssRtNO5ZLYNivDSfUXYbw，查询日期：2020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4967336902872
https://www.npr.org/2020/03/19/817974987/every-single-individual-must-stay-home-italy-s-coronavirus-deaths-pass-china-s
https://www.npr.org/2020/03/19/817974987/every-single-individual-must-stay-home-italy-s-coronavirus-deaths-pass-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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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旁证。（Cereda D. et al.,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Lombardy, 

Italy,” Mar. 20, 2020, https://arxiv.org/abs/2003.09320, accessed Mar. 26, 2020.） 

    也有传言称新冠病毒是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或美国生化实验室 Fort 

Detrick流出，（《三体 P6 实验室的女主角好像出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0 级女硕士研究生黄燕

玲》，2020 年 2 月 13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92fQ_JFKU，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Coronavirus First Patient Maatje Benass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LHoSCkfEI, Mar. 27, 2020, accessed Mar. 30, 2020.）但多

国科学家通过对病毒基因进行研究，认为“新冠病毒不太可能是通过对现有

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操作而出现”。（Kristian G. Andersen et al,, “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 Nature Medicine, Mar. 17, 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20-9，accessed Mar. 30, 2020；《新冠病毒并非实

验室产物！自然子刊发文：有两种自然选择假说》，澎湃，2020 年 3 月 18 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69713，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哥伦比亚大学迈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流行病学教授 Ian Lipkin 曾对记者表示，病毒可能已在人类身上传播“数月甚

至数年”，直到发生了使其更为致命的变异。（Rachel Sharp, “Has Coronavirus Been 

in Humans for Years?” Mail Online,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

8188407/Coronavirus-humans-YEARS-deadly-outbreak-say-experts.html,Apr.5,2020, accessed Apr. 

7, 2000.） 

科学家对源病毒最初出现的日期答案也不一致，部分原因是其所得样本及

研究方法不同。根据 2020年 1月底所能得到的 30例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有

几组科学家推测其共同的祖先应在 11月中旬出现，而有一组科学家推测其出现

最早在 2019年 9月 18日。（John Cohen, “New Coronavirus Threat Galvanizes 

Scientists,” Science, Jan. 31, 2020,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7/6477/492.full, accessed Mar. 14, 2020.）这是目

前所知对新冠病毒最早的溯源。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演化生物学家

Kristian Andersen 研究了在某病毒研究网站 2020年 1月 25日所展示的 27例

新冠病毒基因，认为它们拥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其出现最早应该在

https://arxiv.org/abs/2003.093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92fQ_JFKU，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LHoSCkfEI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20-9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69713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188407/Coronavirus-humans-YEARS-deadly-outbreak-say-experts.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188407/Coronavirus-humans-YEARS-deadly-outbreak-say-experts.html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7/6477/492.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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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1日。（John Cohen, “Wuhan Seafood Market May Not Be Source of Novel 

Virus Spreading Globally,” Nature, Jan. 26, 2020,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1/wuhan-seafood-market-may-not-be-source-novel-virus-

spreading-globally, accessed Mar. 14, 2020.） 

爱丁堡大学病毒演化学家 Andrew Rambaut 由 2020年 1月所得到的 24例新

冠病毒基因序列，包括来自泰国、中国深圳和中国武汉的病例样本，推测这 24

例病毒样本来自共同的祖先，此病毒祖先的出现应不早于 10月 30日，不晚于

11月 29 日。(Sharon Begley,“DNA (RNA) seluths read the coronavirus genome, tracing its 

origins and looking for dangerous mutations,” Jan. 24, 2020,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1/24/dna-sleuths-read-coronavirus-genome-tracing-origins-and-

mutations/, accessed Mar. 14, 2020.） 

 

12月 1日（十一月六日）   

2020 年 1月 2 日确诊的 41名新冠肺炎患者中有一名患者最早于本日出现

症状，12 月 16日入院，家庭成员无感染症状。此名患者与之后其他患者并无

联系。金银潭医院黄朝林医生等所发文中并未明言此名患者有无到过华南海鲜

市场，但据文义及后文所述，此名患者并未到过华南海鲜市场。（C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0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23 (Jan. 24, 2020),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accessed Feb. 29, 

2020. ） 

 

12月 8日（十一月十三日） 

据武汉市卫健委 2020年 1月 11日通报，截至 1月 10日 24时确诊的 41例

患者中，最早出现症状为本日。（《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2020 年 1 月 1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6，查

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1月 2日确诊的 41例患者最早发病日期为 12 月 1日，1

月 11日确诊的 41例患者最早发病日期为本日。这说明 1月 11日确诊的“41

例患者”并非 1月 2日确诊的“41例患者”。因为诊断标准调整，有此前确诊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1/wuhan-seafood-market-may-not-be-source-novel-virus-spreading-globally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1/wuhan-seafood-market-may-not-be-source-novel-virus-spreading-globally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1/24/dna-sleuths-read-coronavirus-genome-tracing-origins-and-mutations/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1/24/dna-sleuths-read-coronavirus-genome-tracing-origins-and-mutations/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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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被剔除了“新冠肺炎患者”行列。 

 

12月 12 日（十一月十七日） 

武汉市截至 2020 年 1月 5日 8时确诊的 59例患者中，最早发病时间为本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5 日，武汉市卫生与

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509020，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1月 2日确诊的 41例患者最早发病日期为 12月 1日，1 月 5日确

诊的 59 例患者最早发病时间为本日，这说明前述 41例患者中发病日期为 12月

1日的那位在 1月 5 日时已不在所发布的 59 例“患者”中。如后文所述，1月

4日武汉即已存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和《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两种诊断标准，后者比前者增加了“流行病学史”特别

是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内容。而据黄朝林等文，1月 2日确诊的 41 名患者中，

14人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此名 12月 1 日发病患者当即据此标准剔除。

（C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0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23,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Feb. 29, 2020. ） 

 

12月 24 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武汉市中心医院为 13日前来就诊并于 22日转入呼吸科重症监护室的患者

张志做了肺泡纤维支气管镜灌洗取样，并将样本送到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NGS检测。（信娜、王小、孙爱民：《谁是第一个基因检测出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活粒”微信公

众号发布，2020 年 2 月 19 日，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查询日期：

2020 年 2 月 26 日。）据后文叙述可知，这家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

限公司。 

 

12月 25 日（十一月三十日） 

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吕小红医生“听说武汉市两家医院有医护人

员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被隔离，其中还有呼吸科的医护人员”，

她当时就意识到，“情况可能不简单”。（《钟南山发话前，武汉这位医生向附近学校发出疫情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509020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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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原载《澎湃》，见网易新闻，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s://news.163.com/20/0129/00/F413BD1N0001899N.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日。） 

 

12月 26 日（十二月一日） 

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某员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送检的样本中检测出

未知病毒，与蝙蝠冠状病毒（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相似度为 87%，与

SARS相似度为 81%，认为是“SARS的一个亚型”。12月 27、28日，该公司领导

曾跟武汉市中心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电话沟通此事。12月 29、30 日，该员

工来到武汉，向武汉市中心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领导当面汇报此事。（《记录一

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新民晚报官方账号发布，2020 年 1 月 30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114405643852468&wfr=spider&for=pc，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一名医务人员曾告诉《财经》记者，这家第三

方检测机构，“没敢给书面报告，只是电话通知，说是冠状病毒”。此与微远员

工所述吻合。但 27 日没有书面报告并非因为“不敢”，而是为慎重起见，且 29

日即来武汉当面报告。（信娜、王小、孙爱民：《谁是第一个基因检测出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活粒”微信公众号发布，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同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团队也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

发来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1月 5 日上午，该中心从标本中检测出一

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于 1月 10日向外界发布。

（李想俣、李明子、彭丹妮、杜玮：《武汉之憾》，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 934 期，见雪球网，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12月 27 日（十二月二日）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因在 26日接诊数个症

状相似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且均排除了已知常见病原体感染，本日，将病人

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随即口头上报给

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江汉区疾控中心一名负责传染病报卡审核的工作人员

https://news.163.com/20/0129/00/F413BD1N0001899N.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114405643852468&wfr=spider&for=pc，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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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财经》记者：“最初的几家医院，可能将病情口头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

的领导，但并未在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填写、上报。” （信娜、王小、孙爱民：《谁

是第一个基因检测出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活粒”微信公众号发布，2020 年 2 月 19日，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同日，一名陈姓男子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傍晚，医生在该院呼吸科为

其做支气管镜取样，并将样本送往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信娜、王小、孙

爱民：《谁是第一个基因检测出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活粒”微信公众号发布，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12月 29 日（十二月四日）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公共卫生科将急诊科所上报的 4例与华南海鲜市

场有关的发热病人病例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信娜、王小、孙爱民：《谁是第一个

基因检测出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活粒”微信公众号发布，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这四则病

例来自于该医院急诊科所收治的四名病人。在这四名病例中，“有一对母子，儿

子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母亲去海鲜市场送饭，并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

物品，但依然染病，而且病情较重。”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当时就推断，此病可

能会“人传人”。（杜玮：《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原载《中国新闻周

刊》，新浪网转载，2020 年 2月 17 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

iimxyqvz365336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新华医院也向湖北省卫健委及武汉

市卫健委报告了接诊数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 

下午，省、市卫健委疾控处通知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新华医院和武

汉市中心医院收治多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要求启动

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同时，金银潭医院和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开始流行病学调

查。到晚上，新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分别有 6名及 1名不明原

因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杨楠、何沛芸：《“重组”金银潭：疫情暴风眼的秘密》，《南方周

末》，2020 年 3 月 5 日，南方周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此外，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有 6 名患者转往金银潭医院。（杨海：《武

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原载《中国青年报》，2020 年 3 月 5 日，见新浪网，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
https://mp.weixin.qq.com/s/TIIhyEwbljCt9fewIGvLyg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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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12月 30 日（十二月五日） 

12 月 27日送往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做检测的样本结果于本日反

馈给医生，化验单上有“SARS冠状病毒”字样。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

芬在拿到这一结果后立刻上报给了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此时有朋友向艾医生

询问华南海鲜市场情况是否属实，艾即讲这份报告拍照发给了同学。（龚菁琦：《发

哨子的人》，原载《人物》，见新浪微博，2020 年 3 月 10 日，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同日，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重症科主任赵建平为首的 28位

医学专家在金银潭医院对该院所收 27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进行会诊。此后，赵

建平担任了湖北省医疗救治组组长。（杨楠、何沛芸：《“重组”金银潭：疫情暴风眼的秘

密》，《南方周末》，2020 年 3月 5 日，南方周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6 日。）此外，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团

队受武汉市疾控中心委托，检测了若干病人样本。1月 2日，她们获得了病毒

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1月 5日，分离获得了病毒。1月

11日，受国家卫健委指派，她们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李

想俣、李明子、彭丹妮、杜玮：《武汉之憾》，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 934 期，见雪球网，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同日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武汉大学临床 04

级”微信群中提醒同学：“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 7例 SARS。”李医生并表

示，患者在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并告诫“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

范”。李医生在微信中附了一名患者的 MAPMI 检测结果，包括“SARS 冠状病

毒”阳性，并附有肺部检查影像。李医生所发检测结果，即来自前述艾芬医生

所发照片。（刘名洋：《“传谣”被训诫医生：我认为我不属于传谣，我在提醒大家防范》，原载《新京

报》，见看点快报网，https://kuaibao.qq.com/s/20200131AZP7YY00?refer=spider，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
https://kuaibao.qq.com/s/20200131AZP7YY00?refer=sp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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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谢琳卡，在该院

“肿瘤中心”微信群中也发布消息：“各位老师好，我传染病院的师妹发在我们

同门群里的消息：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

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大

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专访武汉“造谣”者之一谢琳卡医生：只是群里预警，很多同事提高了

警惕》，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200201/20200201A0AYCM0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是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各有关医疗机构发出紧急通知，针对不明

原因肺炎病例，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强责任领导、规范医疗救治、严格信息上

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跟踪统计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向辖区疾控部

门上报有关信息，并同时报送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重大事项及时报送”，同时

提出，“未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医管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2019 年 12 月 30

日，人民网湖北频道，http://hb.people.com.cn/n2/2019/1231/c192237-33678978.html， 查询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 

 

12月 31 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凌晨，李文亮医生接到电话，要求其到武汉市卫健委。李医生后来回忆：

“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领导、医务室主任

都参加了。”会议结束后，院领导向李医生询问了 30日所发消息来源，于凌晨

4点多送他回家。白天，李又两三次去医院监察科，反复被询问消息来源及是

否认识到“造谣的错误”，并被要求写反思与自我批评。（李想俣、李明子、彭丹妮、杜

玮：《武汉之憾》，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 934 期，见雪球网，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上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网传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已赴武汉调查》，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网湖北频道， 

http://hb.people.com.cn/n2/2019/1231/c192237-3367897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此次到达武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有哪些？据《知识分子》所发照片，1

月 1日，北京地坛医院、国家卫健委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国家卫健委医疗

https://new.qq.com/omn/20200201/20200201A0AYCM00.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hb.people.com.cn/n2/2019/1231/c192237-33678978.html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
http://hb.people.com.cn/n2/2019/1231/c192237-33678978.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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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成员曹彬在金银潭医院病房与武汉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武

汉市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疗专家组组长赵建平，金银滩医院 ICU主任、武汉

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专家组成员吴文娟一同考察，因此，李兴旺、曹

彬二人应为来汉专家组成员。据白岩松介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

子健也是第一批到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新闻 1+1》，2020 年 1 月 27 日，央视

网，http://tv.cctv.com/2020/01/27/VIDEK488TzMmeSSEGy7QBk9t20012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此外，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第一批专家组成员还包括中国工程

院院士徐建国。（李想俣、李明子、彭丹妮、杜玮：《武汉之憾》，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 934

期，见雪球网，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日。）据《中

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也在第一批专家之内。（杨海：

《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原载《中国青年报》，2020 年 3 月 5 日，见新浪网，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目前可知李兴旺、曹彬、冯子健、徐建国、李群为此次国家卫健委所派专

家组成员。对于专家组在汉情况，冯子健在其后表示：“我们最初获得的 27个

病例，其中 26个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只有 1个没有，所以当时作出

患者‘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的推测是占上风的。”他还表示，在最开始的

几天，要确定这是一个独立的、新的疾病，还是其他疾病在这个季节、某个医

院的聚集性升高。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没有诊断试剂。（《“瞒报”还是“保

守”？——一篇论文引发武汉疫情争议》，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04541604，查询日

期：2020 年 2 月 26 日。）据黄朝林等文，1月 2日确诊的 41名患者中，14 人无华南

海鲜市场暴露史。此时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所见 27例病例中，26例均有华南海

鲜市场暴露史，武汉市相关人员可能有意将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病例提供给

了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C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0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23,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Feb. 29, 2020. ） 

是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告，“目前已发现 27例病例，其中 7例病情严

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

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通告表示：“到

http://tv.cctv.com/2020/01/27/VIDEK488TzMmeSSEGy7QBk9t200127.shtml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4541604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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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

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该病可防可控，预防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

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的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武

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2019 年 12月 3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19123108989，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同日，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皆被转往金银潭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张胜波：《武汉肺炎患者转入传染病医院，市场附近居民感染》，2020 年 1 月 2 日，原载《新京报》，见

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20-01-02/doc-iihnzahk1475514.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十二月七日） 

8时，华南海鲜市场被勒令闭市。休市前，大部分商户还在营业。身着白

色防化服的工作人员出现，准备进一步消毒，并有工作人员催促收摊，各商户

只得收拾店面陆续离开。（高昱、萧辉、马丹萌等：《新冠病毒何以至此》，《财新周刊》2020 年第

4 期。）此时已有共 59 名疑似病例被转往金银潭医院。（C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0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23,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accessed Feb. 29, 

2020. ）病人家属尚未被要求接受检查。（《武汉肺炎患者讲述：高烧不退，家属未被要求体

检》，2020 年 1 月 2 日，原载《界面新闻》，见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c/7suVXEjEKZZ，查

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在凌晨又收到一名由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转入的病

人。该病人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开诊所，最近收治了很多发热病人，之后自己

也有了症状，病情严重。急诊科主任艾芬认为，这位诊所负责人的病可能是该

诊所的病人传给他的。她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医务处报告了该诊所负责人收治

了多例相关病人的消息，希望能引起重视。晚 12点左右，艾芬收到医院监察科

消息，要求其第二天前往监察科谈话。在次日的谈话中，纪委批评她：“作为专

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19123108989，查询日期：2020
http://news.sina.com.cn/c/2020-01-02/doc-iihnzahk1475514.shtml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http://finance.ifeng.com/c/7suVXEjEK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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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杜玮：《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

末》，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新浪网转载，2020 年 2 月 17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

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日。） 

同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以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小组，此后每

日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0

年 1 月 19 日，国家卫健委网站，

http://www.nhc.gov.cn/yjb/s7860/202001/de5f07afe8054af3ab2a25a61d19ac70.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中国疾控中

心病毒所派专家赴华南海鲜城，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

本 515份，送至病毒所进行检测。1月 12日，该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

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 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最新检测结果：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着大量新型冠状病毒》，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62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1 月 2 日（十二月八日） 

41 名患者被确认感染不明原因肺炎。41 人中，27人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

史，最早一名患者 12月 16日入院，患者最早出现症状日期为 12月 1日。

（C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0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23,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accessed Feb. 29, 

2020. ）此次诊断当是根据 1月 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与湖北省专家组一起编订

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

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本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收到湖北省送检的第一批 4例病例

标本，即展开病原鉴定。（《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同日，艾芬医生被武汉市中心医院监察科约谈。监察科科长对其进行了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
http://www.nhc.gov.cn/yjb/s7860/202001/de5f07afe8054af3ab2a25a61d19ac70.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628.html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0183-5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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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严厉的斥责”，包括：“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

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

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监察科要求艾芬向本科室 200多名医务人员

口头传达到位，而且“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谈或打电话，内容

为“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龚菁琦：《发哨子的人》，原载《人物》，见新浪微

博，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其他相关科室应该也收到了同样要求，不得通过文字、图

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

（杜玮：《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新浪网转载，

2020 年 2 月 17 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9 日。）艾芬医生回忆此时的情况说：“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

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

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

如果是 1月 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龚菁琦：《发哨子

的人》，原载《人物》，见新浪微博，2020 年 3 月 10 日，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截至本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有 7名病例因不明原因肺炎被转往金银潭医

院，但转院是有选择性的。在武汉市卫健委安排下，该院类似病状病人，若没

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就无法得到转运通知。（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

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

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1 月 3 日（十二月九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截至 1月 3日 8时，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诊断患者 44

例，其中重症 11例。所有病例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接受隔离治疗，已追踪到 121

名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通报提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

户”。就传染情况，通报表示，“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

发现医务人员感染。”通报还表示：“疫情发生后，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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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市，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应对和处置工作。”（《武

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3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309017，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同日，武汉市在全市启动了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

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周边国家和地区通报了

相关信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 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报告》，2020 年 1 月 28

日，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4348/2019.1-28.pdf，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6 日。） 

是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湖北地方专家组共同起草了《不明原因的病毒

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绿皮），这份手册包括九份文件，分别是：(1)《不

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2)《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集中救治

工作要求》；（3）《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工作要求》；（4）《不明原因的病毒

性肺炎病原诊断标本采集原则和要求》；（5）《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信息

报送工作要求》；（6）《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7）《医务

人员个人防护要求》；（8）《院感防控、尸体解剖和处理原则》；（9）《不明原因

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和责任分工》。（杨海：《白皮手册与绿

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争》，原载《中国青年报》，见新浪网，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s://news.sina.cn/2020-02-20/detail-iimxxstf3065664.d.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其中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一项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人员发现符

合疾病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由医疗机构在 12小时内

组织本单位专家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

卡，注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直报病种选择‘不明原

因肺炎’。” （杨海：《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原载《中国青年报》，2020 年 3 月 5 日，

见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2003年 SARS 疫情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 7亿多元，建立了

“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基层医疗机构只要在系

统里上报信息，中国疾控中心就能实时收到。 

是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

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针对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样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309017
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4348/2019.1-28.pdf，查询日期：2020
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4348/2019.1-28.pdf，查询日期：2020
https://news.sina.cn/2020-02-20/detail-iimxxstf3065664.d.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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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健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

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

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

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

构保管。”此前，医院就病例还可找第三方基因公司测序，此后，医疗机构不再

能够将样本送交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

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

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同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对李文亮医生进行训诫，理由是“2019年

12月 30 日在微信群‘武汉大学临床 04级’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 7

例 SARS 的不属实的言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训诫书》，2020 年 1 月 3

日，网上流传。）除李文亮外，谢琳卡及另外 6人也受到了训诫。（《武汉警方回应“8 人传

谣被拘束”：依法未给予任何警告、罚款或拘留》，2020 年 1月 29 日，新华网，

http://www.hb.xinhuanet.com/2020-01/29/c_1125510502.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日。） 

本日，香港大公文汇全媒体报道，据香港医管局消息，有两名女子从武汉

返港后，“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正在玛嘉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

稳定”，“病发前并无去过武汉的湿街市（海鲜市场）”。（《港医管局指再多两女子武汉返

港后不适，正在隔离》，2020 年 1 月 3 日，文汇网，

http://news.wenweipo.com/2020/01/03/IN2001030040.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此消息由

“香港文汇网”于 1月 3日 19：31在新浪微博发布后，评论中虽也有主张“防

患于未然是好事”者，但更多则称其“造谣”，并攻击“香港人真娇嫩”等。（香

港文汇网：《港医管局指再多两女子返港后不适，正在隔离》，2020 年 1 月 3 日，新浪微博，

https://www.weibo.com/2632236847/InNQu3Ext?type=comment#_rnd1583292009993，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本日起，中国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中国港澳台

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并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这份重要纪

事，公布了》，新华网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1 月 4 日（十二月十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www.hb.xinhuanet.com/2020-01/29/c_1125510502.htm
http://news.wenweipo.com/2020/01/03/IN2001030040.htm
https://www.weibo.com/2632236847/InNQu3Ext?type=comment#_rnd1583292009993，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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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卫健委在金银潭医院对本地医院做了一次培训，培训下发了一份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白皮）。与 3日的《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绿皮）相比，新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

疗救治工作手册》（白皮）多了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简称

《入排标准》）。手册中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为湖北省

专家组和最早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1月 1 日一起编制，《入排标准》则是后来

武汉市卫健委编制，国家卫健委专家未参与。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诊断标准。前

者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定义有四条：（1）发烧；（2）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

征；（3）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4）经规范

抗菌药物治疗 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同时具备这四条，不能明

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义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华南

海鲜市场暴露史或类似病人接触史，满足前三条即可。后者除了将前述临床表

现主要内容纳入之外，增加了具备流行病学史，即“2019年 12月 1 日以来，

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用者和工作人员，或发病前两周

曾在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

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 1米以内近距

离观看等）者，以及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

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就实际执行来看，有

的医院如协和医院大致使用的是前者，而有些医院则以后者为标准。据武汉市

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和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所言，院领导向他们传达的

“上报”标准即依《入排标准》的规定。此后数日，该重症医学科主任接收了

十多位病人，“他们的临床表现太独特了，毫无疑问就是这个病”，但是却没有

一个完全符合《入排标准》。该医生无视《入排标准》将病例上报给了院医务处

和院感办，收到的是一位院领导的“严厉批评”，觉得“报太多”。事后回顾，

“许多医生都认为，疫情从 2019年底的几百例迅速增加到 1月 20日左右的数

千例，与此应有关系。”（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杨海：《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争》，原载《中国青年报》，见新浪网，

2020 年 2 月 20 日，https://news.sina.cn/2020-02-20/detail-iimxxstf3065664.d.html，查询日期：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s://news.sina.cn/2020-02-20/detail-iimxxstf306566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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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7 日。） 

同日，第一批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向香港《大公报》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

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

限。”（《专家：汉港病例未见直接关系》，原载《大公报》，2020 年 1 月 5 日，见大公网，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8/2020/0105/40059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本日，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与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介绍疫情有关情

况，双方同意就信息沟通和技术协作保持密切关系。（《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

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7 日。） 

 

1 月 5 日（十二月十一日）   

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截至本日 8时，共报告不明原因肺炎 59例，其中

重症患者 7例，“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无死亡病

例”。就传染情况，通报表示:“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

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通报提示：“目前我市正处于冬春季传染病高

发季节，市民要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

和人多集中地方，必要时可佩戴口罩。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特别是持

续发热不退，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

况通报》，2020 年 1 月 5 日，武汉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509020，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同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肺炎病毒全基因组，

发现该病毒与 SARS 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 89.11%，推测应是通过呼吸道传播，

并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

达到封城的谜之 20 天经过》，原载《经济观察报》，2020 年 2 月 7 日，网易新闻，

https://news.163.com/20/0207/20/F4QG4C5A0001899N.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日。）据全国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

记卢作洲表示，参与早期武汉疫情防控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本日向国家卫健

委提交了正式报告。提交之后，据卢表示，过程“惊心动魄”。“报告是敲了我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8/2020/0105/40059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50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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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单位正式的章，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报告，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重视程度，包

括后面的几个报告。但是非常遗憾，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杜雯雯：《公

卫专家：1 月 5 日提交正式报告，直报系统有需改进地方》， 2020 年 2 月 25 日，新京报网，

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2/25/69500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日。） 

是日，针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中进行网络直报

的规定，武汉市江汉区对武汉市中心医院要求在院方专家会诊后，区里再次会

诊才能上报。（章北海：《我采访了李医生同事，起底武汉中心医院》，“章北海的自然选择”微信公众

号发布，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7 日。）对“网络直报”设限的情况在武汉当不是个例。 

同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世卫组织驻华办公室已获悉中国武汉 12月发生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世卫组织：中国武汉报告 44 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2020 年 1 月 5

日，联合国网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8551，查询日期：2020 年 2月 20 日。） 

 

1 月 6 日（十二月十二日）   

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异常情况，肺部 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

呈现磨玻璃状。这位医生并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新华医院院方召集各科

室负责人开会。科室主任其后传达院方指示，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

其不能告诉媒体。（高昱、萧辉、马丹萌等：《新冠病毒何以至此》，《财新周刊》2020年第 4 期。）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通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有关情况，

并要求加强监测、分析和研判，及时做好疫情处置。（《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

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7 日。） 

武汉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政协副主席陈光菊主持，市委

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胡立山出席，会议通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政协武汉市第三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开幕》，2020 年 1月 7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7_303016.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同日，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表决通过大会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市委组织部长胡立山主持会议。（《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8551，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7_303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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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2020 年 1 月 7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7_30301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是日，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召开，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艳主持会

议，会议接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国强辞去武汉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召开》，2020 年 1 月

7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7_30301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1 月 7 日（十二月十三日） 

三日前由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转往金银潭医院的“老王”

（化名）因“重度肺炎”去世。有医生认为“老王”才是第一位因新冠肺炎去

世的患者。对“老王”的去世原因，本日参加会诊的 5位专家出现了意见分

歧。有三位专家认为是“不明原因肺炎合并细菌性肺炎”，有两位专家认为是

“细菌性肺炎，或认为其临床和影像学表现像病毒性肺炎，但无病原学，可排

除”。最终主持者总结为：“重度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

等并发症，并伴有原发性高血压。”当时试剂盒尚未出现，“老王”未进行核酸

检测。（杨楠、何沛芸：《“重组”金银潭：疫情暴风眼的秘密》，《南方周末》，2020 年 3月 5 日，南方周

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同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

提出了要求。所提要求不详。（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工作时的讲话》，2020 年 2月 3 日，《求是》，2020 年第 4期，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15/c_1125572832.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月 24 日。） 

是日，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马国强主持大会。

市长周先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2020

年 1 月 8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8_30305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7_303019.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7_303018.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15/c_1125572832.htm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8_303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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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十二月十四日） 

国家卫健委判定此次疫情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并组织研制检测试剂

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2 日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2020 年 1 月 22 日，国卫健委网站，

http://www.nhc.gov.cn/xcs/s7847/202001/61add0d230e047eaab777d062920d8a8.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此外，国家卫健委组织第二批专家组于 1月 8日至 1 月 16日在

武汉指导防疫工作。专家组成员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

维中、北大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

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李想俣、李明子、彭丹妮、杜玮：《武汉之憾》，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 934期，见雪球网，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查询日期：

2020 年 2 月 26 日。） 

本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 9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包志

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0 日。） 

是日，李文亮医生被一位青光眼患者感染，10日出现症状。李在 9日看到

该患者 CT结果之后才知道该患者是疑似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李在受访时曾表示

“我们平时接触患者也没有做特殊防护，病人来的时候也没发热，我就大意

了”。事实上，最先发出预警的人怎么可能“大意”？事情的真实原因为，除

急诊科、呼吸科和 ICU医护平时即带口罩（此时转为 N95）上班之外，武汉市

中心医院领导不允许其他科室医生带口罩上班。（毛淑杰：《对话被训诫的武汉医生李文

亮：我没被吊销执照，身体恢复还上一线》，《南方都市报》，2020 年 1 月 30 日，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00130255882.html?&layer=2&share=chat&isndappinstalled=

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8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环球时报》微

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6 日（后删去），https://archive.li/2isMJ，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截至本日中午，武汉市人大共收到人大代表 10人以上联名提出议案原案

41件，集中在“生物医药、社区治理及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建设”等问题。截

至本日中午，大会共收到 217件代表建议。（《人大会议共收到 41 件议案原案，代表关注人

数最多的是生物医药内容》，2020 年 1 月 9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nhc.gov.cn/xcs/s7847/202001/61add0d230e047eaab777d062920d8a8.shtml
https://xueqiu.com/3993902801/139972538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00130255882.html?&layer=2&share=chat&isndappinstalled=0，查询日期：2020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00130255882.html?&layer=2&share=chat&isndappinstalled=0，查询日期：2020
https://archive.li/2isMJ，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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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52.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同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与部分市政协委员协商座谈，听取对《政

府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周先旺胡曙光与市政协委员协商座谈，充分用好政协委员

意见建议，推动武汉发展迈上新台阶》，2020 年 1 月 9 日，原载《长江日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转

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4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晚，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由马国强主持。（《市十

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举行》，2020 年 1 月 9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5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本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第五次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暨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省委常委

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委常委会 2020年工作要点》，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稿。（《蒋超良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践行初心使命，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原载《长江日报》，2020年 1 月 9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47.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1 月 9 日（十二月十五日）   

据央视记者由“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了解，“本此不明原因的病

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已获得该病毒的全基

因组序列，并经核酸检测方法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 15例。（史迎春：《新型冠

状病毒！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元凶”初步判定》，央视新闻网，2020 年 1 月 9 日，

http://m.news.cctv.com/2020/01/09/ARTI9Vp9Lra4Tvltz3r7es9620010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同日，第一例确诊患者死亡。该患者为男性，61岁，“因呼吸衰竭、重症

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常年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

物。（《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2020 年 1 月 1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52.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48.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50.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09_303147.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m.news.cctv.com/2020/01/09/ARTI9Vp9Lra4Tvltz3r7es962001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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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6，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本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 4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包志

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0 日。） 

同日，武汉市十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去年人大代表提出的 387 件建议全部办完》，2020 年 1 月 10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

人民政府网站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0_303250.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下午，武汉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政协

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检验献策谋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促全面小康社

会建设》，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0_30324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晚，武汉市长周先旺与两会民营企业家代表座谈。（《市领导与市“两会”民营企业

家代表委员座谈交流》，2020年 1 月 11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1.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本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信息，将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疫情

病原学鉴定取得的进展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微信公众

号，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1 月 10日（十二月十六日）   

武汉中南医院 ICU的 16张病床满员。某三甲医院急救中心每天要住院的急

重症病人达 30-50人。金银潭医院已经收满了至少五个非 ICU病区，每个病区

有四十多名病人。金银潭本日将 ICU之外的病人分成轻症和重症两类，分类安

置病房。（杨楠、何沛芸：《“重组”金银潭：疫情暴风眼的秘密》，《南方周末》，2020 年 3 月 5 日，南

方周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武汉市中心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6，查询日期：202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0_303250.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0_30324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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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病房于本日被征用，开设了 22张床位，一天内就全部收

满。（杜玮：《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新浪网转

载，2020 年 2 月 17 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形势已相当严重。 

同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再次上报了一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

（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是日，武汉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以“病毒性肺炎可能”被收入同济医

院。此前，陆由急诊科被调至发热门诊支援，于 1月 5日出现“无明显病因”

发热症状，1月 7日 CT显示肺部明显病变。（高昱、萧辉、马丹萌等：《新冠病毒何以至

此》，《财新周刊》2020 年第 4期。） 

是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初步研发出检测试剂盒，武汉市

组织对在院收治的相关病例进行排查。（《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本日上午，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马国强、周先旺

出席大会。（《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2020 年 1 月 1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下午，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马国强主持大

会并讲话，会议选举胡立山为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其后会议闭幕。（《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2020 年 1 月 11 日，原载《长江

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5.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是日，武汉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市政府召开第九次全体（扩

大）会议，部署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应任务及人大、政协议案、提案办

理工作。（《市政府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2020年 1 月 12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

政府网站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2_303312.html，查询日期：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17/doc-iimxyqvz3653366.s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4.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5.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2_303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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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21 日。） 

同日，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陆续报到。（《省两会代表委员 10 日报到，精益求精建设

“三化”大武汉》，2020 年 1月 11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0.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1 月 11日（十二月十七日）   

时隔五日，武汉市卫健委再次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通报。通报指出，不明

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得知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后，

武汉市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了检测，截至 1月 10日 24时，已完成

病原核酸检测。“国家、省市专家组”对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

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41例，其中出

院 2例、重症 7例、死亡 1例。通报表示：“自 2020年 1月 3日以来未发现新

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武汉市卫生

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1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5，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据

此前武汉卫健委 1月 3日通报，“截至 1月 3日 8时，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诊断

患者 44 例”；1月 5 日通报，“截至本（5）日 8时，共报告不明原因肺炎 59

例”。这说明据此前诊断，1月 3日-5日有新增病例。而本日发布称“1月 3日

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说明因为诊断标准调整，此前的新增病例被剔除了“新

冠肺炎”患者行列。此次诊断的标准，当为主要依据前述武汉市卫健委所编制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加上新的核酸检测阳性，标准更加严苛。

据呼吸与危重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在 2月

初时介绍，“并不是所有患病的人都能够检测出核酸呈阳性，而且核酸对于真实

病例的检测率不过 30%至 50%”。（《今日疫情分析》，央视“新闻 1+1”2020 年 2月 5 日，央视

网，http://tv.cntv.cn/video/C10586/a1cbda103d054f17abb130bd95018be6，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说明这一诊断标准是存在问题的。 

同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记者对国家第二批来汉专家组成员采访。专

家组成员王广发表示，“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复出院，说明该病毒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1_303300.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5，查询日期：2020
http://tv.cntv.cn/video/C10586/a1cbda103d054f17abb130bd95018b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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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比较弱，病情可控”。不过他同时也表示“目前专家组对该病毒的认识仍

在摸索阶段，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程远州：《专家解读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致病性较弱，情况可控》，2020 年 1 月 11 日，中国新闻网，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sp/sh/2020/01-11/905687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是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一例患者经院内会诊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

炎，中心医院医务处按此前程序将会诊意见交区卫健局医政科后，区卫健局医

政科要求该院自行联系区疾控中心采样、流调，但在该院联系江汉区疾控中心

主任张艳后，张却表示需等区卫健局医政科通知。（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

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

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武汉市中

心医院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肺炎，艾芬向医务科科长进

行了电话汇报。之后医院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

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龚菁琦：《发哨子的人》，原载《人物》，见新浪微

博，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是日，武汉协和医院上报了不明原因肺炎 9名，新华医院上报 6名。（包志

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0 日。） 

同日，湖北省第十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在洪山礼堂开幕。蒋超良、王晓

东、马国强到会。（《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2020 年 1 月 12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

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2_303314.html，查询

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 月 12日（十二月十八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11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sp/sh/2020/01-11/9056875.s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2_303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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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209037，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同日，武汉市卫健委派出一个 3人专家组到中南医院调查，该院 1月 6日

接收第一名新冠肺炎病人，至 1月 10日，16张 ICU床位即住满了。中南医院

医生向专家组表示，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

诊”。此前，中南医院领导及别的医院也曾向武汉市卫健委反映诊断标准过于苛

刻。此时的诊断标准为：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

性，三者缺一不可。（《重症科医生亲述：我们是怎样抢救危重病人的》，2020 年 2月 5 日，财新

网，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日。） 

是日，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一位徐姓处长带队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

院区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徐处长指示：“传染病报告卡需慎重，需要省市联

合确定后才能报卡。”报告条件再次提高。（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

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

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同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

国家卫健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

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

网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7 日。） 

    本日上午，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洪山礼堂开幕。（《湖

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原载《湖北日报》，2020 年 1 月 13 日，中国新闻网转载，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1-13/905815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1 月 13日（十二月十九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12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309038，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同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处长吴风波、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工作人员到

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这位处长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209037，查询日期：202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1-13/9058150.s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309038，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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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

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

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

“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与此前相比，新增了市、省逐

级检测和省卫健委同意。此前，武汉协和医院共上报 11例，湖北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上报 9例。此后直到 1月 24日前，武汉市医院再无上报。（杨海：《武汉早期疫

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原载《中国青年报》，2020 年 3 月 5 日，见新浪网，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

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

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本日上午，

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致电武汉市中心医院，要求该院将 1月 10日

上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订正为其他疾病。该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卫健局疾控

科，前述 1月 11日上报病例，因区疾控中心一直未进行采样、流调，导致无法

上报，区卫健局医政科说医院自己通知区疾控中心，而区疾控中心又称须等医

政科通知，在该院公共卫生科询问之下，区卫健局疾控科回复：等。这一等等

了三天。因为上报流程不通，区、市、省对医院上报病例不下诊断，医院也就

无法填报传染病卡，相关病例也从而无法转到金银潭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

这造成新冠肺炎病例（未确诊）在普通医院大量积压，隔离病区收满，医护人

员开始大量感染，当与此有关。（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

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0 日。） 

本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会议，部署指导武汉市进一步强化社会管控，加强

口岸、车站等处人员体温检测，减少人员聚集。（《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微

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同日，泰国发现一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病例为 61岁中国籍女性，1月

8日由武汉飞抵泰国。（《世卫组织：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2020 年 1 月 13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3-05/doc-iimxyqvz8101965.s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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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联合国新闻网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052，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1 月 14日（十二月二十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13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无治愈出院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409039，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武

汉市卫健委发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内容包括 41例病

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双方发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批

发市场从业人员，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该问答表示：“尚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

较低”。这种表示实际上与前述家庭聚集性病例相矛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知识问答》，2020 年 1 月 14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509040，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同日，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贺胜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

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

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

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

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

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

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

情。”会议对湖北和武汉防控工作做了要求：“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

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

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

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

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国家卫健委发文：1 月 14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052，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409039，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509040，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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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召开全国电视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2020 年 2 月 27 日，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c/7uPQZrASEn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本日开始，武汉市实行

机场、车站、码头离汉旅客体温检测。（《全省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444 例集中最优

质医疗资源开展救治》，2020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3_201442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但事实上未严格执行。 

同日，世卫组织新型传染病和动物传染病代理负责人科霍夫（Maria D. 

Van Kerkhove）表示，“初步调查结果并未找到任何人际传播的清晰证据，目前

所掌握的信息明确显示，该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发生持续的人际传播现象”。同

时，世卫组织感谢中国政府迅速识别这一新型冠状病毒，并迅速将该病毒的基

因序列与国际社会分享。（《世卫组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际传播》，2020

年 1 月 14 日，联合国网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182，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1 月 15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14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无治愈出院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15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509046，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鉴于金银潭医院患者人数暴增，医疗力量不足，湖北省卫健委要求华中科

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分别接

管金银潭医院的南七楼、南六楼、南五楼。这三层楼随后全部改造成重症 ICU

病房。（杨楠、何沛芸：《“重组”金银潭：疫情暴风眼的秘密》，《南方周末》，2020 年 3月 5 日，南方周

末网站，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国家卫健委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方案（试行）》。此《诊疗方案

（试行）》规定的确诊条件为：（1）流行病学史：“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

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2）临床表现：

http://news.ifeng.com/c/7uPQZrASEnA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3_2014421.shtml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182，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509046，查询日期：2020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78385，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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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具有上述肺炎影像学特征（早期呈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

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甚至

“白肺”，胸腔积液少见）；发病早期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

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 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3）采集痰

液、咽拭子等呼吸道标本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

同源。满足（1）、（2）者为“观察病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和防控等方案的通知（附件一》（2020 年 1月 15 日），

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0144/default.pdf，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同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普遍发到一线医护

人员手中，统一了诊断标准。（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7 日。）这个诊断标准仍是较为严苛的。 

同日，来武汉考察疫情的澳门特区疾控中心主任林松、肺科主任张德洪和

感染科医生李德明举行记者会介绍考察相关情况。3人于 13日受澳门特区政府

派遣，并由国家卫健委安排，得到了武汉市卫健委接待，并会见了国家、省、

市的疾病防控和临床诊治专家。据林介绍，由武汉得到的信息是：“现有病原学

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大多数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相

关，少数病例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但其中多数曾有其他市场的暴

露史。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即使存在亦极为

有限，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赴武汉的 3 名医介绍考察报告，今日接获 1例怀疑病例并

已排除》，2020 年 1 月 15 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局网站，https://news.gov.mo/detail/zh-

hant/N20AOco5rs;jsessionid=396F210D016E7BE6584998DA4F5F354D.app01?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同日下午，湖北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武汉洪山礼堂闭幕。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闭幕》，2020 年 1 月 16 日，原载《长江日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6_303551.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1 月 16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0144/default.pdf，查询日期：2020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s://news.gov.mo/detail/zh-hant/N20AOco5rs;jsessionid=396F210D016E7BE6584998DA4F5F354D.app01?0
https://news.gov.mo/detail/zh-hant/N20AOco5rs;jsessionid=396F210D016E7BE6584998DA4F5F354D.app01?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16_303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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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15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5例，新增死亡病例 1 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16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60905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国家卫健委所派专家组返回北京。据专家组成员匿名表示，在汉期间，没

有询问到医护人员感染情况，“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

怎么来的，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

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该专家表示：“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在说谎。”（《专访

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财经》，2020 年 2 月 26 日，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2-26/doc-iimxxstf457723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由上述 1月 12 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专家组到中南医院的调查情况及 1月 15

日湖北省卫健委对金银潭医院的处置，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对实际情

况的严重程度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不仅没有把这一情况告知国家卫健委所派第

二批专家组，还为医院上报病例设置了障碍。第三批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曾这样

描述他在武汉考察时的情况：“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

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对华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我

在武汉看到了什么》，原载财新网，腾讯网转载，2020 年 3 月 8 日，

https://xw.qq.com/cmsid/TWF202003080931250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可见武汉市相关

单位确实有意掩饰真实情况。武汉市长周先旺在 1月 27日接受央视直播时表

示，对 20号之前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乃因为地方政府披露相关信息需要授

权，目标指向不明。（《武汉直播间：专访武汉市师长周先旺》，2020 年 1 月 27 日，央视网，

http://tv.cctv.com/2020/01/27/VIDEOUNLoFfYTjPJcqxXLRCo20012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不过对第二批专家组将未了解到实情的责任完全归因于地方各部门，舆论

亦不以为然。（《如何看待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回应没发现人传人原因，称武汉没告知实情？》，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4879395，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本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此前，因为没有试剂盒，

病例采样后，需送到国家指定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

需 3-5天。又因为诊断标准中包括核酸检测阳性，增加了确诊难度。（《武汉市卫健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609057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2-26/doc-iimxxstf4577235.shtml
https://xw.qq.com/cmsid/TWF2020030809312500，查询日期：2020
http://tv.cctv.com/2020/01/27/VIDEOUNLoFfYTjPJcqxXLRCo200127.s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487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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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新增 10 家单位可检测标本》，《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33.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本日至 1月 22 日前，虽然湖北省疾控中心有了试剂盒，但检测能力仍有

限。据武汉市卫健委说明，16日后，对疑似病例样本检测流程为：“首诊医院

通过规范的预检分诊、结合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胸部影响检查，经专家组

会诊后确认疑似病例并采样，由辖区疾控中心将样本转运到市疾控中心，市疾

控中心转运到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每天可检测样本 200多份。”“从采

样开始到结果返回，需要 2天左右的时间。”（黄姝伦、赵今朝：《武汉疑似患者受关注，确

诊难待解决》，财新网，2020 年 1 月 24 日，http://www.caixin.com/2020-01-24/101508015.html，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同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消息，日本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该患者于

1月 3日即有发热症状，1月 6日回日本，同日前往医疗机关救治，于 15日经

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该患者表示在汉期间未到过华南海鲜市场，但不排

除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的可能。（《新コロナウイルスに関連した肺炎の患者の発生について（1

例目）》，2020 年 1 月 16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08906.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此事经《新京

报》在新浪微博披露后，不少评论者质疑 “为啥我们武汉以外一例都没有？” 

“这个病毒只出国吗？”（《日本确认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毒例》，2020 年 1 月 16 日，新浪微博，

https://www.weibo.com/1644114654/IpItHvpBw?refer_flag=1001030103_&type=comment，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4 日。） 

是日，世卫组织通报，日本出现一位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该病例为中

国籍男性，1月 3日出现发热症状，6日从武汉返回日本。世卫组织表示，“不

建议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新型冠状病毒：日本确诊首例患者、武汉新增一例死亡》，

2020 年月 16 日，联合国网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342，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1 月 17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国勇通

过邮件向国家卫健委和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研究团队分析了深圳家庭型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33.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24/101508015.html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08906.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weibo.com/1644114654/IpItHvpBw?refer_flag=1001030103_&type=comment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342，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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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疫情，推测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情况。1月 10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诊

两名出现发烧及呼吸系统症状的家庭成员，其一家六口曾往武汉探亲。其后，

另外四名同行之家庭成员陆续出现症状并往检查。六人中共四人确认为新冠肺

炎。尚有第七名家庭成员从未前往武汉，经检查，于 1月 16日确认核酸检测结

果阳性。（《深圳“人传人”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01/10152255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Jasper Fuk-Woo 

Chan et al., “A Familial Cluster of pneumonia associated with the 2019 Novel Noronavirus 

indicating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A Study of a Family Cluster,” The Lancet, Vol. 

395, No. 10223, Jan. 24, 2020,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

6736(20)30154-9/fulltext, Feb. 19, 2020.） 

同日，国家卫健委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第二版

诊疗方案在说明中提到：“截至目前搜集到的观察病例和确诊病例，显示无华南

市场暴露史病例在增加，并出现了无暴露史的聚集性病例，而且在境外 2个国

家发现了 3例来自于武汉的无明确市场暴露史的确诊病例。”第二版《诊断标

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中的“观察病例”改名为

“疑似病例”，需符合两项条件：（1）流行病学史：“发病前两周有武汉市旅游

史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天内曾经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

者，或有聚集性发病；”（此项改变较大）（2）临床表现：发热；具有上述肺炎

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与此前相

比少了“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 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确诊病例

则须：“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痰液、咽拭子、下呼吸道分泌物等标本行

实时荧光 RT-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

冠状病毒高度同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2020 年 1 月 18 日，

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0171/28403710.pdf，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上午，湖北省第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闭幕。武汉两会日期为 1月 6-10

日，湖北省两会日期为 1月 11-17日。此段时间疫情迅速发展，而防控措施却

严重滞后。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质疑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在两会期间有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01/101522553.html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54-9/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54-9/fulltext
https://github.com/Pratitya/wuhan2020-timeline/files/4250171/28403710.pdf，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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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疫情事宜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无尽到人民

代表之责？（钱钢：《留给这 2369 人的疑问——透过媒体复盘武汉、湖北“两会”》，“无逸说”微信

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vpVaR6F3LXy1EMd6oYjCIQ，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1 月 18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经国家、省市专家组综合研判，武汉新增 4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在 1月 5日至 8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18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809064，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武汉市卫健委还通报，追踪到泰国首例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 17人，“其中 1名

出现低热、轻微咳嗽症状，已转至定点医院治疗。”（《关于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有关情况》，2020 年 1 月 18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809065 查询日期：2020年 2月 21 日。） 

同日，国家卫建委派第三个专家组来武汉，专家组成员包括国家呼吸系统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高福、国家突发卫生事件专家组成员曾光、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国勇、北京协和医院 ICU主任杜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

家组成员杜斌：在武汉临床救治一线已忙碌了一个多月》，长江网，2020 年 2 月 22 日，

http://news.cjn.cn/sywh/202002/t3573696.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专家组曾到中南

医院考察，中南医院医生再次反映诊断标准定得太高。（《重症科医生亲述：我们是怎样

抢救危重病人的》，2020 年 2月 5 日，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20-02-

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同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万家宴”，“4万多居民，端出 13986

道菜品”。（《今年有 13986 道菜——百步亭“百家宴”变成“万家宴”》，腾讯·大楚网，

https://hb.qq.com/a/20200119/005719.htm，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1 月 19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1月 17日 0-24 时，新增病例 17例。通报并称，

对前期感染病例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发现，“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https://mp.weixin.qq.com/s/vpVaR6F3LXy1EMd6oYjCIQ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809064，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809065
http://news.cjn.cn/sywh/202002/t3573696.htm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hb.qq.com/a/20200119/005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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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19日，武汉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909074，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同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回到北京，向国家卫健委、国务院做了汇报。汇

报内容包括：一、存在人传人，“武汉的人尽量不要外出，外面的人不要去武

汉，把疫情控制在武汉，尽量不要向全国播散”；二、此次为乙类传染病，应该

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三、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国家卫健委高级

别专家组李兰娟：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2020 年 1 月 22 日，澎湃，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5599595?sdkver=6dc7fa20，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6日；《病毒中

的逆行者 83 岁钟南山：你们在家好好过年，我去武汉好好上班》，腾讯网，

https://new.qq.com/omn/20200122/20200122A06LX70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日。） 

本日，国家卫健委向各地发放了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国疾控中心就疫情防

控有关情况与美国疾控中心进行了沟通。（《这份重要纪事，公布了》，新华网微信公众号，

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1 月 20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 2020年第 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规

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国政

府网，http://www.nhc.gov.cn/jkj/s7916/202001/44a3b8245e8049d2837a4f27529cd38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4 日。） 

同日，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月 20日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成立新

型冠病毒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工作。（《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2020 年 1 月 21 日，原载《长江日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1_30383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909074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5599595?sdkver=6dc7fa20
https://new.qq.com/omn/20200122/20200122A06LX70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5HSjhlDnHeq6msItkI4LQ
http://www.nhc.gov.cn/jkj/s7916/202001/44a3b8245e8049d2837a4f27529cd386.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1_303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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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武汉市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周先旺任指挥长。

指挥部本日举行工作会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批

示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采取更严格的举措，内防扩散，外防输出，防

止疫情扩散蔓延”。（《我市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2020

年 1 月 21 日，原载《长江日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1_303841.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武汉市设置定点医疗机构 9家并发热门诊 61家。（《武汉市设置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

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2020 年 1 月 20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009078，查询日期：2 月 21 日。）这时，武

汉每天病毒核酸检测能力为 200-300例，但每日发热病人已超过 5000 例，检测

能力缺口巨大。（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月 24 日，转自财

新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下午，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就新型冠状病毒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

中，钟南山表示：“（目前情况）证实了有人传人的感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

的感染。”曾光表示：“从专家的角度，我们希望春节人口流动是很重要的一个

因素，我们希望人群因素，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

来，这是我们做的贡献。我可以说，这不是官方的号召，是我们专家一些建

议，专家组的一些建议。”（史迎春、席罗曦、崔霞、乔全兴、李雯婷、杨弘杨、高帅：《国家卫

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答记者问》，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kong/2020/01-20/906567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晚，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 13频道新闻 1+1节目接受

采访，表示：“肯定存在人传人”。钟医生并介绍已经有 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2020012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如何？》，央视网，

http://tv.cctv.com/2020/01/20/VIDECRZF7PWXb80z86QyB0db200120.shtml?spm=C45404.PIxDNolGigyV.E

MWk0093O3NY.73，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1 月 21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19（应为 18日）日 22时至 1月 19日 24时，无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1_303841.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009078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www.chinanews.com/kong/2020/01-20/9065670.shtml
http://tv.cctv.com/2020/01/20/VIDECRZF7PWXb80z86QyB0db200120.shtml?spm=C45404.PIxDNolGigyV.EMWk0093O3NY.73，查询日期：2020
http://tv.cctv.com/2020/01/20/VIDECRZF7PWXb80z86QyB0db200120.shtml?spm=C45404.PIxDNolGigyV.EMWk0093O3NY.73，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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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病例，新增死亡 1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

2020 年 1 月 2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3，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同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 20日 0-24时，武汉新增病例 60例，死亡

2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1日，武汉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5，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热门诊专家组成员夏剑回忆，中南医院发热门诊病

人在本日前后达到高峰，每天要看六七百人，“发热门诊超负荷运作，医生疲惫

不堪”。（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7 日。）武

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也回忆说，本日，该科“接诊病人 1523 个，是往

常最多时的 3倍，其中发烧的有 655个人”。（龚菁琦：《发哨子的人》，原载《人物》，见新

浪微博，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是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前往社区、汽车站、火车站调研新冠病毒疫情防控

工作。（《市领导要求全力以赴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2020 年 1 月 2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2_304027.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同日，省委书记蒋超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习近平指示以及 1月

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和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湖北省疫情防控

工作。（《蒋超良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以最严措施最严作风最严纪律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长江

日报》，2020 年 1 月 2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2_304002.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同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举办，湖北省委书记蒋

超良、省长王晓东等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现场观看了演出。（《1 月 21日，2020 年

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举办》，网易号，2020 年 1 月 23 日，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JLGIII0525DVBA.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3，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5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2_304027.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2_304002.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JLGIII0525DVB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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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0至 21日，世界卫生组织派考察团对武汉进行了现场考察。考察团

访问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中南医院和湖北省疾控中心。考察团了解到：“通过

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在全国范围内部署的新检测试剂盒所收集的数据提

示，人传人的现象正在武汉发生。但要了解人传人范围的全部情况，还需要对

流行病学数据进行更多的分析。”（《武汉考察报告摘要》，2020 年 1 月 22 日，世界卫生组织网

站，https://www.who.int/china/zh/news/detail/22-01-2020-field-visit-wuhan-china-jan-2020，查

询日期：2020 年 4 月 8 日。）     

 

1 月 22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1月 21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05例，

死亡 3例，出院 3例。（《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本日在武汉检查新冠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

主任马晓伟、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武汉市

长周先旺参加有关活动。（《孙春兰在武汉考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长江日

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70.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I级应急响应。（《工作提示》，2020 年 1 月 22 日，武

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209088，查询日

期：2020 年 2 月 21 日。）武汉发布通告，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入城口展开疫情排

查。（《病毒面前，我们绝不退缩——武汉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第二天》，《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73.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是日，除前述发热门诊与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外，武汉指定 7家医院作为发

热病人定点诊疗医院，并安排另外 7家医院对口帮扶这 7家定点医院。7家定

https://www.who.int/china/zh/news/detail/22-01-2020-field-visit-wuhan-china-jan-2020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70.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209088，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209088，查询日期：202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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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医院为市汉口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市普爱医院、市七医院、市九医院、

市武昌医院、市五医院。7家帮扶医院为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

武大中南医院、市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三医院。（《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市民关心

的几个问题的答复》，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1/t20200124_304139.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本日起，武汉市每天可检测新冠病毒样本近 2000份。（《武汉市卫

健委：新增 10 家单位可检测标本》，《长江日报》，2020 年 1月 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33.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 

截至 1月 21日 24时，国内已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 440

例。其中湖北 375例，广东 26例，北京 10 例，上海 9例，浙江 5例，重庆 5

例，天津 2例，江西 2例，四川 2例，山东 1例，河南 1例，湖南 1例，云南

1例。在国外，日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3例，韩国通报确

诊病例 1例。（《1 月 22 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疫情》，2020 年 1 月 22 日，国家卫健委网

站，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1/a3c8b5144067417889d8760254b1a7ca.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习近平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

严格管控。（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2020

年 2 月 3 日，《求是》，2020 年第 4 期，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

02/15/c_1125572832.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同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召集紧急委员会会议。该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

示，紧急委员会进行了深入讨论，但要作出决定还需要更多信息。他同时表

示：“世卫组织在中国的团队正在与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一起调查疫情”。（《世卫组

织还需要更多信息以确定新兴冠状病毒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 年 1 月 22

日，联合国网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711，查询日期：2020 年 2月 20 日。）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

自昨日起来武汉考察疫情，他在武汉小东门市场看到“一片祥和”景象，在该

市场，民众只有 10%左右的人戴口罩。此后，管“又见了一些当地部门”，与科

研机构接洽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到了晚上，管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

制了”，于是定了本日的出城机票。管认为，虽然中央已经发话高度重视，但武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1/t20200124_30413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33.html
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1/a3c8b5144067417889d8760254b1a7ca.shtml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15/c_1125572832.htm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15/c_1125572832.htm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711，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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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本地卫生防护根本没有升级。已要“进入战争状态”，政府却未“拉警报”。

管预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 SARS疫情的 10倍以上。（《管轶：去过武汉请自

我隔离》，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2020-01-23/10150767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1 月 23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湖北省卫健委发布通报，1月 22日 0-24 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62

例。（《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2 月 21 日。） 

凌晨，马国强主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暨工作

视频会议，作出部署：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

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我市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长江日

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83.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1

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第 1号通告：“自 2020年 1月 23日 10时

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

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1 号）》，《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7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武汉自今日起正式“封城”。 

第 1号通告在凌晨两点发出，至十点之前，尚有一段时间间隔。武汉人面

临抉择。有人选择了离开，有人选择了留下，而有些短期滞留甚至在武汉换乘

的旅客，也因之无法出城。（《1 月 23 日：武汉全面“封城“，全力遏制疫情》，财新网，2020 年

1 月 23 日，http://www.caixin.com/2020-01-23/10150793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发

布封城令后，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卫生用品在绝大多数药店仍然缺货。生活

物质供应虽比较充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抬价现象。（《短暂抢购后连续两日市场供应平

稳》，《长江日报》，2020 年 1月 26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6_30416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http://www.caixin.com/2020-01-23/101507670.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83.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3_304072.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23/10150793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6_304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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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连续发布第 3号通告和第 4号通告，公布武汉市

红十字会电话，向社会各界募集医用耗材及防护用品，以武汉市慈善总会接受捐

款和通用物资。（《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3 号）》，2020 年 2 月 23 日，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3/content_5471854.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4 号）》，2020 年 1 月 23 日，长春市红十字会网站，

http://www.changchunredcross.org.cn/cchh/public/index.jsp，查询日期：2020年 2月 24 日。）又发

布第 5 号通告，“1 月 24 日 12 时起，全市网约出租车停止运营，巡游出租车实

行单双号限行”。（《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5 号）》，2020年 1月 23 日，见中央人民政府

网站，www.gov.cn/xinwen/2020-01/24/content_5471944.htm,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日。） 

是日，武汉市政府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建设专门医院。据此决议，市

城建局成立指挥部，23日下午召开专题会议，决定相关设计方案在 24日完

成。（《武汉将参照“小汤山模式”建专门救治医院》，《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

网站转载，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26.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同日，根据国家卫健委部署，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全国医疗队伍驰

援武汉》，《长江日报》，2020年 1 月 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2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财政部紧急下拨新冠肺炎补助资金 10亿元，支持湖北省开展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10 亿元！财政部紧急下拨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金》，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4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4/hubei28716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本日前后，因为防护物质短缺，武汉各医院纷纷自行向社会求助，主要为

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请注意，抗击新冠肺炎，这些医

院需要你的支援》，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3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3/hubei28709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中外科学家联合研究推算，2020年 1月 10日-23日，共有约 13118 人在武

汉感染新冠病毒，其中 86.2%是受到未加登记的感染者感染。若此部分感染者

皆能及时发现及隔离，此段时期武汉的受感染者可减少 66.1%，此段时期全国

的受感染者将减少 78.8%。（Ruiyun Li et al., “Substantial Undocumented Infections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3/content_5471854.htm
http://www.changchunredcross.org.cn/cchh/public/index.jsp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4/content_5471944.htm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26.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4_304128.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4/hubei287161.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3/hubei287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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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es the Rapid Disseminat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Science, Mar. 16, 

2020,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13/science.abb3221/tab-pdf, 

accessed Mar. 18, 2020.） 

 

1 月 24日（十二月三十日）   

湖北省卫健委发布通报，1月 23日 0-24 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70

例，新增死亡 6例，出院 3例。（《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

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武汉举行分类筛查工作视频调度会，马国强出席会议，强调全面进入“战

时状态”，周先旺、胡立山出席会议。会议部署落实分类就医制度，由各社区负

责，排查所在辖区发热病人，“送至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对病情进行筛选、分

类”，避免患者无序流动，减少院内交叉感染。（《我市召开视频调度会部署分级分类筛查

工作》，《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5_304155.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同日，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7号通告，全面排查发热病人，并分类安

排发热病人。已确定或高度疑似新冠肺炎感染者，由市卫健委负责，安排车辆

送至指定治疗点治疗。疑似发热病人，留在发热门诊留置观察；发热情况较

轻，尚不能确定为疑似病人者，由各区负责接回指定地点隔离观察；确定不是

新冠肺炎感染者，由各区负责送回家中居家观察。（《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

（第 7 号）》，2020 年 1 月 24日，武汉大学网站，https://www.whu.edu.cn/xxfy/info/1005/1054.htm，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因为医院收容能力有限，实际未能全部执行。 

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6号通告：“自 1月 25日 0时起，过江隧道关

闭，三环内（含三环）过江桥梁通行实施体温检测管控。”（《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

部通告（第 6 号）》，2020 年 1月 24 日，武汉大学网站，

https://www.whu.edu.cn/xxfy/info/1005/1053.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为解决网约

车停止运行后市民出行不便，特别是有些医务人员上班也面临困难，本日，武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13/science.abb3221/tab-pdf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5_304155.html
https://www.whu.edu.cn/xxfy/info/1005/1054.htm
https://www.whu.edu.cn/xxfy/info/1005/10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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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8号通告，紧急征集 6000台出租车，分配给中心城区，

每个社区 3-5台，自 1月 25日中午开始，由社区统一调度使用。（《武汉市新型肺炎

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8 号）》，2020 年 1 月 24 日，武汉市卫健委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50916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这

种安排虽能缓解困难，但无法解决全部需要。有志愿者用私家车主动为医务人

员提供出行服务。例如在武汉善缘义助志愿者服务队倡议下，本日已有 4000多

名车主陆续自发加入医疗志愿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众志成城！武汉 4000 名车

主自建医疗支援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4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4/hubei28721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是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原载《湖北日报》，见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1/t20200125_201486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昨日，浙江、广东、湖南、北京、上海、天津、安徽、重庆、四川等省

已陆续启动一级响应。（《湖北抗击肺炎疫情这一周：防控措施如何升级》，财新网，2020 年 1 月

26 日，http://www.caixin.com/2020-01-26/10150844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日。）来自空

军军医大学（西安）、陆军军医大学（重庆）、海军军医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所抽

调的军医约 450人，驰援武汉。（《450 名部队医护人员飞抵武汉》，《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转载，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5_304151.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这个除夕，武汉人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春节晚会上的欢声笑语，并不能减

轻他们的焦虑，反而让他们觉得拖累了全国人民。亲友们通过网络，秀一下自

家的年夜饭，互致问候、相互打气，苦中作乐。 

 

1 月 25日（庚子年正月初一）   

大年初一，街上特别冷清，行人稀少，更没有提着礼品前往拜年的行人。

市民大多用微信或电话相互表达问候。汉口航空路商圈、江汉路步行街商圈等

往年初一时热闹场所，如今均处于休市当中，难觅人踪。（《武汉市民多是微信百年，

空旷街上少了提礼人》，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5 日，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509167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4/hubei287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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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5/hubei28735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近年大年

初一，汉口商圈不再喧闹》，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5/hubei28736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应对疫情领导小

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

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5/content_5472188.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1月 2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病例 77

例，新增死亡 15例，新增治愈 1例。（《2020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在早期两家定点医院和 61家发热门诊基础上，分

三批分别征用 7家、3家、14家综合医院，改造为发热病人收治医院，现有床

位 4000 余张，月底可达万余张。（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稍后或或或或征用 24 家医院万

张床位收治发热病人》，2020年 1 月 2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5_304164.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下午，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9 号通告：“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

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市民确有通行需求

的，按指挥部第 8号通告执行，各社区配备足够车辆保障需求。”（《武汉市新型肺炎

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9 号）》，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

01/25/content_5472165.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教授率领第一批医疗队，于

凌晨抵达天河机场，当天上午来到金银潭医院接管病区。他谈起到达武汉后情

况时说：“来武汉前大家是知道一些疫情严重性的，也知道武汉缺少人员和物

质，所以带了些防护用品，包括 N95口罩、防护衣、隔离衣、护目镜等，够维

持 3-5天量的，但是到了之后看到的场景、所碰到的困难，还是远远超出了大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5/hubei287351.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5/hubei287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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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想象。”他们原想过渡几天后就在武汉当地获得补充，但到金银潭医院仓库

一看，完全是空的。“危急的时刻，我们的物质今天用完，明天就没有了。” 

（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7 日。） 

同日，法国向世卫报告三例新冠确诊病例，病人皆来自武汉。（《法国出现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呼吁各国做好应对准备》，2020 年 1 月 25 日，联合国网

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861，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 月 26日（正月初二）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5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6 例，新增死

亡 7例，新增出院 8例。（《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6 日，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12.shtml，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查询日期你：2月 21 日。） 

湖北省召开新型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湖北省长王晓东介绍，除中央

财政下拨 10亿元资金支持湖北防疫工作外，湖北省财政也筹集 10.75 亿资金，

用于湖北省防控疫情和物资采购。武汉市长周先旺在会上表示，武汉常住人口

1100多万，户籍人口 990多万，流动人口将近 500万，封城前大约有近 500多

万人离开武汉。（《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王晓东周先旺答记者问》，2020 年 1 月 26 日，财新网，

http://china.caixin.com/2020-01-26/10150861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抗击疫情阻击

战，中央财政下拨 10 亿，湖北省财政筹集 10.75 亿》，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647.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同日，雷神山医院开工。（《雷神山医院开工，12 天内交付，两期共满足 1500 张床位规

模》，《长江日报》，2020 年 1月 27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7_304193.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应对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7 日，武汉四人民政府

网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7_304186.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861，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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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本日，由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在华南海鲜市场收集的样本检测结果出来，

样本 585 份，PCR检测结果显示其中 33份标本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这些阳性

样本分布在市场 22 个摊位和 1个垃圾车上，其中 93.9%阳性标本分布在华南海

鲜市场西区。报告指出：“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最新检测结

果：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着大量新型冠状病毒》，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62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1 月 27日（正月初三）   

国务总理李克强来到武汉，考察了金银潭医院、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武

泰闸武商超级生活馆及湖北省疾控中心新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在武泰闸武商

超级生活馆，李克强与顾客一起高喊“武汉加油！”（《万众一心迎挑战，众志成城战疫

情》，《长江日报》，2020 年 1月 28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8_304205.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李克强到湖北武汉考察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8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8_304208.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6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80 例，新增死

亡 18例，新增出院 2例。（《2020 年 1 月 26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1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截至本日 16时，全国已有各省及其他单位派来 3187人紧急增援湖北，另

有 375人在赶往武汉途中。（《3187 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8 日，武

汉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8_304206.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至今日止，武汉病毒检测能力为每天 2000份，另外已调运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 4万人份（已下发 13500份），即将再调运 6万人份。（《全市病毒检测机构

新增至 18 家》，《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9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9_30422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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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要求，全市药店须尽快恢复正常营业，满足市

民购药需求。（《今日起，武汉室内药店必须正常营业》，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8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8/hubei28789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新冠肺炎每 6.2日会倍增，估算武汉应

有不少于 2.5万人确诊，如果加上仍处于潜伏期、未发病的个案，预料武汉市

已有 4.4 万人受感染。（《港大医学院估算武汉约 4 万人受感染》，2020 年 1 约 27 日，联合早报

网，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00127-102412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从事后来看，这个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1 月 28日（正月初四）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892例，新

增死亡 22例。（《2020 年 1 月 27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8_2015612.shtml，湖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武汉市成立专项督查组，对新冠肺炎患者“应收未收，应住未住”情况进

行督查。（《我市成立专项督查组对感染者“应住尽住，应收尽收”情况进行督查》，《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29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9_304227.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此时武汉医院人满为患、防护物资紧张。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1月 23

日成为新冠病人定点医院。据负责光谷院区改造的第三医院医务部主任张祥明

说，院区将所有病人转出，花了三天时间将整个大楼 20层和门诊进行了改造，

使之符合感染科医院标准，开辟 300多个床位。但是，300多个床位仅仅两天

就全部收满了。他描述当时情况：“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最多的时

候我们每天门诊量有四五百人，有些患者在就诊的过程中就倒下去了，再也没

起来，都是年纪大的人，有的一家几口就这样倒下去了。”（包志明、萧辉、高昱：《火

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

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医院防护物质紧张造成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严重。截至本日，武汉中南医院

医护人员有 40人左右感染新冠病毒肺炎。但相比其他医院，“感染比例是很小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8/hubei287894.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8_2015612.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29_304227.html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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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症科医生亲述：我们是怎样抢救危重病人的》，2020 年 2 月 5 日，财新网，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到 2月

初，武汉市医务人员确诊感染者超过 600人，疑似病例数也基本相当。（包志明、

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转自财新网，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7 日。）连

日高强度紧张工作，加上防护物质紧张导致的恐慌感，有医务人员身体上吃不

消而倒下，也有医护人员心理接近崩溃。（《穿防护服太久，护士累得晕倒，医生丈夫的支持

让她暖心》，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8/hubei28799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丈夫朋友

圈发出求援信，143 条陌生人短信让护士妻子倍感温暖》，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8/hubei28799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此时的武汉，生活物质整体上并不匮乏，但仍有部分超市有抬价现象。有

超市大白菜卖到了 10元一公斤，一颗白菜要 30元左右。（《黄瓜每公斤 26 元，超市卖

高价菜？市场监管部门称将调查》，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月 30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30/hubei28845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囤货惜

售、擅自调价……武汉 7 起价格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58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同日，正在北京访问的谭德塞（Tedros Ghebreyesus）表示，“遏制新型冠

状病毒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传播是世卫组织的当务之急”。（《世卫组织总干事：遏制新型

冠状病毒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传播是世卫组织的当务之急》，2020 年 1 月 28 日，联合国网站，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932，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夜，两架分别由大阪和东京飞来的航班飞抵武汉，机上装有日本援助武汉

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9吨物质。（又一批国际援助来了！日本提供的 9吨应急医疗物质

抵汉），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9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139.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1 月 29日（正月初五）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15例，新

增死亡 19例。（《2020 年 1 月 28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8/hubei287991.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8/hubei287990.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30/hubei288459.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6/hubei287583.html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9932，查询日期：2020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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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08.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是日，山东寿光市捐给武汉的 350吨蔬菜抵达武汉。这批蔬菜由武汉市商

务局组织武商、中百、中商三大市属商超集团按照低于市场价销售，扣除力

资、运杂等费用后，所获款项全部上缴红十字会，用于疫情防治。（《山东爱心蔬菜

抵达武汉，最快明日便可端上市民餐桌》，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14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湖北省

长王晓东表示，截至本日 12时，湖北省慈善系统、红十字会系统累计接收捐助

资金 42.6 亿元，捐赠物质 529万件。（《湖北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 42.6 亿元、物质 529 万

件》，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月 29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294.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美团、饿了么、盒马等公司的快递员也逐渐恢复上班，为居民送餐、送

药、送菜。（《武汉“外卖小哥”已开始在三镇忙碌》，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180.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同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李克强主持召

开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长江日报》，2020 年 1 月 30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30_30426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1 月 30日（正月初六）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56例，新

增死亡 25例，新增出院 7例。（《2020 年 1 月 29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1 月 3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0_201630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本日，经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武汉市发布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暂行办法》，并于本日起施行。（《武

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暂行办法即日施行》，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30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30/hubei28829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08.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148.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294.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9/hubei288180.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30_304269.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0_2016306.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30/hubei288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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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习近平委托，孙春兰率领中央赴湖北指导组走进医院和医务人员住地，

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看望医务工作者，考察社区防控工作》，《长江日

报》，2020 年 1 月 3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31_304294.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湖北省红十字会公布抗疫捐助物质使用情况，其中省疾控中心分配口罩数

万只，武汉仁爱医院、武汉天佑医院分别获得 N95口罩 1.6万只，而抗疫前线

主力武汉协和医院只获得口罩 3000只。消息曝光后，一时群情激愤。31日，

红会解释“部分物资为定向捐赠”。（《物质使用情况公布（一）》，2020 年 1 月 30 日，湖北红

十字会官网，查询日期：2020年 3 月 4 日；《危机关头，湖北红十字会竟把口罩送给“莆田系医院”》，

2020 年 1 月 30 日，文学城，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0/9071958.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4 日；《莆田系医院获赠更多 N95 口罩？湖北省红会：系定向捐赠》，原载《南方都市

报》，见网易新闻，https://news.163.com/20/0131/15/F47RJ1RF0001899O.html，2020 年 1月 31 日，查

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同日，武汉市中心医院艾芬在科室遇到一位白发老人，其 32岁儿子去世

了，来请求开死亡证明。艾医生呼吁：“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

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

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龚菁琦：《发哨子的人》，原载《人

物》，见新浪微博，2020 年 3月 10 日，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在跟《财新周刊》记者谈话时说道：“我觉得健

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新冠肺炎“吹哨

人”李文亮：真相最重要》，原刊于 2020年 2月 7 日，见《中国改革》2020 年第 2、3 期合刊。） 

 

1 月 31日（正月初七）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0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78 例，新增

死亡 42 例，新增出院 26例。（《2020 年 1 月 30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1 月 3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1_201668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1/t20200131_304294.html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1/30/9071958.html
https://news.163.com/20/0131/15/F47RJ1RF0001899O.html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1_20166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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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据武汉红十字会 30日微博，该会截至 1月 28日 24时，收到社会捐款

398，716，870元，已拨付指挥部 5391.46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另有定向捐赠

400万元，包括汉南人民医院 150万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 150万元，武汉亚心总医院 100万元。另据武汉市慈善总会官网，收到

557，564，897.34 元，但拨付却为 0元。各医院医疗物质缺乏，红会和慈善总

会款项、物质却使用不畅，质疑二者工作不力者在网上发酵。（《别监工盖医院了，来

监督武汉红十字会吧》，2020 年 1 月 31 日，新浪微博，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675345434219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武汉红十字会副会长陈耘通过《长江日报》回应了各界质疑，包括解释说

“不是所有的捐赠物质都能在医疗一线使用”。（《武汉市红十字会感谢各界爱心答复各方

疑问》，《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1_30431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同日，中国政府派包机由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运送滞留当地

的湖北籍旅客返回武汉。（《中国政府包机接回滞留海外湖北籍旅客》，《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1_304323.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2 月 1 日（正月初八）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1月 31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576例，

新增死亡 33例，新增出院 50例。（《2020 年 1月 31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1_201710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 月 2 日（正月初九）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894例，新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6753454342197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1_304318.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1_304323.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1_20171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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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死亡 32例，新增出院 32例。（《2020 年 2 月 1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2_201765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0号通告，通告规定： 

自发布之日起，在前期定点隔离和居家隔离基础上，对全市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

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型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由各区安排车辆分别送至区集中隔离观

察点，进行医学观察、治疗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具体隔离观察时间根据医学检查结

果确定，患者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隔离期

间，各区免费提供食宿、医学观察和治疗。其他发热病人由社区继续落实居家隔离观

察措施。（《用强制集中隔离切切断传染源》，《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3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3_304366.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分类隔离政策，让超载运行十多天的医院缓了一口气。当晚，医院发热门诊病

人数量有明显减少。（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 日，

转自财新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同日，武汉市发布通告，征用武汉市第八医院等 17家医院或服务中心为第

4批定点医院，提供床位 747张，专门收治从前 3批定点医院转出的首次检测

结果为阴性的疑似病例；（《我市征用第四批定点医院》，武汉市卫健委网站，2020 年 2 月 2 日，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20935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征

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等 10家医院为第 5批定点医院，提供床位

1436张，用于收治新冠肺炎疑似及确诊病例。（《我市征用第五批定点医院》，武汉市卫健

委网站，2020 年 2 月 2 日，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209355，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4 日。）此前三批定点医院截至 2 月 1日 23：00，共开放 6754张床

位（已实际收治病人 6808例）供新冠肺炎患者使用。（《全市定点医院病床使用情况》，

武汉市卫健委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20932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2_2017659.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3_304366.html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209357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209355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020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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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正月初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布置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4_304396.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1033

例，新增死亡 41例，新增出院 53例。（《2020年 2 月 2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2 月 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3_201827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武汉新型冠状肺炎防控指挥部决议，自今日起，分别在洪山体育馆、武汉

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建设“方舱医院”，用于收治轻症患者。三处可提供床

位 3400 张。（《武汉连夜开建“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4 日，湖北省

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4_304389.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2 月 22 日。） 

截至晚 18:00，全国共派出 59支医疗队、6794名医疗队员支援武汉。（《全

国近 7000 名白衣战士驰援武汉》，《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5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30.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2 月 4 日（正月十一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措

施，努力提高武汉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中央部署提高湖北武汉

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措施》，《长江日报》，2020年 2 月 5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3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1242

例，新增死亡 48例，新增出院 79例。（《2020年 2 月 3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2 月 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4_304396.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3_2018273.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4_30438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30.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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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4_201874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同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接受医用防护物资

进行公示，其中包括政府调配类和社会非定向捐赠类。（《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质保障组医用防护物资调度情况公示》，2020 年 2 月 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

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5_201935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湖北省纪委监委进行通报，经调查，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在疫情防

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

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问题，经湖北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免去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张钦专职副会长职务，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党内

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党内警

告处分。（《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失职失责问题》，2020年 2 月 4 日，中

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北省监察委员会网站，http://www.hbjwjc.gov.cn/xwtt/120191.htm，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是日，在中央指导组推动下，除前述三处“方舱医院”外，在另外十处建

设“方舱医院”，预计增加床位上万张。（《武汉开建 13 家“方舱医院”》，《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5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2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本日，火神山医院正式收治患者。（《首批 45 名患者入住火神山医院》，《长江日报》，

2020 年 2 月 5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32.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是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在外人员返汉方案，坚持错峰返程

和分批实施。返回人员应当为无相关症状健康人员，返回后应当做好 14天健康

监测。（《在外人员返汉实行错峰返程和分批实施》，《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8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8_304536.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本日，孙江在学衡研究院公众号发表文章《即使明天重新开始，也不能原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4_2018743.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5_2019350.shtml
http://www.hbjwjc.gov.cn/xwtt/120191.htm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2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5_304432.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8_304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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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表示对于逝者应当哀悼，但真的哀悼始于忏悔。文中并称：“新冠役难后

的中国，一切都将改变，必须改变，年轻人应该成为有批判精神有担当的一

代。”（孙江：《即使明天重新开始，也不能原谅》，爱思想网站，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00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2 月 5 日（正月十二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967

例，新增死亡 49例，新增出院 65例。（《2020年 2 月 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2 月 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05_201929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 

国家卫建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将 CT

影像学纳入诊断标准（仅限湖北省）。（《核酸监测存在一定的假阴性，临床采取三方结合避免

漏诊》，《湖北日报》，202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0_30461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是日，武汉市决定采取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

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采取分类集中收治。对确诊患者集中收

治，重症送重点医院，轻症送指定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在发热门诊留观的疑

似患者，继续留观，因床位不够不能留观的，由所在区转至指定的集中隔离

点；经发热门诊 CT 诊断有肺炎症状但暂时无法明确派出的发热患者，由所在区

送至有一定医疗条件的机构集中隔离治疗；对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排

查，参照发热患者对其进行集中观察后居家隔离。此时武汉病床供需矛盾突

出，本日全市确诊病例 1900多例，疑似 780 多例，而全市只有空床 305张，加

上出院 116人，一共只有 421张。截至 2月 4日 24时，全市共有 132 家集中隔

离点，12571 张床位，集中隔离 5425人。（《武汉集中收治隔离“四类人员”，全力疏通救治

“堰塞湖”》，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6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6/hubei289837.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武汉市

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发出通知，各定点医院自本日起原则上只收治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009.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05_2019293.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0_304618.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6/hubei289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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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的重症病例和危重病例，以及疑似的危重病例，其他患者及疑似者由社区

隔离点隔离或方舱医院收治。（《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患者收

治工作的通知》，2020 年 2 月 5 日，楚天都市网，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5/hubei28976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晚 11时 30分开始，来自武昌各社区的第一批新冠肺炎感染轻症患者，被

陆续移送至洪山体育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接受治疗。其他两

处方舱医院也同步启用。（《武汉 3 家“方舱医院”开始收治首批患者》，《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6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日。） 

同日，在 1月 31日紧急下达 2亿元救治场所建设补助金之后，湖北省发改

委、财政厅再次紧急下达 2亿元资金，专项补助各地救治场所建设。（《湖北省再次

紧急下达 2 亿元救治场所建设补助资金》，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5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5/hubei28975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是日，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向记者描述此时医生的工作状态：“在隔离病

房，穿着三级防护服，医生是 12小时一个班，护士是 8小时一个班，防护服很

紧缺，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所以在上班时间尽量憋着不喝水不吃东西，因为

上卫生间，防护服就废了。”（《重症科医生亲述：我们是怎样抢救危重病人的》，2020 年 2 月 5

日，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本日，抗病毒药瑞德西韦开始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进行临床试验，中日友好

医院曹彬教授负责其事。该试验纳入轻、中症患者 308例，重症患者 453例。

（《761 例！瑞德西韦双盲临床试验启动，就在武汉金银潭》，新浪财经网，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33360754/6750fc7202000nrb3，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是日，武汉广发肿瘤医院被临时征用，其中正在住院的至少 15 名癌症晚期

病人，被强制要求出院，有因此失去治疗机会而丧生者。（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广发

肿瘤医院被临时征用，家属口述“癌症晚期患者被强制出院”》，2020 年 2 月 13 日，新浪微博，

https://m.weibo.cn/status/4471637569511676，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这种情况并非个

例，因为医院情况有变，慢性病患者面临诊治难。（《疫情下的武汉癌症患者：坚持了半

年多的化疗被迫停止！》，健康时报网，2020 年 2 月 15 日，

http://www.jksb.com.cn/html/2020/jjxxgzbd_0215/15967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5/hubei289769.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5/hubei289759.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33360754/6750fc7202000nrb3
https://m.weibo.cn/status/4471637569511676
http://www.jksb.com.cn/html/2020/jjxxgzbd_0215/159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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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正月十三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766

例，新增死亡 52例，新增出院 63例。（《2020年 2 月 5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6_201984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国家发改委紧急下达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 2亿元，帮助武汉同济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购置无创呼吸机、心电监护仪、床旁血滤机

（CRRT）、体外膜肺氧合仪（ECMO）等重要医疗设备。（《国家发改委紧急下达第二批中

央预算内投资 2 亿元，帮助购置 ECMO 等重要医疗设备》，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8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8/hubei29025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7 日（正月十四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501例，

新增死亡 64例，新增出院 103例。（《2020 年 2月 6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7_202060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凌晨 2：58分，被民众誉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冠肺炎经长

时间抢救无效去世。李医生于 1月 10日开始出现发热及咳嗽症状，12号住

院，但直到 1月 31 日才确诊新冠肺炎。2月 6日，李医生肺部病变加重，19时

20分出现神志模糊，21时 30分使用体外心肺复苏仪，22时 40分左右使用从

武汉亚心医院借来的 ECMO进行抢救，至本日凌晨抢救无效去世。（《国家监委调查组

发布李文亮有关情况调查通报》，2020 年 3 月 19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9_2185678.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0 日；《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2020 年 2 月 6 日，新浪网，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06/doc-iimxxste9412408.s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3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一位护士长表示，该医院没有负压病房，所以没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6_2019848.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8/hubei290255.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7_2020606.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9_2185678.s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06/doc-iimxxste9412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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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行气管插管的手术条件。“之前李文亮医生在医院内抢救时，就是因为无法

及时进行插管手术而贻误了治疗时机。”另一位知情人士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

湖院区仅有一台 ECMO，当天已经被另一位病危患者使用。李医生病危时，医院

到处借 ECMO，最后从其他医院借到时，李医生已经心脏骤停，不具备做 CEMO

的条件。“如果当天白天能够尽早借到 ECMO，提早使用 ECMO的时机，或许还有

一丝希望。”（包志明、萧辉、高昱：《火线救人 50 天》，《财新周刊》，2020 年 2 月 24日，转自财新

网，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自昨晚 21：30 左右，已有关于李医生去世的消息。得知此消息后，人们感

于防控措施部署太晚、准备不足、知情权未被尊重以及现实之危险状态，纷纷

对李文亮表示悼念。媒体且转发其 1月 30日接受财新专访所言“一个健康的社

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来表达对舆论控制过严的不满。（财新网：《李文亮医生：健

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2020 年 2 月 2 日，“校园杂谈”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zc4OTI2Ng==&mid=2247485737&idx=1&sn=53,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6 日。） 

网上流传一份 word文档，题为《李文亮大夫不朽——武汉十教授的呼

吁》，以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第二章第五十一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认为 1月对李文亮等 8位医生的惩罚是

与民意相反的违宪行为，呼吁有关当局承认错误、撤销处罚、公开道歉、赔偿

损失，并鉴于李文亮率先披露疫情，嗣后奋战前线，以身殉职，应当追认其为

烈士，并抚恤其家属。签名人有冯天瑜、唐翼明、余品绶、於可训、郭齐勇、

邓晓芒、李工真、赵林、徐少华、叶永刚，皆为在汉学者。 

昨晚，许多人难以入眠。悼念李文亮的行为，至今日仍未停息。有人在微

信上发了悼念李文亮的接力帖，转发人数近 10万，后被屏蔽。武汉作家方方在

她的日记中也记载了人们对李文亮的悼念。她写道：“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

哭！眼泪多得在网上涌起惊涛骇浪！”（《方方日记》，2020 年 2 月 7 日，新札日记，

http://www.yingdianzi.com/zaker/1425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为回应舆论呼吁，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就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22/101518920_all.html#page2
http://www.yingdianzi.com/zaker/14254.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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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经中央批准，国家检查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

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应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2020 年 2 月 7 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http://www.ccdi.gov.cn/yaowen/202002/t20200207_21101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该调查组于 8日抵达武汉。（《国家监委调查组抵达武汉》，2020 年 2月 8 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2002/t20200208_21108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同日，武汉市决定将市委党校新校区和其他市属 4所高校改造为定点医疗

点，可增加 5400张床位，用于收治已经确诊的轻症患者。（《武汉征用高校改造为定点

医疗点，将增 5400 张轻症床位》，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7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7/hubei29020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武汉开

始全民检测体温工作，上门排查与自查自报相结合。（全民监测体温，上门排查与自查自

报相结合），《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7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7_30450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至本日，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已有 11000 多人。（《11000 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

《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8_30453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2 月 8 日（正月十五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985

例，新增死亡 67例，新增出院 164例。（《2020 年 2 月 7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8_202141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曾任武汉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由中央任命为中央指导组副

组长，本日上任。（《陈一新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他与武汉各区一把手的“群聊记录“首次公开》，

中国法院网，2020 年 2 月 10日，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2/id/479483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2002/t20200207_211014.html
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2002/t20200208_211082.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7/hubei290204.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7_30450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8_304538.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8_2021419.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2/id/4794830.shtml


63 

 

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近日经中央批准任命为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通知

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8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8/hubei29025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是日，雷神山医院正式启用。（《雷神山医院 8 日启用，昨晚首批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入

住》，《长江日报》，2020 年 2月 9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9_304554.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2 月 9 日（正月十六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379

例，新增死亡 81例，新增出院 179例。（《2020 年 2 月 8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9_202193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副总理督促武汉采取果断措施，落实“四类”人员

分类集中管理，真正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应收尽收，刻不容

缓》，《长江日报》，2020 年 2月 9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9_304562.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本日下午，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武昌区于本晚 12时前向定点医院转运

494名患者。但武昌区水果湖、黄鹤楼、珞珈山等街道在工作过程中，衔接无

序，组织混乱，跟车服务不到位，导致“重症病人长时间等待继而情绪失控”，

街道工作人员分别受警告或诫勉谈话。（《市委通报武昌区转运新冠肺炎患者组织不力问题》，

《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5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0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此时武汉人民的心情，不在其中是无法体会的。方方在本日日记中写道：

“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

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正可反映此中一斑。（《方方日记》，2020 年 2 月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08/hubei290250.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9_304554.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9_2021933.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09_304562.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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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http://www.fbabi.com/zaker/1420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本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面向全

民”（Face the Nation）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Margaret Brennan）

采访，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有关病毒可能

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的指控，崔表示，“捕风捉影、造谣传谣是极其危险和有害

的”，“猜测和谣言当然会有，还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美方军事实验室而不是

中国的，类似的疯狂言论我们怎么能相信？”“至于病毒到底从何而来，我们仍

在寻找，初步调查研究认为很有可能来源于某些动物，我们必须作进一步研

究。”（《崔天凯大使就新冠肺炎疫情等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2020 年 2 月 10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网站，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1742604.htm，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3 日。）对科顿的无理污蔑，其后，《华盛顿邮报》和 CNN 均曾予以

驳斥。（Paulina FIrozi,“Tom Cotton Keeps Repeating a Coronavirus Conspiracy Theory That 

Was Already Debunke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8,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2/16/tom-cotton-coronavirus-conspiracy/, 

accessed Mar. 23, 2020; Tara Subramaniam, “Fact-checking Tom Cotton’s Claims About the 

Coronavirus,” CNN, Feb. 18,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2/18/politics/coronavirus-

cotton-fact-check/index.html, accessed Mar. 23, 2020.） 

 

2 月 10日（正月十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921

例，新增死亡 73例，新增出院 167例。（《2020 年 2 月 8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0_202251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上午，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强调确保“确诊病人

100%集中救治、疑似病人 100%集中收治、发热病人 100%集中留观、密切接触者

100%隔离。”（《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调度重点工作时要求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

《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1_304662.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http://www.fbabi.com/zaker/14200.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1742604.ht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2/16/tom-cotton-coronavirus-conspiracy/
https://edition.cnn.com/2020/02/18/politics/coronavirus-cotton-fact-check/index.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20/02/18/politics/coronavirus-cotton-fact-check/index.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0_2022515.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1_304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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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同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1号通告，发热患者严格按照就近就医原

则，到现居住地所在区定点发热门诊就诊，不得跨区就诊。经诊断，发热肺炎

患者需在定点发热门诊留观的，在定点发热门诊留观；留观床位不能满足需

要，由所在区就近提供场所进行留观。（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11 号），

202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s://media.hubei.gov.cn/2020/02/11/9980365.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是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2号通告，“即日起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楼栋单元必须严格

进行封控管理”。（《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12 号），2020 年 2 月 10 日，武汉市卫健委

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1109510，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继封城之后，武汉又封闭了小区和部分楼栋。 

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武昌区区长余松、洪山

区区长林文书，就“应收尽收”事项各自管辖范围内出现的问题进行诫勉谈

话。（《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武汉市副市长等 3 人》，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2 月 11 日，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y/202002/t20200211_2024565.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 

本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

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以上职务，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王贺胜担任。（《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双双被免职》，，2020 年

2 月 11 日，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211/c209043-31581483.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2 月 29 日。） 

是日，武汉市中小学“空中课堂”开课。（《武汉百万中小学生“空中课堂”昨日开

课》，《长江日报》，2020 年 2月 11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1_30465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近 400个快递网点恢复运营，主要投送防疫物质。（《我市近 400 个寄递网点恢复正

常运营》，《长江日报》，2020年 2 月 1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2_304786.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https://media.hubei.gov.cn/2020/02/11/9980365.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1109510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y/202002/t20200211_2024565.shtml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211/c209043-31581483.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211/c209043-31581483.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1_304658.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2_304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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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日（正月十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0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552

例，新增死亡 67例，新增出院 162例。（《202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1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1_202352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在汉考察应收尽收落实情况。（《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2_304797.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本日，湖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决定任命王贺胜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免去刘英姿湖北省卫健委主任

职务。（《王贺胜任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11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1/hubei29086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是日，由武汉市政府、东胡高新开发区、中交二航局、上海诺瑞实验室、

华大基因联合共建的新型冠状病毒应急检测实验室“火眼”实验室启用，每天

最高可检测一万例。（《武汉“火眼”实验室启用，具备每天万人份检测能力》，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11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1/hubei29093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截至本日，武汉至少有 1080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占全国

医务人员发病总数的 64%。（张彦平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第 41 卷第 2 期，2020年 2 月，http://html.rhhz.net/zhlxbx/004.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12日（正月十九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疫情防控，强调现阶段工作围绕提高

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展开。（《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长江日报》，2020 年 2月 1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1_2023521.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2_304797.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1/hubei290861.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1/hubei290934.html
http://html.rhhz.net/zhlxbx/004.htm，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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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3_30484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104

例，新增死亡 72例，新增出院 171例。（《2020 年 2 月 11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1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12_202465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截至本日，以党员为先，武汉市已派出 34498名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下沉到社区共同参与疫情防控。（《武汉党员志愿者下沉社区》，原载《人民日报》，

2020 年 2 月 13 日，第 2 版，人民网，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0/0213/c117092-

3158457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截至本日中午，武汉市慈善总会已收到捐

赠款项 35.277141亿元。（《武汉市慈善总会接收善款 35 亿元，不少是匿名捐赠》，楚天都市网，

2020 年 2 月 14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4/hubei291586.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13日（正月二十日）    

湖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出席会议并宣布

中央决定：应勇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

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我省召开全省干部会

议传达中央决定》，《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4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下午，武汉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召开领导干部大

会》，《长江日报》，2020 年 2月 14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7.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本日，新任省委书记应勇到任，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应勇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3_304848.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12_2024650.shtml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0/0213/c117092-31584578.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0/0213/c117092-31584578.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4/hubei291586.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9.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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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及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4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6.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武汉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曙约谈 5名疫情防控履职不力干部，因其

2月 9日以来连续四天未按时完成指挥部下达的任务。（《市纪检委约谈 5 名疫情防控履

职不力领导干部》，《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09.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同日，湖北省卫健委通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将病例诊断中增加

了“临床诊断”，湖北省根据此方案对既往疑似病例展开排查并对诊断结果进行

了订正。依照新标准，2月 12日 0-24时，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4840例，

新增死亡 216例，新增出院 538例。截至 2 月 12日 24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

冠肺炎病例 32994例，死亡 1036例。（《2020 年 2 月 12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3_2025582.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是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增派 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

击新冠疫情。（新华社：《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增派 2600 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2 月 14 日，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5.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本日，Twitter 账号为“Stone记”的一位男士在 Yotube发布视频，怀疑

新冠病毒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并指该所黄燕玲为“零号病人”。

（《三体 P6 实验室的女主角好像出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0 级女硕士研究生黄燕玲》，2020 年 2 月 13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92fQ_JFKU，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此消息在网

上大范围传播。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月 16日特别发表声明，进行辟

谣，指黄 2015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其他省份工作，未曾回过武汉，也未曾

感染 2019 新冠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声明》，2020 年 2 月 16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

站，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py/202002/t20200216_2039034.shtml，查询日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6.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09.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3_2025582.s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4_304865.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92fQ_JFKU，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py/202002/t20200216_20390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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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20 年 3 月 8 日。） 

 

2 月 14日（正月二十一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910

例，新增死亡 88例，新增出院 370例。（《2020 年 2 月 13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1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4_202718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孙春兰率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来到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以更坚定

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发起全面总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发起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面总攻》，《长江日报》，2020年 2 月 1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13.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是日，武汉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小区封闭管理主要措施，包括“一

个小区一律只保留一个出入口”，“小区居民出入一律严格管控”，“除就医以及

防疫情、保运行等岗位人员外，其他居民一律不得外出。小区人员出入一律测

温、登记无特殊理由，外来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区。”（《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明确住宅小区封闭管理主要措施》，2020 年 2 月 15 日，武汉市卫健委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1509576，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同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讲

话，强调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

度保障体系。（《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15.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本日，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因新冠肺炎医治无

效去世。去世前，常凯留下遗书，读之令人泪下。其文曰： 

除夕之夜，遵从政令，撤单豪华酒店年夜宴，自己勉为其难、将就掌勺。双亲高堂

及内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触。 

殊不知，噩梦降临。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

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4_2027189.s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13.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1509576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5_304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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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之及（极），回家自救。床前尽孝，寥寥数日，回天乏术，老父含恨撒手人寰。

多重打击之下，慈母身心疲惫，免疫力尽失，亦遭烈性感染，随老父而去。 

床前服侍双亲数日，无情冠状病毒也吞噬了爱妻和我的躯体。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

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

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 

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湖北电影制片厂员工常凯一家四口相继去世，所留遗书

让人泪目》，腾讯网，https://xw.qq.com/cmsid/20200216A0IUCV00，查询日期：2020 年 2月 23 日。） 

 

2 月 15日（正月二十二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923

例，新增死亡 107例，新增出院 486例。（《2020 年 2 月 14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1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5_2028356.shtml，年 2 月 21 日。） 

孙春兰率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到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武汉市优抚医院，考

察患者收治和床位准备情况，强调“千方百计增强收治能力”。（《中央赴湖北指导

组：千方百计增强收治能力》，《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6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6_304947.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为配合武汉市小区封闭式管理，多家超市采取“团购”模式，小区下单后

汇总，超市将生活必需品送至小区门口，再由小区组织提取。（《武汉多家超市开启团

购模式，物资送到小区门口》，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15日，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至本日止，全国共派出 203支医疗队、25424名医疗队员驰援武汉。（《全国

2.5 万白衣战士奋战江城疫情一线》，《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7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7_304984.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此时武汉各类医疗物质仍处于紧缺状态。以本日为例，防护服库存 72219

件，日需求量 77680 件，缺口 5461件；N95 口罩库存 136455件，日需求量

125246件，库存剩余 11209件；医用口罩库存 562700件，日需求量 272628

件，库存剩余 290072 件；面屏口罩库存 16758 件，日需求量 15536 件，库存剩

余 1222 件。（《陈一新：打好武汉保卫战，“弹药”“粮草”要备足》，财新网，2020 年 2 月 16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16/10151617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2 月 16日（正月二十三日）    

https://xw.qq.com/cmsid/20200216A0IUCV00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5_2028356.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6_304947.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7_304984.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16/1015161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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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548

例，新增死亡 110例。（《2020 年 2 月 15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6 日，湖

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6_2038780.s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强化居民健康全面排查，包括

“对所有居民开展拉网式动态滚动筛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不断一

天’”；规定所有疑似、确诊病例的接触者和不能明确排除新冠肺炎的发热病

人，“必须送集中隔离点单人单间留观，不得居家隔离留观”；提倡“因地制

宜，灵活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实行封闭管理后群众生活必需物质供应”，“拓展

社区配送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强供销对接保障，开展‘电商+连锁配

送’，推行无接触配送服务，推进小区（村组）网上团购，凭证错峰出门采

买”。（《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通告》，2020 年 2 月 16 日，武汉市人民政

府网站，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2/t20200216_304970.html，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省防控指挥部又发布通知，细化封控措施，“小区、楼栋、

门栋内住户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外出，每户每 3天派出 1名人员外出购买生活

必需品”。（《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空指挥部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小区封闭管理工作的通

知》，2020 年 2 月 16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2/t20200216_304971.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后因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此规定在武汉停止执行。（《武昌发布加

强居民封闭管理补充通知，原规定停止执行》，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16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6/hubei29186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同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3号通告，室内文化、体育、旅游等公共

场所暂不开放，所有宗教场所暂停对外开放。必须开放的公共场所实行实行扫

码出入管理，其他人流密集场所如旅馆、酒店、超市、农贸市场等建立每日健

康监测制度。药店购药实行登记制度。通告还要求严格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并严

格公共场所疫情处置。（《武汉市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严格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第 13 号）》，2020 年 2 月 16日，武汉大学网站，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查

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是日，市委书记王忠林召开视频会，部署开展为期 3天的集中拉网式排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6_2038780.s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2/t20200216_304970.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2/t20200216_304971.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6/hubei291868.html
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


72 

 

查，落实五个“百分之百”（确诊患者百分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百核酸检

测、发热病人百分百核酸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百实行

24小时封闭管理）工作。（《王忠林部署开展三天集中拉网清底大排查》，《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17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7_304988.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日。） 

此时的武汉，疫情仍然严重。方方在本日的日记中写道：  

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

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

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

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

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

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

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

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

永无相见之日。（《方方日记》，2020 年 2 月 16 日，http://www.fbabi.com/zaker/14231.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这段话最能反映本次新冠疫情中最严重阶段的武汉惨状。 

 

2 月 17日（二月二十四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690

例，新增死亡 76例，新增出院 543例。（《2020 年 2 月 16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1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7_203934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自本日起，武汉正式开展为期 3天的拉网式排查。在警方、社区工作者、

下沉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上门排查、电话排查、网络排查等方式，排

查出确诊患者 559名，疑似患者 820名，发热患者 283名，密切接触者 1840

名。（新华社：《武汉“拉网”排查出逾 3500 名“四类人员”》，中国中央政府网站，2020 年 2 月 23 日，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17_304988.html
http://www.fbabi.com/zaker/14231.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ww.fbabi.com/zaker/14231.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7_20393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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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3/content_5482315.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日；《武汉拉

网排查收官暗访：总体严格，仍有疏漏》，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0/hubei29262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是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7号通告，在全市住宅小区和村封闭管理

卡口处设立邮件、快递接收点，倡导“无接触投递”。（《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关于设立“无接触投递”接收点的通告（第 14 号）》，武汉大学网站，

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2 月 18日（正月二十五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600

例，新增死亡 72例，新增出院 761例。（《2020 年 2 月 17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8_209100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本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空指挥部发布通知，将武汉科技大学等

16所省属高校作为储备隔离点，要求在 2月 20日前完成储备房间 15000 间，

交由武汉市指挥部统一调度使用。（《武汉 16 所省属高校作为储备隔离点，或将提供 15000 间

房间》，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19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9/hubei292395.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19日（正月二十六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660

例，新增死亡 116例，新增出院 676例。（《2020 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9_212995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本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省长王晓东向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写信，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及 6100万湖北人民，向

各地党委、政府及全体人民表示感谢。（《应勇王晓东向兄弟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致信：感谢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3/content_5482315.htm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0/hubei292623.html
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8_2091008.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9/hubei292395.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9_21299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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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鼎力相助，众志成城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9/hubei29259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20日（正月二十七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1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615

例，新增死亡 88例，新增出院 553例。（《2020 年 2 月 19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20_214127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至本日，武汉已有 13家方舱医院，可提供救治的床位达到 13348 张，下一

步将再建 19家。计划到 2月 25日，全市储备方舱医院床位达到 3万张。（《武汉

目前已有 13 家方舱医院，下一步将再建 19 家》，《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2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

站，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22_30534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前段时间由于新冠疫情严重，武汉的特殊群体难免受到忽视。2 月 20日，

财新网报道，据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内部人士对财新网记者表示，作为福利院内

部医院一名护士，其所在科室“大概 11位老人去世了，都是因为反复发烧最后

呼吸衰竭而死”。该内部医院不具备检测条件，所以检测比较滞后。（《武汉养老院

现多例疑似新冠感染》，财新网，2020 年 2 月 20 日，http://www.caixin.com/2020-02-

20/10151785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该院 2月 11日开始对院内人员进行筛

查，截至 2月 19日，累计确诊病例 12例，其中老人 11例（含死亡 1例）、职

工 1例；疑似病例 19例，其中老人 7例、职工 12例。前述死亡病例，多为在

开始筛查之前，并不计算在内。自 2019年 12月 23日至 2020年 2月 11日，该

福利院共有 15人死亡。自 2月 11日至 2月 18日，又有 4人去世。疫情发生

时，该福利院院内共有 656人，其中服务对象 458人，职工 190人，物业人员

21人，陪护人员 8 人。（《两月来，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福利院发生连续死亡》，财新网，2020 年 2

月 24 日，http://www.caixin.com/2020-02-24/10151950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该养

老院情况并非特例。有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表示，“养老机构归民政局管，而疫情

爆发后，包括养老服务科在内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全都扑在医院上，养老机构长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19/hubei292599.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20_2141275.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22_305343.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2-20/101517851.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2-20/101517851.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2-24/101519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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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少人过问。”（《一养老院八老人确诊送医，武汉养老院防控形势严峻》，财新网，2020 年 2 月

24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2-24/10151984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监狱也有可能成为重灾区。截至本日，武汉女子监狱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 230例。（《司法部：湖北山东浙江 5 个监狱发生感染，目前没有重症病例》，财新网，2020 年 2 月

21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2-21/101518627.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是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基于联合华南

农业大学和北京脑科中心科研人员所收集覆盖 12个国家的 93个新型冠状病毒

样本基因数据，“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进来”。（科技外

事处：《版纳植物园基于全基因组数据解析新型冠状病毒的演化和传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网站，http://www.xtbg.ac.cn/xwzx/kydt/202002/t20200220_550261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湖北省决定省外援鄂医护人员五年内可免门票游览省内 A级旅游景区，并可

携带亲属一名，自疫情结束、景区恢复正常运营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省内医

护人员凭有效证件两年内免除省内 A级旅游景区门票，自疫情结束、景区恢复

正常运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湖北 A 级景区 5 年内对援鄂医护免票，可携带亲属一名》，

2020 年 2 月 22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xgfyyqfkzszq/fwzq/zclxx/msbz/202003/t20200301_2165475.

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月 2 日。） 

 

2 月 21日（正月二十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0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19

例，新增死亡 99例，新增出院 766例。出院病例首次高于新增病例。（《关于订正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的情况说明》，2020 年 2 月 2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1_2144204.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2

日。） 

本日，武汉市实现临床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发热患者核酸检测存量

全面清零。武汉此时已具备 40家核酸检测机构，日检测能力达到 1.4万份。

（《全市核酸检测存量全面清零》，《长江日报》，2020 年 2 月 2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22_305345.html，查询日期：2020年 2 月 22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24/101519844.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21/101518627.html
http://www.xtbg.ac.cn/xwzx/kydt/202002/t20200220_5502619.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xgfyyqfkzszq/fwzq/zclxx/msbz/202003/t20200301_2165475.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xgfyyqfkzszq/fwzq/zclxx/msbz/202003/t20200301_216547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1_2144204.shtml
http://www.wh.gov.cn/2019_web/whyw/202002/t20200222_305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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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是日，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由武汉女子监狱干警送往湖北高速收费站，由

其女儿将其接往北京。此前，在 18、19日，黄某英测量体温均为 37.3 摄氏

度，有发热症状。至京后，黄某英被查出新冠肺炎。此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

波，反映了武汉封城存在的漏洞。由湖北省纪监委、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3月 2日公布事件详情，并对省司法厅党委书

记、厅长谭先振等负责官员立案调查。（《湖北省纪监委对“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违规离汉问

题”相关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新华网，2020 年 3 月 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02/c_1125651286.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就美国流感肆虐，至今已有患者 2600万人，死者 1.4万人以上，日本《朝

日新闻》推测美国流感是否有可能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インフルと思いきや

新型コロナ？米の医療事情ネック》，2020 年 2 月 21 日，朝日新闻电视网站，https://news.tv-

asahi.co.jp/news_international/articles/00017690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日。） 

 

2 月 22日（正月二十九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66

例，新增死亡 90例，新增出院 922例。（《2020 年 2 月 21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2_214495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2

日。） 

同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6号通告，新冠肺炎患者完成治疗后，应

到指定场所统一实施为期 14天免费的康复隔离和医学观察。（《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关于对新冠肺炎治愈出院患者实施康复隔离的通告（第 16 号）》，2020 年 2 月 22 日，武汉大

学网站，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2 月 23日（二月一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2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541

例，新增死亡 82例，新增出院 965例。（《2020 年 2 月 22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02/c_1125651286.htm
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international/articles/000176900.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international/articles/000176900.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2_2144956.shtml
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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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3_214559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6

日。） 

本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在全市范围内招募志愿者，参

与新冠疫情防控，为社区提供门岗管控、社区巡逻，为封闭小区的居民提供食

品药品代购、代送等服务。截至下午 5时，网上报名人数已突破 1万人。（《武汉

专项招募志愿者，为居民提供代购代送等服务》，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2 月 23 日，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2/t20200223_214571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8 日；《武汉专项招募志愿者服务封闭小区，网上报名已突破万人》，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3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3/hubei29346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24日（二月二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48

例，新增死亡 131例，新增出院 772例。（《2020 年 2 月 23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4_214630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6

日。）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17号通告，允许部分人员进城并允许“因保障疫

情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生活、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人员及滞留在

汉的外地人员”出城。其后，指挥部又发布第 18号通告，称第 17号“系市指

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现宣布该

通告无效。”（《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18 号）》，2020 年 2 月 24 日，武汉大学网站，

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从 16日至本日，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对 9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进行了病例解

剖。（《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已完成 11 例，取得重要发现》，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5/hubei29373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本日起，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和

武汉市中心医院 3家具有互联网诊疗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互联网复

诊配药服务，互联网诊疗纳入武汉市医保。（《互联网医疗纳入武汉市医保首日，患者从线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3_2145593.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2/t20200223_2145716.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3/hubei293469.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4_2146303.shtml
https://www.whu.edu.cn/info/1118/13914.htm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5/hubei293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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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复诊到收到配药仅 3 小时》，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5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5/hubei29374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是日，在北京所举行的中国——世卫联合专家考察团记者会上，联合考察

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

（Bruce Aylward）表示：“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

献，世界有欠于你们。” （《世卫专家谈对华新冠联合考察，欣慰与忧虑交织》，2020 年 2 月 25

日，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0-02-25/101519918.html，财新网，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截至本日 13时，中国向世卫组织共报告 77362例新冠病例，包括 2618名

死亡。在中国以外，28个国家向世卫上报了 2074名病例，其中 23 例死亡。

（《世卫专家谈对华新冠联合考察，欣慰与忧虑交织》，2020 年 2 月 25 日，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0-02-25/101519918.html，财新网，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是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规定“全面禁止食用国

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

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2020 年 2 月 24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4/c_1125620762.htm，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2 月 25日（二月三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64

例，新增死亡 56例，新增出院 1391例。（《2020 年 2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5_214690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6

日。） 

同日，湖北省发布通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5/hubei293744.html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0-02-25/101519918.html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0-02-25/101519918.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4/c_1125620762.htm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5_21469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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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0 年 2 月 2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2/t20200225_305505.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 日。）在此政策下，本计划由宜昌经武汉转往义乌的徐强与其他三名流

浪者一起被安置到了宾馆。此前，徐已在武汉流浪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期

间，徐强初期住过酒店，后来钱快花光了，只好转往汽车站、公园、电影院、

地下室等处，靠外卖、泡面为生。（《我在武汉街头流浪了 20 多天，头发白了一半》，2020 年 2

月 29 日，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0229A06ETL00，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3 日。）也

有滞留者为维持生计，当起了志愿者。（《我原本要去长沙签项目，却滞留在武汉医院打扫卫

生》，“笔尖下的吃货”微信公众号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CmDJo8vm66rwFq1aGM_vCg，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是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向援鄂医疗队全体队员发出慰问

信，感谢他们对湖北的援助。（《省委省政府致援鄂医疗队全体队员的慰问信》，湖北省人民政府

网站，https://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2/t20200226_2151386.shtml ，2020 年 2 月

26 日，查询日期：2020年 3月 8 日。） 

自本日起，武汉每日投放 200万只口罩，供市民通过小程序网约购买。（《口

罩来啦！今起武汉市民可网约购买，武汉每天投放 200 万只》，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5/hubei29385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 月 26日（二月四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70

例，新增死亡 52例，新增出院 1456例。（《2020 年 2 月 25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6_215356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7

日。） 

本日起，为降低患者就医交叉感染，微医互联网总医院纳入武汉医保支

付。重、慢症患者可登录该公众号实现线上复诊、开方、医保在线结算。（《武汉

首个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纳入医保支付，方便重症慢病患者在家求医购药》，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6/hubei29396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2/t20200225_305505.html
https://new.qq.com/rain/a/20200229A06ETL00，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CmDJo8vm66rwFq1aGM_vCg
https://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2/t20200226_2151386.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5/hubei293851.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6_2153563.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6/hubei293964.html


80 

 

截至本日，武汉市慈善总会收到捐赠款 40.095761 亿元。（《武汉市慈善总会接收捐

赠款突破 40 亿》，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7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7/hubei29419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强调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针对性。采取

措施包括：将居民划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人员，进行差异化管理；落

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措施；鼓励实行动态健康认

证，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个人健康码等信息平台，条件不具备的地区采用个人健

康申报等方式，申领电子或纸质版健康码（健康通行卡），获得出行、复工等资

格。（《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2020 年 2 月 26 日，武汉市卫健委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2609794，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是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过去一日内中国新增病例 412例，中国外新增

病例 459 例，中国外新增病例首次超过中国新增病例。新冠病毒有在世界范围

内扩散趋势。其中韩国累计确诊病例 1261例，意大利 322例，日本 164例。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ituation Report-37”, Feb.26, 2020, WHO website,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26-sitrep-37-

covid-19.pdf?sfvrsn=2146841e_2, accessed Mar.7, 2020.） 

 

2 月 27日（二月五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83

例，新增死亡 19例，新增出院 1535例。（《2020 年 2 月 26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7_216063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7

日。） 

钟南山在广州表示：“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

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钟南山：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疫情不一定发源在中国》，2020 年 2月 27 日，中国新闻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658629791661516&wfr=spider&for=pc，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227/hubei294193.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22609794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26-sitrep-37-covid-19.pdf?sfvrsn=2146841e_2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26-sitrep-37-covid-19.pdf?sfvrsn=2146841e_2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7_2160631.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658629791661516&wfr=spider&for=pc，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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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日（二月六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13

例，新增死亡 28例，新增出院 2498例。（《2020 年 2 月 27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8_216140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9

日。） 

下午，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此次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央指导组：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感染范围最广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楚天都市网，2020

年 2 月 28 日，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钟南山教授团队发文评估，如果武汉提前 5天采取防控措施，疫情规模大

约只会是实际规模的 1/3。（杨子锋、曾志奇、王珂等：《基于 SEIR 优化模型和 AI模型对公共卫

生干预下的中国 COVID-19 爆发趋势预测》，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Feb. 28, 2020, 

https://emed.amegroups.cn/article/7932,查询日期：2020年 3 月 8 日。） 

 

2 月 29日（二月七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20

例，新增死亡 37例，新增出院 1726例。（《2020 年 2 月 28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2 月 2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9_216253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3 月 2

日。） 

本日，湖北省发布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武汉市除汉南区为

“中风险”外，其余各区均为“高风险”。（《湖北发布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湖

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3月 2 日，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8 日。） 

是日，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一行 5人携带医疗物质，抵达伊朗。（《中

国伊朗专家组抵达德黑兰》，《人民日报》微博消息，2020 年 2 月 29 日，新浪微博，

https://weibo.com/2803301701/IwswthM3c?type=comment#_rnd158408344689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s://emed.amegroups.cn/article/7932,查询日期：2020年3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9_2162537.shtml
https://weibo.com/2803301701/IwswthM3c?type=comment#_rnd158408344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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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二月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2月 2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565

例，新增死亡 26例，新增出院 1675例。（《2020 年 2 月 29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

2020 年 3 月 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1_2164964.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下午，硚口区武汉体育馆所改建的方舱医院 34名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

另有 10 名重症患者转往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66名轻症患者转诊至武汉市第

一人民医院。该方舱医院 2月 11日晚开始收治患者，至 3月 1日，累计收治病

人 330人，累计重症转诊 32人，累计治愈出院 232人，本日起正式休舱。（《硚

口武体方舱医院宣布休舱，系武汉首座“休舱”方舱医院》，原载《长江日报》，新京报网转载，2020 年 3

月 1 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3/01/69744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9 日。） 

针对武汉每日仍有过百人新增病例，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应对处置工作专

家组组长梁万年介绍，目前，“武汉新增确诊病例中 80%到 90%是由疑似病例转

过来的”。其次，一部分是由密切接触者而来的。据中国——世卫联合专家组追

踪调查发现，大约 1%-5%的密切接触者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据“新华视点”

记者拿到的一份数据，一主城区隔离点累计留观人员 170人，其中转出确诊病

例 26人；第二个隔离点累计留观人员 270人，转出确诊病例 27人。在最近几

天新增病例中，相当一部分是由近日排查看守所等特殊场所发现的无症状感染

者。例如截至 2月 29日 24时，当日新增 565人中特殊场所发现有 233人。记

者也注意到，有的小区还在出现散发确诊病例，比如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

个别社区均曾上报新增确诊病例。安徽支援武汉第一批疾控队队长许德提醒，

“要警惕部分小区的防控措施还没有严格执行到位”，且“武汉还有一些防控疫

情和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人员在流动，对这部分群体的防护应该高度重视”。（秦

交锋、廖君、刘宏宇：《武汉数百新增确诊病例从哪里来？》，3 月 1 日，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0-03/01/c_1125648220.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3 月 2 日（二月九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93例，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1_2164964.s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3/01/697448.html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0-03/01/c_1125648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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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死亡 32例，新增出院 1958例。（《2020 年 3 月 1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2_216739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武汉实地督导推进“无疫情社区”创建，并进

一步往“无疫情街道”、“无疫情城区”、“无疫情城市“发展。其标准为：（一）

疫情零发生，即 14 天以上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密切

接触者；（二）防控全到位。（《陈一新：创建“无疫情社区”利国惠民》，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y/202003/t20200303_2171335.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 

据一份会议纪要，省新冠肺炎防空指挥部、省长王晓东召开指挥部专题会

议，研究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会议认为，“3月 10日后，初步考虑，全省

除武汉市以外各市州，不延迟复工复产时间”。（《省新冠肺炎防空指挥部关于专题研究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如何确保数据真实权威准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特殊行业、特殊岗位防护物

资保障措施等工作的纪要》，网上流传。） 

是日，此前于 2月 26日由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李亮，突然在康复点发病，

送医后不治死亡。李 36岁，2月 12日开始在汉阳方舱医院住院，经过治疗，

认为符合出院标准，准予出院。此消息 3月 4日经澎湃披露后，引起了一些不

安，随即被删除屏蔽。江苏省卫健委新冠肺炎感染救治专家组组长、江苏省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茂教授表示：“新冠肺炎病毒是一个新病毒，

它的致病机理、疾病的全貌和病程的特点还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关注：武汉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突然发病死亡》，原载澎湃新闻，2020 年 3 月 4 日，家园新闻网， 

http://www.iask.ca/news/world/2020/03/55501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 

 

3 月 3 日（二月十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11例，

新增死亡 24例，新增出院 1846例。（《2020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3_217110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3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2_2167398.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y/202003/t20200303_2171335.shtml
http://www.iask.ca/news/world/2020/03/555010.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3_21711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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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 月 4 日（二月十一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14例，

新增死亡 31例，新增出院 1859例。（《2020 年 3 月 3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4_217190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表示，一只狗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该

署为此进行了 3次测试，结果相同。该署曾咨询多方面专家意见，获得一致反

馈，即这只狗已低程度感染，并“很可能由人类传染”。但该狗只没有任何病

征。该署强调：“现时没有证据显示宠物会传播 2019冠状病毒或会因此生病。”

（《狗只低程度感染新型肺炎》，2020 年 3 月 4 日，香港政府网，

https://sc.news.gov.hk/TuniS/www.news.gov.hk/chi/2020/03/20200304/20200304_212513_790.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 

 

3 月 5 日（二月十二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31例，

新增死亡 23例，新增出院 1426例。（《2020 年 3 月 4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5_2172562.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 

国家卫健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表彰卫

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重症救治医疗队在内的国内 113个集体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包括武汉

市中心医院医师李文亮在内的 506人被授予“先进个人”称号。（《关于表彰全国卫

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2020 年 3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5/content_5487158.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日。）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4_2171907.shtml
https://sc.news.gov.hk/TuniS/www.news.gov.hk/chi/2020/03/20200304/20200304_212513_790.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5_2172562.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5/content_5487158.htm


85 

 

本日，中央指导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一行到青山区翠园社区开元公

馆小区考察居民生活物质保障情况。鉴于该小区为迎接考察组到来从当日开始

安排志愿者送菜、送肉上门，有居民向指导组喊道：“假的，假的！”（《掩饰矛盾解

决不了百姓生活保障问题》，2020 年 3 月 5 日，“陶然笔记”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NG7UDGC4AFI9KIC3CJFNTW，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3 月 6 日（二月十三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26例，

新增死亡 23例，新增出院 1038例。同日湖北其他市州新增病例均为 0例。

（《2020 年 3 月 4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6_217370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本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社区疫情防空组公示了全市第一批无疫

情小区、社区、村（大队）名单，截至 3月 5日 18时，全市共有无疫情小区

2076个，无疫情社区 79个，无疫情村（大队）1171个。（《武汉公示首批无疫情小区

社区，有你家吗？》，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3 月 7 日，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07_2174355.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8 日。）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主持召开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视频调度会，强调“武汉疫情防控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任务依然艰巨

繁重”。王同时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在广大市民、党员干部中

开展感恩教育，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王忠林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

强调在全市开展感恩教育，形成强大正能量》，原载《长江日报》，2020 年 3 月 7 日，见武汉市人民政府

网站，http://www.wuhan.gov.cn/2019_web/whyw/202003/t20200307_30620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王的“感恩教育”论，第二天经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继 2月 25日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量国外超过中国以后，过去 24 小时，中

国新增病例 146，国外则新增 2727例，疫情有在全世界蔓延趋势。其中韩国新

增 518例，总病例已达 6284例；意大利新增 769例，总病例达 3858 例；伊朗

新增 591 例，总病例达 3513例，德国、法国均新增上百例。（World Health 

https://mp.weixin.qq.com/s/ng7UdGC4AFi9KIc3cjFnTw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07_2174355.shtml
http://www.wuhan.gov.cn/2019_web/whyw/202003/t20200307_306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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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CID-19）Situation Report-46,”Mar.6, 2020, WHO 

website ,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06-

sitrep-46-covid-19.pdf?sfvrsn=96b04adf_2, accessed Mar.7, 2020.) 

 

3 月 7 日（二月十四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74例，

新增死亡 21例，新增出院 1157例。同日湖北其他市州新增病例均为 0例。

（《2020 年 3 月 6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7_217436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针对“感恩”说，方方在今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

的时候。一个理智的有良知的并能顺应民意安抚民心的政府，在疫情向好的此

时，急需做的一件事，即迅速成立追责小组，立即详细复盘疫情始末，查明是

谁误了时间，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

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

这场灾难。谁的责任由谁来担，尽快给人民一个交代。”（《方方日记》，2020 年 3 月 7

日，http://fang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317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这反映了

许多武汉人的心声。 

本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会见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卫组织捐款 2000万美元，用于支

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外交部：中方向世卫组织捐款将用于新

冠肺炎防控等指定用途》，中国中央政府网站，2020 年 3 月 9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

03/09/content_5489268.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由中国疾控中心专家、钟南山

院士团队骨干等 7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携带防疫物质，于本日晚抵达伊拉克

巴格达国际机场，援助伊拉克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国医疗专家组及援助防疫物质抵

达伊拉克》，2020 年 3 月 8 日，中国中央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

03/08/content_5488663.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3 月 8 日（二月十五日）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06-sitrep-46-covid-19.pdf?sfvrsn=96b04adf_2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06-sitrep-46-covid-19.pdf?sfvrsn=96b04adf_2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7_2174360.shtml
http://fang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3170，查询日期：2020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9/content_548926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9/content_548926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8/content_548866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8/content_54886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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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1例，

新增死亡 21例，新增出院 1259例。（《2020 年 3 月 7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8_217511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3 月 9 日（二月十六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36例，

新增死亡 18例，新增出院 1163例。（《2020 年 3 月 8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9_217578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本次疫情的重灾区，该院 4000多名职工，截至 3月 10

日有超过 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4名医生死亡。该院急诊科主任艾芬评论

此事说：“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

关。”而且重症患者以急诊科和呼吸科之外的科室人员为主，因为急诊科和呼吸

科掌握相关信息较多，且比较有防护意识。（龚菁琦：《发哨子的人》，原载《人物》，见新

浪微博，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包志明、覃建行、高昱、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

重？》，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

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3 月 10日（二月十七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7例，

新增死亡 16例，新增出院 896例。（《2020 年 3月 8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0_217661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是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他称赞湖北各级党组织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8_2175118.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9_2175781.shtml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80863474679890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0/101526309.html?originReferrer=gh_caixinwang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0_21766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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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大党员、全省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

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付出的努力，并赞扬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

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

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习还专程考察了火神山医院和东湖新城社区。（新华

社：《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0 年 3 月 1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2019_web/whyw/202003/t20200311_30643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1

日。） 

本日，随着武昌方舱医院关门，武汉 16 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各方舱医院

自 2月 5日陆续投入使用，累计收治 1.2万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见证武汉方舱

医院全部休舱》，原载《环球时报》，见环球网，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3xNCqbObAaT，查询

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随着新增病例减少，武汉市分批将 46家新冠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病人向 10家定点医院集中，并将其他定点医院进行修复，以满足普通市

民就医需求。本日已完成 14家部省属、市属三甲医院本部院区集中修复工作。

（《武汉已完成 14 家医院医疗体系修复，月底 46 家医院实现征程医疗》，“武汉发布”微信公众号，020

年 3 月 15 日，https://mp.weixin.qq.com/s/1N3Kwcl5jnsWRrvC5QRW5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此后，部分武汉医院恢复了普通门诊，但就诊需要经过一定程序。比如湖

北省人民医院自本日起恢复了普通门诊，患者需要先在医院小程序上预约挂

号，然后到医院打印挂号单，凭挂号单在科室门口的导诊台申请做血常规和

CT。等检查结果出来，若没有新冠肺炎特征，才被允许进入门诊科室见到医

生。（《武大人民医院一消化科医生感染新冠，曾接诊无症状感染者》，财新网，2020 年 3月 24 日，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24/10153340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3 月 11日（二月十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0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3例，

新增死亡 19例，新增出院 1212例。（《2020 年 3 月 10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1_217837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湖北省新冠疫情防空指挥部发布通告，全省划分低、中、高风险区，实施

http://www.wuhan.gov.cn/2019_web/whyw/202003/t20200311_306435.html
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3xNCqbObAaT
https://mp.weixin.qq.com/s/1N3Kwcl5jnsWRrvC5QRW5g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24/101533403.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1_21783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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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企业“分类分时有条件复工复产”。关于武汉，具体

规定如下： 

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仪器设备、药品、防护品、消杀用

品生产销售以及原材料配套等）、公共事业运行必需（供水、供电、供热、油气、通

讯、环卫、医废处理等）、群众生活必需（蔬菜水果生产经营、粮油食品、肉蛋奶、水

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超市卖场、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批发、快递物流、周转仓

储、电商、配送制餐饮等）、农业生产必需（种子种苗生产、畜禽水产养殖和茶叶加

工、饲料加工、磷复肥农膜农药兽药生产和销售、农机生产与服务等相关企业及合作

社）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可以复工复产。对全国、全球产业链配套有重

大影响的企业，在防控措施到位、防控责任落实的前提下，按程序批准后可以复工复

产。春节以来未停工停业的企业可以继续生产。其他企业先按不早于 3月 20日 24时

前复工复产。（《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0 年 3 月 11 日，湖北省

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1_2178823.s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1 日。） 

是日，有市民反应，青山区钢都花园管委会用垃圾车给园林社区运送食

物。据调查，该管委会用环卫车辆运送平价肉 1000份，且本日已经发放 530

份。青山区纪委监委研究，并报青山区区委批准，决定对钢都花园管委会党委

书记徐增堂，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磊免职，并立案调查。除钢都花园

外，其他小区也有人反映类似情况。（《环卫车送肉，武汉一“70 后”女副区长被查》，财新

网，2020 年 3 月 12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2/10152753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本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已具有“大流行”特

征，这表示世卫组织正式将新冠病毒视为全球“大流行”性疾病。他说：“我们

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我们以前也从未见过可以得到控制的

大流行”。（谭德塞：《世卫组织总干事 2020年 3月 11 日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媒体通

报会上的讲话》，2020 年 3 月 11 日，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

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据世卫组织报告，截至 3月 11 日，全球上报病例已达 118，326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1_2178823.s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12/101527532.html
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
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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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中国 80955 人，中国以外 37371人，意大利病例过万，伊朗、韩国、

法国、西班牙、德国病例均已过千。（“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Report 51,”Mar.12， 2020， WHO website，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

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1-sitrep-51-covid-19.pdf?sfvrsn=1ba62e57_4，

accessed Mar.12, 2020.） 

 

3 月 12日（二月十九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8例，

新增死亡 7例，新增出院 1053例。（《2020 年 3月 11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2_217961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本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 Twitter上发文表示，新冠病毒有可

能是美军带入武汉的。（@lj517, “CDC was Caught on the Spot,” Mar. 12, 2020, 

https://twitter.com/zlj517/status/1238111898828066823, accessed Mar. 14, 2020.）此举当有

反击境外（尤其是美国）有些媒体“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污名化做法

之意。（《外交部：个别媒体妄称“中国病毒”没有任何事实根据》，2020 年 3 月 4 日，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304/c1002-3161724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17 日。）

不过这种说法，尚未见到有效证据。武汉军运会期间确实有五名外籍运动员因

患传染病而被送往金银潭医院，但运动员所患为疟疾，与新冠病毒无关。（崔慧

莹：《金银潭医院：军运会五外籍运动员患疟疾，与新冠肺炎无关》，《南方周末》网站，2020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77493?fbclid=IwAR0H_5RWL1SbA78-

4TkFUpgvdEjc4P8GvvXHsanVMCS9LUCEzxuwXnnPClY，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3 月 13日（二月二十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2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5例，

新增死亡 6例，新增出院 1103例。（《2020 年 3月 12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3_218066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1-sitrep-51-covid-19.pdf?sfvrsn=1ba62e57_4，accessed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1-sitrep-51-covid-19.pdf?sfvrsn=1ba62e57_4，accessed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1-sitrep-51-covid-19.pdf?sfvrsn=1ba62e57_4，accessed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2_2179619.shtml
https://twitter.com/zlj517/status/1238111898828066823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304/c1002-31617245.html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77493?fbclid=IwAR0H_5RWL1SbA78-4TkFUpgvdEjc4P8GvvXHsanVMCS9LUCEzxuwXnnPClY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77493?fbclid=IwAR0H_5RWL1SbA78-4TkFUpgvdEjc4P8GvvXHsanVMCS9LUCEzxuwXnnPClY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3_21806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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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武汉市委组织部发布通报，表扬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保障工作指挥部医疗

保障组等 11个先进集体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等 7名先

进个人。（《武汉通报表扬 11 集体、7 名个人战疫先进事迹》，2020 年 3 月 13 日，湖北网台，

http://news.hbtv.com.cn/p/1810159.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3 月 14日（二月二十一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例，

新增死亡 10例，新增出院 1254例。（《2020 年 3 月 13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4_2181364.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本日晚间，西班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全国民众禁止离开自己的住所，

但是购买必需品、药品或工作除外。截至本日上午 10：00，西班牙确诊感染者已

达 4231 例，一日内新增 1266例。（《肺炎疫情：西班牙和法国实施大规模严厉防疫措施》，2020

年 3 月 15 日，BBC 中文网，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894426，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Report 54”, Mar.14, 2020，WHO website，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4-sitrep-54-

covid-19.pdf?sfvrsn=dcd46351_24，accessed Mar.16, 2020.） 

 

3 月 15日（二月二十二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例，

新增死亡 10例，新增出院 1181例。（《2020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5_2181853.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针对部分武汉市民有放松警惕现象，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郑云在发布会上表

示，武汉的确诊病例确已下降到个位数，但“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和传染病

的规律，武汉市现在防疫形式依然很严峻，连续几天还有社区零星散发的门诊

http://news.hbtv.com.cn/p/1810159.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4_2181364.shtml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894426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4-sitrep-54-covid-19.pdf?sfvrsn=dcd46351_24，accessed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4-sitrep-54-covid-19.pdf?sfvrsn=dcd46351_24，accessed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5_21818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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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在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发现，“患者本人和家属在居家期间有外出和在

小区内活动的轨迹，不排除有社区的感染可能”，所以，“当前还是有一定的社

区传染的风险，大家应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武汉已完成 14家医院医疗体

系修复，月底 46 家医院实现征程医疗》，“武汉发布”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5 日，

https://mp.weixin.qq.com/s/1N3Kwcl5jnsWRrvC5QRW5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3 月 16日（二月二十三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4例，

新增死亡 13例，新增出院 752例。（《2020 年 3月 15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6_2182359.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王忠林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三防并举”，包括防扩散、防输出、防

输入，“对境外来汉人员一律进行 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王忠林主持找召开

视频调度会，“三防”并举坚决遏制疫情蔓延》，2020 年 3 月 17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3/t20200317_218302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为防境外输入，各单位开始对境外来汉（返汉）人员进行统计，一些

单位将时间回溯到 2020年 1月 24日。 

本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团队所研发的重组新冠

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好消息！我国新冠疫苗研发传来最新重要进展！》，2020年 3 月 17

日，光明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iUgsKPoxcYzhcLYQ57mAS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3 月 17日（二月二十四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例，

新增死亡 11例，新增出院 836例。（《2020 年 3月 16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7_2183115.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针对国外病例输入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 20号通

https://mp.weixin.qq.com/s/1N3Kwcl5jnsWRrvC5QRW5g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6_2182359.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3/t20200317_218302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UgsKPoxcYzhcLYQ57mASQ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7_2183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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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规定自 17日零时起，“对所有境外来汉（返汉）人员实施申报管理，统一

接送至集中隔离点，进行 14天的隔离观察，隔离人员费用自理”。对于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病例的医疗费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未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由患者个人负担”；“经认定的困难人员发生的费用，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医疗救助”。（《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20 号），2020

年 3 月 17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17_306831.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7 日。） 

    今日，部分援汉医疗队员开始返程。出发前，所在地举行了简短的送别仪

式。由于武汉各小区尚未解封，临街的市民，当送行车辆经过的时候，在窗口

大喊：“谢谢”、“谢谢白衣天使”。车辆未经过的地方，市民则在网上表达他们

对援鄂医疗队员的感恩和祝福。各大本地媒体也纷纷以“谢谢你，为武汉拼过

命”、“致敬！一路平安”等为题，表达对援鄂队员的感谢与祝愿。（《谢谢你，为武

汉拼过命！》，《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XB_Xv1G4D87Ra6GO9jAblg，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7 日；《致敬！一路平安》，2020 年 3 月 17日，“武汉发布”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IjZcMrtyeY-kQSLTYBemn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是日，美国开始就新冠病毒疫苗进行临床试验。（米歇尔·罗伯兹：《肺炎疫情：美

国志愿者进行首次冠状病毒疫苗人体试验》，BBC 中文网，2020 年 3 月 18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1925849，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3 月 18日（二月二十五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例，

新增死亡 10例，新增出院 812例。（《2020 年 3月 17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8_2184233.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据《长江日报》记者由武汉市扶贫办获悉，为针对疫情对就业、生活带来

的影响，武汉市将“对暂时无法就业的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灵活务工人

员，按 4倍低保标准（城市 780/月、农村 635/月）发放临时救助金”。为促进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17_30683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U2ODQzMQ==&mid=2651538009&idx=1&sn=5dada0ad9dd5de36ab0bfa87bb9c4f9f&chksm=84f2fb99b385728f590cc9fe08f497e333fd8ef3cfd0d108df30361129fcb22998b347ad9162&mpshare=1&scene=23&srcid=03171RnR2gPMdMW2af0wU8RT&sharer_sharetime=1584447749868&sharer_shareid=90fdf0e4148a03d8b21bb0e7137475e4#rd，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1925849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8_21842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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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家庭就业，因防控需要新增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公益

岗位，优先安置本村因疫情暂时无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同时，对企业吸纳贫

困劳动力给与奖励。（《武汉将对暂时无法就业的低保、低收入家庭，按 4 倍低保标准发放临时救助

金》，《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8 日，https://mp.weixin.qq.com/s/Jg8jMaMpse-

wPsecx49vp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疫情在世界迅速扩散，截至 3月 18日 0时，意大利感染人数已超 3万，伊

朗、西班牙感染人数过万，韩国、法国、德国、美国、瑞士、英国、荷兰、比

利时、奥地利、挪威、瑞典感染人数均已过千。（“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Report 58,”Mar.18, 2020, WHO website,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

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8-sitrep-58-covid-19.pdf?sfvrsn=20876712_2，

accessed Mar.16, 2020.）晚，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全国讲话，针对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遇到过如此需要共同和团

结行动的挑战”。（《德国总理 2020年 3月 18 日关于新冠疫情的全国讲话》，“枏说”微信公众号，

2020 年 3 月 19 日，https://mp.weixin.qq.com/s/NVedaf-ACzla_1nP1uzCG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特朗普在 Twitter 上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这种做

法，更多是为推卸抗疫不力责任及转移民众对其批评的一种藉口，却有挑起种

族主义之嫌，受到包括美国舆论在内的世界舆论的批评。（Graeme Wood, “The 

‘Chinese Virus’ Is a Test. Don’t Fail It,” Mar. 18, 2020,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rumps-chinese-virus-tweet/608263/, 

accessed Mar. 20, 2020; Amanda Walker,“Coronavirus： Trump’s ‘Chinese Virus’Phrase Helps 

Him Delfect COVID-19 Blame,”Mar. 19, 2020, Sky News, 

https://news.sky.com/story/coronavirus-trumps-chinese-virus-phrase-helps-him-deflect-covid-

19-blame-11959960, accessed Mar. 20, 2020.）自 2015年起，世卫组织已经呼吁停止用

人名、地名等为新发疾病命名。（《世卫组织发布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2015 年 5 月 8

日，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www.who.int/mediacentre/news/notes/2015/naming-new-

diseases/zh/，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3 月 19日（二月二十六日） 

https://mp.weixin.qq.com/s/Jg8jMaMpse-wPsecx49vpw
https://mp.weixin.qq.com/s/Jg8jMaMpse-wPsecx49vpw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8-sitrep-58-covid-19.pdf?sfvrsn=20876712_2，accessed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8-sitrep-58-covid-19.pdf?sfvrsn=20876712_2，accessed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8-sitrep-58-covid-19.pdf?sfvrsn=20876712_2，accessed
https://mp.weixin.qq.com/s/NVedaf-ACzla_1nP1uzCGQ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rumps-chinese-virus-tweet/608263/
https://news.sky.com/story/coronavirus-trumps-chinese-virus-phrase-helps-him-deflect-covid-19-blame-11959960
https://news.sky.com/story/coronavirus-trumps-chinese-virus-phrase-helps-him-deflect-covid-19-blame-11959960
https://www.who.int/mediacentre/news/notes/2015/naming-new-diseases/zh/
https://www.who.int/mediacentre/news/notes/2015/naming-new-disease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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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6例，新增出院 733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19日，武汉市人

民政府网站，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19_306977.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至本日，武汉已累计报告病例 50005例，累计死亡

2496人，尚有确诊病人 6744例，其中重症 1779人。疫情尚未结束，但武汉人

民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0”例。这是武汉人民坚持抗疫、全国对武汉大力支

援以及全球友好人士对武汉援助的结果。 

国家监委调查组就有关李文亮情况调查情况进行通报，通报认为 “中南路

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并建议湖北省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

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李

文亮有关情况调查通报》，2020 年 3 月 19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9_2185678.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0 日。）据此，“武汉市公安局决定撤销训诫书，并就此错误向当事

人家属郑重道歉”。同时，武昌区公安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副所长杨力及民警胡

桂芳，被分别给与“行政记过”和“行政警告”处分。（《武汉市公安局对李文亮被训诫

一案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派出所副所长及民警受处分》，楚天都市网，2020 年 3 月 19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19/hubei29884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1 日。） 

本日起，武汉市无疫情小区居民开始被准许分批、分时段、分楼栋，在小

区内进行非聚集性个人活动。无疫情小区内商业网点，也可在每日 9：00-17：

00恢复对居民正常营业。（《武汉全市解封还要多久？国家卫健委专家这样说》，“武汉发布”微信

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1 日，https://mp.weixin.qq.com/s/JMO10D-dzlTJcMD_R5iVU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1 日;《武汉无疫情小区内商业网点限时开放！每户居民可派一人购物》，“武汉发布”微信公众

号，2020 年 3 月 20 日，https://mp.weixin.qq.com/s/WMPLvcmrzwMtsS2-fgxtW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1 日。） 

 

3 月 20日（二月二十七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1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2例，新增出院 624例。（《2020 年 3 月 19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0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19_306977.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9_2185678.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19/hubei29884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JMO10D-dzlTJcMD_R5iVUA
https://mp.weixin.qq.com/s/WMPLvcmrzwMtsS2-fgxt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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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0_2185779.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本日起，武汉市快递业全面恢复寄递服务。（《武汉各快递企业即日起逐步全面恢复寄

递服务》，楚天都市网，2020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0/hubei29899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1 日。） 

湖北省新冠疫情防空指挥部发出通知，请各省援鄂疾控小组暂缓离鄂，“按

原计划承担相关工作”。（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国家及各省援鄂

疾控工作队暂缓离鄂的通知》，2020 年 3 月 20 日，大楚网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5Zsfl9PCOoJarOxWvrnth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3 月 21日（二月二十八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0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6例，新增出院 502例。（《2020 年 3 月 20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1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1_2186671.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1 日。） 

同日，襄阳、十堰两地的东风本田员工 1013名乘汉十列车返岗复工专列抵

达汉口站。（《刚刚！武汉首个返岗复工专列抵达汉口站》，楚天都市网，2020 年 3 月 21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1/hubei299251.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疫情继续在全球发酵，截至 21日 0时，全球累计感染新冠病毒肺炎人数已

达 265361 人，除中国外，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德国、美国、法国感染病例

均已过万，意大利因新冠肺炎致死人数已超 4000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Report 62,”Mar.21, 2020, WHO website，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21-sitrep-61-

covid-19.pdf?sfvrsn=f201f85c_2，accessed Mar.22, 2020.）在此情形下，是日广东出现首

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2020 年 3 月 22 日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月 22 日，广东

省卫健委网站，http://wsjkw.gd.gov.cn/zwyw_yqxx/content/post_293765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0_2185779.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0/hubei29899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5Zsfl9PCOoJarOxWvrnthw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1_2186671.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1/hubei299251.html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21-sitrep-61-covid-19.pdf?sfvrsn=f201f85c_2，accessed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21-sitrep-61-covid-19.pdf?sfvrsn=f201f85c_2，accessed
http://wsjkw.gd.gov.cn/zwyw_yqxx/content/post_2937652.html


97 

 

3 月 22日（二月二十九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4例，新增出院 463例。（《2020 年 3 月 21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2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2_2187178.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所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征集临床

试验志愿者消息发出后，武汉市民踊跃报名，截至本日，已有 4667 人报名，将

从中选出 108人进行临床试验。（《他们勇敢伸出手臂，参与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长江日报

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2日，https://mp.weixin.qq.com/s/ChYPLY7sZfuPS3vQ4J8m1w，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23 日。） 

自 20日开始，有篇题为《一位武汉记者的作文：〈我最难忘的一天〉》开始

在网上流传，里面提到了武汉有“复阳”患者被拒收情况及有社区出现新增病

例但武汉全市却是零增长。本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特别发出通告，

进行辟谣。（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涉疫大数据和流行病学调查组：《网传湖北一位主流媒体

记者的亲身经历：〈我最难忘的一天〉披露武汉有新增确诊病例的情况不实》，2020 年 3 月 22 日，武汉发

布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oGxlUZO09CVwAX25pFsXZ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3 月 23日（二月三十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2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9例，新增出院 434例。（《2020 年 3 月 22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3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3_218781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财新网报道，据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透露，“现在每天还能检出几例或十

几例无症状阳性者，还不能判断武汉的传播是否彻底阻断”。所谓“无症状感染

者”，指的是无临床症状，但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学或血清 IgM抗体检测

阳性者。自第四版防控方案起，无症状感染者不计入确诊病例，但在网络直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2_218717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ChYPLY7sZfuPS3vQ4J8m1w，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ChYPLY7sZfuPS3vQ4J8m1w，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oGxlUZO09CVwAX25pFsXZQ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3_21878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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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为独立类别单独报告，不对外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也有传染性，所以其传

播有一定隐患。（《每天仍检出多例无症状感染者，援鄂疾控工作队暂缓撤离》，财新网，2020 年 3 月

23 日，http://www.caixin.com/2020-03-23/10153257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日。）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与李兰娟院士领衔的 14省 21支医疗队 2801

名医护代表一起，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种下一片桂树林，以作“感恩

林”。（《李兰娟院士领衔医疗天团共栽“感恩林”》，楚天都市网，2020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3/hubei299596.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4 日。） 

自本日起，武汉市开放各殡仪馆，供亲属领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去世人员

的骨灰。各殡仪馆门前领取亲人骨灰的人们每日排起了长队。（《武汉开放骨灰领取，

汉口殡仪馆逝者亲属排起长队》，财新网，2020 年 3 月 26 日，http://china.caixin.com/2020-03-

26/10153455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是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

出：“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

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疫情在全球出现大流行，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可掉以轻心。”（《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中国新闻网，2020 年 3 月 23 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20/03-

23/913514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本日，世卫组织总干事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全世界已有超过 30万报告病

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并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加速”，病例第一次达到

10万人经过了 67天，由 10万人达到 20万人经过了 11天，由 20万人达到 30

万人只经过了 4天。（“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Mar. 23,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

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23-march-2020, accessed Mar. 26, 2020.） 

是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呼吁拒绝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

毒”等污名化称法，主张遵从世卫组织建议，用“冠状病毒”命名此次大流行

病毒，因为“一个充满恐惧和危险的时代需要的是团结、人道、奉献和希望，

而不是歇斯底里和仇恨”，而污名化称法可能加剧亚裔人士在世界各地受到攻

击,并会分裂人们在对抗病毒威胁时的团结。（The Editorial Board, “Call It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3, 2020, 

http://www.caixin.com/2020-03-23/101532573.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3/hubei299596.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26/101534558.html
http://china.caixin.com/2020-03-26/101534558.html
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20/03-23/9135148.shtml
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20/03-23/9135148.shtml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23-march-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23-march-2020


99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3/opinion/china-coronavirus-

racism.html?fbclid=IwAR3C2djh9pXh-fFMo_xH6vH019zmod8YCXJatSNgkANL8Um_NNadoy1rlGM, accessed 

Mar. 26, 2020.） 

 

3 月 24日（三月一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例，

新增死亡 7例，新增出院 426例。（《2020 年 3 月 23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4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4_2188840.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4 日。）武汉新增病例为湖北省人民医院（本部）医生，近期在医院

上班，“不排除院内感染”。（《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2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

站，2020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4_307428.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4 日。） 

    湖北省新型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从 3月 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

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

有序流动。“从 4月 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

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空指挥部通告》，2020 年 3 月 24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4_218925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4 日。） 

    方方的《武汉日记》至本日结束了。在此前艰难的日子里，她说出了很多

人尤其是武汉人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使人感觉被倾听，让真相更能为人所

知。她的日记，像一束温暖的光，虽然微弱，却带来了温暖和希望。等到凌晨

阅读方方日记，已成为不少人的新习惯。（《芳芳日记完结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3

月 24 日）》，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月 25 日，

https://mp.weixin.qq.com/s/cnjyFlzf193M9oZkisZAx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本日，鉴于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东京奥

组委发布联合声明，东京奥运会延期至 2021 年举行。（“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3/opinion/china-coronavirus-racism.html?fbclid=IwAR3C2djh9pXh-fFMo_xH6vH019zmod8YCXJatSNgkANL8Um_NNadoy1rlGM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3/opinion/china-coronavirus-racism.html?fbclid=IwAR3C2djh9pXh-fFMo_xH6vH019zmod8YCXJatSNgkANL8Um_NNadoy1rlGM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4_2188840.s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4_307428.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4_218925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cnjyFlzf193M9oZkisZA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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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Tolyo 2020 Organising Committee,” Mar, 24, 2020, 

https://www.olympic.org/news/joint-statement-from-the-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and-

the-tokyo-2020-organising-committee,accessed Mar. 26, 2020.） 

 

3 月 25日（三月二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2例，新增出院 472例。（《2020 年 3 月 24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5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5_218993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本日，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更新了湖北省市县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报

告，武汉市城区整体由高风险降为中风险。武汉 13个城区中，低风险城区 5

个，中风险城区 8个。（《武汉市城区疫情评估等级降为中风险》，2020 年 3 月 26 日，湖北省人民

政府网站，https://www.hubei.gov.cn/hbfb/szsm/202003/t20200326_21917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从今天起，武汉恢复 117条公交线路。（《今起，武汉 117 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6 条地

铁 28 日起恢复！》，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3 月 25 日，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sz/202003/t20200325_2189926.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25 日。） 

     

3 月 26日（三月三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5例，新增出院 382例。（《2020 年 3 月 25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6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6_2191381.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本日，鉴于国外疫情发展迅速，外交部发布公告，自 3月 28日 0时起，暂

停外国人持目前有效的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证入境。持外交、公务、礼遇、C

字签证者入境不受影响。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

https://www.olympic.org/news/joint-statement-from-the-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and-the-tokyo-2020-organising-committee
https://www.olympic.org/news/joint-statement-from-the-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and-the-tokyo-2020-organising-committee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5_2189936.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szsm/202003/t20200326_2191726.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sz/202003/t20200325_21899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6_21913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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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

签证入境不受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

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的公告》，2020 年 3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6185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法国将一列 TGV 高铁列车改造成重症病房，以将重症病患者由患病人数较

多的东部地区转移到疫情相对缓和的西部地区。此班列车车厢改装成重症病

房，装备呼吸机、氧气机等医疗设备。每节车厢配备一支医疗小组，包括 1名

重症医师、1名麻醉医生以及 3名护士，可容纳 4名患者。（《TGV 救命特快车：法国高

铁“改装病房”的确诊患者大运送》，联合新闻，2020 年 3月 27 日，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4448788，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7日。） 

 

3 月 27日（三月四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4例，新增出院 523例。（《2020 年 3 月 26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7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7_219406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3 月 28日（三月五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3月 2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3例，新增出院 360例。（《2020 年 3 月 27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8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8_219543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8 日。） 

    自本日零时起，火车汉口站、武昌站、武汉站恢复到达客运业务。（《武汉今

日开启进城铁路大通道，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020 年 3 月 28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hbfb/szsm/202003/t20200328_219546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8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sjxw_674887/t1761858.shtml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4448788，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7_2194064.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8_2195436.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szsm/202003/t20200328_21954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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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卫组织通报，截至 28日 10时，世界范围内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

571，659 例，死亡 26,493人。其中中国报告病例 82,213例，意大利报告病例

86,498 例，美国报告病例 85,228例。意大利和美国报告病例超出了中国。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ituation Report-68,”Mar.28，2020， WHO website,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28-sitrep-68-

covid-19.pdf?sfvrsn=384bc74c_6 ，accessed Apr.2， 2020.） 

 

3 月 29日（三月六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3月 28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5例，新增出院 467例。（《2020 年 3 月 28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9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9_307937.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近日，随着国内陆续发现“无症状感染者”造成病毒传播的情况，无症状感

染者受到舆论关注，也在部分民众中造成恐慌。有不少媒体呼吁将“无症状感

染者”纳入通报范围。（李钧德、牛少杰：《不能引起新的恐慌！“无症状感染者”情况应及时公

布》，《半月谈》微信公众号，2020 年 2 月 2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dIFogulGmllXVQWAz9tniA，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刘登辉：《无症

状感染者统计数据应公开透明》，“财新健康”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30 日，

https://mp.weixin.qq.com/s/svaezaPaYZzXFD5AZk77K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3 月 30日（三月七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3月 29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4例，新增出院 315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29日）》，2020 年

3 月 30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0_308031.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是日，国家指派专机，并由国家医疗专家和广西医护团队，将处于深度昏

迷的广西援鄂医疗队成员梁小霞护送回广西南宁，继续治疗。梁于 2月 21日来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28-sitrep-68-covid-19.pdf?sfvrsn=384bc74c_6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28-sitrep-68-covid-19.pdf?sfvrsn=384bc74c_6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9_30793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IFogulGmllXVQWAz9tniA
https://mp.weixin.qq.com/s/svaezaPaYZzXFD5AZk77Kg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0_308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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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救治工作，2月 28日 9：30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离开隔离

病区时突然晕倒，据称原因为过度劳累脱水，导致心脏骤停。（《揪心！广西支援湖北

医疗队晕倒护士意识尚未恢复，仍在抢救中》，广西新闻网，2020 年 2 月 29 日，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229/newgx5e5a4f8c-1931523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4 日；《广西援鄂医疗队员梁小霞转运回南宁继续救治》，澎湃，2020 年 3 月 30 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58726，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本日起，武汉市部分商场重启营业。（《哪些人在逛商场？卖得最俏的是啥？看看记者现

场打探》，楚天都市网，2020年 3 月 31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31/hubei301313.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3 月 31日（三月八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3月 30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

新增死亡 1例，新增出院 269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30日）》，2020 年

3 月 3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1_308094.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向援汉医疗队全体队员发出感谢信。信中

表示：“感谢你们在武汉人民遭遇疫情的困难时刻，迎难而上、冲锋在前，以命

搏命、舍命相助，用大爱温暖了整座城！因为你们的到来，武汉更多患者得到

了及时有效的救治；因为你们的到来，武汉才这么快地迎来了疫情防控斗争的

胜利曙光；因为你们的到来，武汉才有了今天的稳定和安宁。你们是最大的功

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武汉人民永远铭记你们的恩情！”（《中共武汉市委、武汉

市人民政府致援汉医疗队全体队员的感谢信》，2020 年 3 月 3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1_308080.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日，为回应社会关切，国家卫健委首次把“无症状感染者”纳入情况通

报。据通报，3月 30日 0-24时，全国共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30 例，转为

确诊病例 2例，解除隔离 302例，尚在医学观察者 1367例，比前一日减少 174

例。（《截至 3 月 31 日 24 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2020 年 4 月 1 日，国家卫健委网站，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229/newgx5e5a4f8c-19315230.shtml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58726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31/hubei301313.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1_308094.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1_308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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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4/28668f987f3a4e58b1a2a75db60d8cf2.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是日，鉴于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教育部发出公告，2020 年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延期一个月（延至 7月 7日至 8日）举行。此外，“湖

北省、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的意见，商

教育部同意后及时向社会发布。”（教育部：《关于 2020 年全国高考时间安排的公告》，2020 年

3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003/t20200331_43666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中外科学家联合评估，截至 2月 19日，武汉及湖北的封锁措施使全国其他

省份患病人数得以减少约 169,161人（在外省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的情况下）至

542,000 人（在外省不采取防疫措施的情况下）。（Huaiyu Tian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Transmission Control Measures during the first 50 Day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Mar. 31, 2020,Science website,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30/science.abb6105/tab-pdf ,accessed 

Apr. 2, 2020.  ） 

 

4 月 1 日（三月九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3月 3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例

（境外输入），新增死亡 5例，新增出院 173 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 4 月 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1_308284.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1 日。） 

 

4 月 2 日（三月十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4月 1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新

增死亡 6例，新增出院 14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5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

（2020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4 月 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4/28668f987f3a4e58b1a2a75db60d8cf2.s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003/t20200331_436662.html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3/30/science.abb6105/tab-pdf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1_308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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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396.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2 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王兵冯效林、江学庆、刘智明、李文亮、张抗美、肖

俊、吴涌、柳帆、夏思思、黄文军、梅仲明、彭银华、廖建军等 14 人为烈士。

（《湖北 14 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新华社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2

日，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本日，100位中国学者联名在《外交学人》杂志向美国人民发出公开信，

呼吁两国由尊重科学、珍爱生命、保护人民的角度合作抗击新冠病毒疫情。（“An 

Open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00 Chinese Scholars,”The Diplomat, 

Apr.2,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an-open-letter-to-the-people-of-the-united-

states-from-100-chinese-scholars/, accessed Apr.6,2020.） 

 

4 月 3 日（三月十一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4月 2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新

增死亡 4例，新增出院 14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1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

（2020 年 4 月 2 日）》，2020 年 4 月 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431.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3 日。）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团队通过对疫情爆发后武汉的 102只猫

进行新冠病毒抗体测试，发现有 15只呈阳性。这预示着猫也可能成为潜在的传

染源。（Qiang Zhang et al., “SARS-CoV-2 Neutralizing Serum Antibodies in Cats: a 

Serological Investigation,” Apr. 3, 2020,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01.021196v1.full.pdf, accessed Apr. 

5,2020.） 

本日，95名美国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联名发出公开信，倡导中美联合抗疫：

“没有美国与中国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任何对抗新冠病毒——不管是拯救美国

人的生命还是在美国之外抗击疫情——的努力都不会成功。”（“Saving Lives in 

America,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Apr. 3, 2020,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Website, 

https://china.ucsd.edu/statement/index.html, accessed Apr. 6, 2020. ）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39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an-open-letter-to-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from-100-chinese-scholars/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an-open-letter-to-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from-100-chinese-scholars/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431.html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01.021196v1.full.pdf
https://china.ucsd.edu/state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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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三月十二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4月 3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例，新

增死亡 4例，新增出院 15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4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

（2020 年 4 月 3 日）》，2020 年 4 月 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4_308525.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4 日。） 

10 时，随着防空警报响起，汽车、火车、舰船也鸣起了笛声，全国人民向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牺牲的烈士及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逝世的同胞默哀 3分

钟。截至昨日 24时，全国共报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3326例，因新冠肺炎去世

而未能登记者又不知凡几，间接因新冠肺炎去世者更不计其数。因为这场疫

情，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多少人失去了亲人和朋友，又有多少人的生活受到了

极大干扰。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力医生（Dr Gauden Galea）亦发文致悼： 

此时此刻，我们驻足默哀，以纪念那成千上万名来自各行各业、因 2019 冠

状病毒病而逝去的人们。这个病毒从不挑选受害者，它带走的宝贵生命有学生

和老师，有祖父母和孙子孙女，有银行家和建筑工，有医生和护士，有工程师

和农民，还有我们的邻居、朋友和家人。此时此刻，我们仍要继续战斗，让我

们一起向那些已经不再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同伴们给予哀思。他们的生命和他们

留下的精神将汇聚成力量，助力我们一起去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安全、更健康

的未来。（《此时此刻，给予哀思，继续战斗》，2020 年 4 月 4 日，世界卫生组织微信公众

号，https://mp.weixin.qq.com/s/hq4gi73FeqlSQF95RQg5-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4

日。） 

早在 3月 26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已发布第 21号通告，暂停殡

仪馆、公墓等处祭扫服务，恢复开放时间不早于 4月 30日，推出集体祭扫和网

络祭扫服务。（《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21 号）》，“武汉发布”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6 日，https://mp.weixin.qq.com/s/CGY7kpe-ZYDgfySW5B9Tiw，查询日期：2020 年 4月 5 日。） 

本日，湖北省暨武汉市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活动在汉口

江滩举行。中央指导组成员孙春兰、马晓伟、丁向阳、高雨、省委书记应勇、

省长王晓东、省政协主席许立全邓参加悼念。（李保林、周呈思：《湖北省暨武汉市深切悼

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活动举行》，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4 月 5 日，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4/t20200405_220578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4_30852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q4gi73FeqlSQF95RQg5-g
https://mp.weixin.qq.com/s/CGY7kpe-ZYDgfySW5B9Tiw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4/t20200405_22057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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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省委书记应勇和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一起，看望慰问了烈士李文

亮、刘智明、吴涌家属。（李保林、周呈思：《应勇在武汉慰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烈士家属》，

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4 月 5 日，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4/t20200405_220579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4 月 5 日（三月十三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4月 4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新

增死亡 3例，新增出院 18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3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

（2020 年 4 月 4 日）》，2020 年 4 月 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5_308608.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5 日。） 

本日，武汉市政法委副书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防控负责人罗平接受

中央电视台采访，表示 4月 8日虽重启离汉通道，但小区封控管理并不放松。

（《4 月 8 日接触离汉通道管控，小区封控仍然不能放松》，2020 年 4 月 6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2019_web/whyw/202004/t20200406_308647.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4 月 6 日（三月十四日）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4月 5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新

增死亡 1例，新增出院 69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4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

（2020 年 4 月 5 日）》，2020 年 4 月 6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40610402，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席专家杨炯教授对记者表示：“从

近三天普查数据来看，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占 0.15%-0.3%左右，也就是说大约

有一两万的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只是冰山一角，武汉防疫

形势依然严峻。（《专家：武汉无症状感染者约一两万，解封还要谨慎防护》，原载《健康时报》，网

易新闻，2020 年 4 月 6 日，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004/t20200405_2205790.s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5_308608.html
http://www.wuhan.gov.cn/2019_web/whyw/202004/t20200406_308647.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406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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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163.com/20/0406/14/F9HMB89H0001899O.html?f=relatedArticle，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山东首批援鄂医疗队成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管护师张静静，于本日 18

时 58分抢救无效去世。张 1月 26日抵达武汉，随后前往黄冈支援，3月 21日

回到山东，4月 4日下午隔离期满。5日晨 7时突发心脏骤停。（《痛！张静静走了》，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mp.weixin.qq.com/s/aFDFhdtRo4rSrvLXKpeEuA，

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7 日。） 

 

4 月 7 日（三月十五日） 

湖北省卫健委通报，4月 6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新

增死亡 0例，新增出院 59例。（2020 年 4 月 6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4 月 7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7_220647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4 月 7 日。） 

上午，省委书记应勇主持召开省防控指挥部会议，研究解除离汉通道管

控、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应勇强调：“新增病例零增长不等于疫情零风险，交

通管控解除不等于防控措施解除，打开城门不等于打开家门。”应勇还指出，要

进一步加强重点人群流调和防控，对治愈出院患者实行隔离观察、复诊复检、

跟踪随访等全流程健康管理；对复阳病人加强跟踪管理和医疗救治；开展无症

状感染者的监测预警、筛查甄别、隔离管理、医疗救治，对其密切接触者实施

相关医学管理，切实阻断传播途径。（《武汉“解封”！省委书记应勇：打开城门不等于打开家

门》，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4 月 7 日，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gdzs/202004/t20200407_2207171.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4 月 8 日。） 

 

4 月 8 日（三月十六日） 

0时整，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长江两岸上演了灯光秀。（《武汉

重启！零点的江城迎来高光时刻！》，楚天都市网，2020 年 4月 8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408/hubei30267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8 日。） 

https://news.163.com/20/0406/14/F9HMB89H0001899O.html?f=relatedArticle
https://mp.weixin.qq.com/s/aFDFhdtRo4rSrvLXKpeEuA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7_2206474.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gdzs/202004/t20200407_2207171.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408/hubei30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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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健委通报，4月 7日 0-24时，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0例，新

增死亡 1例，新增出院 69例。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0例，尚在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 670例。截至 4月 7日 24时，武汉共累计报告新冠病例 50008

例，出院 46991例，死亡 2572例，尚有在院治疗病例 445例。（2020 年 4 月 7 日湖

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4 月 8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8_220721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4 月 8 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8_22072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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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统计表（附图） 
 

 

日期 
新增确诊病

例数 

新增死亡病

例数 
日期 

新增确诊病

例数 

新增死亡病

例数 

1月 2日 41 0 2月 9日 1921 73 

1月 3日 3 0 2月 10日 1552 67 

1月 4日 0 0 2月 11日 1104 72 

1月 5日 15 0 2月 12日 13436 216 

1月 6日 0 0 2月 13日 3910 88 

1月 7日 0 0 2月 14日 1923 107 

1月 8日 0 0 2月 15日 1548 110 

1月 9日 0 1 2月 16日 1690 76 

1 月 10日 0 0 2月 17日 1600 72 

1 月 11日 -18 0 2月 18日 1660 116 

1 月 12日 0 0 2月 19日 615 88 

1 月 13日 0 0 2月 20日 319 99 

1 月 14日 0 0 2月 21日 366 90 

1 月 15日 0 1 2月 22日 541 82 

1 月 16日 0 0 2月 23日 348 131 

1 月 17日 0 0 2月 24日 464 56 

1 月 18日 4 1 2月 25日 370 52 

1 月 19日 17 1 2月 26日 383 19 

1 月 20日 60 2 2月 27日 313 28 

1 月 21日 105 3 2月 28日 420 37 

1 月 22日 62 8 2月 29日 565 26 

1 月 23日 70 6 3月 1日 193 32 

1 月 24日 46 15 3月 2日 111 24 

1 月 25日 46 7 3月 3日 114 31 

1 月 26日 80 18 3月 4日 131 23 

1 月 27日 892 22 3月 5日 126 23 

1 月 28日 315 19 3月 6日 74 21 

1 月 29日 356 25 3月 7日 41 21 

1 月 30日 378 42 3月 8日 36 18 

1 月 31日 576 33 3月 9日 17 16 

2月 1日 894 32 3月 10日 13 19 

2月 2日 1033 41 3月 11日 8 7 

2月 3日 1242 48 3月 12日 5 6 

2月 4日 1967 49 3月 13日 4 10 

2月 5日 1766 52 3月 14日 4 10 

2月 6日 1501 64 3月 15日 4 13 

2月 7日 1985 67 3月 16日 1 11 

2月 8日 1379 81 3月 17日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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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新增确诊病

例数 

新增死亡病

例数 

日期 新增确诊病

例数 

新增死亡病

例数 

3 月 18日 0 6 3月 29日 0 4 

3 月 19日 0 2 3月 30日 0 1 

3 月 20日 0 6 3月 31日 1 5 

3 月 21日 0 4 4月 1日 0 6 

3 月 22日 0 9 4月 2日 0 4 

3 月 23日 1 7 4月 3日 1 4 

3 月 24日 0 2 4月 4日 0 3 

3 月 25日 0 5 4月 5日 0 1 

3 月 26日 0 4 4月 6日 0 0 

3 月 27日 0 3 4月 7日 0 1 

3 月 28日 0 5 总计 50749 2720 

说明：本统计表中日期非严格病例确诊及死亡时间，乃上报时间。根据新增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统计总数

与湖北省卫健委发布的武汉市累计病例总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分别为 50008 人和 2572 人）稍有不符，尚

无法判断何者为是。 

资料来源：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卫健委逐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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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武汉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名单（部分） 

 

（1）某，男，61岁，1月 9日晚去世。 
（《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2020 年 1 月 1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6，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2）熊某某，男，69 岁，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病，2020 年 1 月 4 日入院，15

日 00：45去世。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16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60905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3）某  1月 18日去世。 

据 1月 19日通报，至 1月 17 日 24时，死亡 2例。1月 21日通报，截至 1月 19日 24

时，死亡 4 例。其中 19 日死亡病例 1 例。则 18 日应当有一死亡病例。未知姓名。（《武汉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年 1月 2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3，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4）陈某  男，89 岁，1月 13日发病，18 日入院， 19日 23：39 去世。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3，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5）李某某  男，66 岁，1月 10日左右发病，16日入院，20日 10：35去世。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5，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6）殷某某  女，48 岁，，2019年 12月 10日发病，12月 31日转入金银潭医院，

2020年 1月 20日 14：31去世。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1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5，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7）王某  男，75 岁，1月 11日入院， 20日 11：25抢救无效死亡。 

湖北省卫建委 22 日通报，21 日新增死亡 3 例，所附名单及详情中本例实际为 20 日死

亡。或日期有误，或上报较迟，推测因上报较迟。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8）刘某  男，82 岁，1月 14日入院，1 月 21日 01:18抢救无效死亡。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109036，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1609057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3，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3，查询日期：2020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5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2109085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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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9）罗某  男，66 岁，2019年 12月 23日发病，2020年 1月 2日转入金银潭

医院， 21日 9；50 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0）袁某  女，70 岁，1月 13日入院，1 月 21日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1）雷某  男，53岁，1月 10日发病，20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1 日 04：00

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2）王某  男，86 岁，1月 9日入院，21 日 17：50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3）周某  男，65 岁，1月 11日入院，21 日 19：54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4）詹某  男，84 岁，1月 7日发病，10 日入院，22日 10：52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5）张某  男，81 岁，1月 18日入院， 22日 10：56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6）胡某  女，80 岁，1月 11日发病，18 日入院，22日 16：00 经抢救无效

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2_2014328.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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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17）张某  女，82 岁，1月 12日发病， 22日 18：00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8)赵某某  女，85 岁，2019年 11月 26日因间断心慌 1年，且症状加重，入

湖北省中医院治疗，1月 21日 18：50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9）殷某某  女，69岁，1月 14日入院，22日 03：25分抢救无效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0）李某  男，36 岁，1月 9日入院， 23 日 13：45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1）张某某  男，73岁，1月 5日入院， 22日 18：23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2）邵某某  女，70岁，1月 18日发病， 23日 00：45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3）刘某某  男，81岁，1月 13日入院，21日 9：38去世。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4）陈某某  男，70岁，1月 19日入院，23日 20:55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5）程某某  女，76岁，1月 5日入院，24日 18:09去世。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3_201452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24_2014626.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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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6）邓某某  男，72 岁，1月 18 日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3日 18:50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7）洪某  男，72岁，1月 17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4日 2:50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8）乐某某  男，55岁，1月 19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4日 10:15 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9）李某某  男，87岁，1月 19日入住协和医院，23日 18:32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0）刘某某  女，66岁，1月 19日入住同济医院，21日 12:31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1）刘某某  男，58岁，1月 18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4日 2:54 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2）刘某某  男，66岁，1月 11日入住普仁医院，20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1

日 4:30 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3）骆某某 男，78岁，1月 23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4日 10:00 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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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宋某某  男，65岁，1月 16日入院，23日 00:46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5）吴某某  男，67岁，1月 15日入住武汉市第四医院，24日 3:01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6）杨某某  男，58岁，1月 1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3日 17:01 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7）张某某  女，67岁，1月 12日入住东西湖人民医院，23日 18:24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8）周某某  女，82岁，1月 17日转入金银潭医院，23日 18:24 去世。 
（《2020 年 1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网站，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9）梁武东  男，62 岁，1月 16日前往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18日转

到金银潭医院，25 日 7：00去世。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喉科退休医生。（《湖北医生梁武东患新型肺炎去世，真实情况是这

样的！》，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25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5/hubei287345.html，查

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40）-（45）缺。 

据 1月 2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25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2020年 1月 26 日，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12.shtml，湖

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查询日期你：2 月 21 日。） 

 

（46）王献良   1 月 26日下午抢救无效去世。 

武汉市民宗委原主任。（《武汉市民宗委原主任王献良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去世》，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月 27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7/hubei28767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13日。） 

 

（47）-（63）缺。 

据 1月 26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26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2020 年 1 月 2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5_2014855.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5/hubei287345.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12.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27/hubei287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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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1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64）- （85）缺。 

据 1月 2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27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8_2015612.shtml，湖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86）-（104）缺。 

据 1月 28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28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1 月 2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0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05）吴美霞  女，64岁，1月 17日发病，29日 8：10抢救无效去世。 
（《母亲因新冠肺炎去世，在家隔离的儿子发帖提醒大家……》，楚天都市网，2020 年 1 月 31 日，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31/hubei288578.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107）-（129）缺。 

据 1月 29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29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1 月 3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0_201630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30）-（171）缺。 

据 1月 30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30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1 月 3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1_201668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72）-（204）缺。 

据 1月 3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1 月 31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1_201710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05）-（236）缺。 

据 2月 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2020 年 2 月 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2_201765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19.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1/t20200128_2015612.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29_2016108.s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131/hubei288578.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0_201630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1/t20200131_2016681.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1_2017101.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2_20176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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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77）缺。 

据 2月 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2020 年 2 月 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3_201827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278）何辉  男，54岁，2月 3日抢救无效去世。 

某服装企业总经理，武汉封城后曾加入志愿者车队，接送医护人员，遗言将骨灰撒在长

江。（《逝者何辉》，梨视频，2020 年 3 月 12 日，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0383，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22 日。） 

 

（279）-（325）缺。 

据 2月 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3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2020 年 2 月 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4_201874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326）廖建军  男，50岁，2月 4日抢救无效去世。 

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民意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1 月 26 日该社区一名疑似

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病情加重情况，廖用轮椅将病人送至医院就诊，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

2020 年 4 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327）-（374）缺。 

据 2月 4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2020 年 2 月 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05_2019293.shtml，查询日期：2020年 3 月 5

日。） 

 

（375）-（426）缺。 

据 2月 5日上报死亡情况。（《2020 年 2 月 5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6_201984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427）邱钧  男，72岁，1月 24日发病，2月 2日确诊，2月 6日去世。 

健身教练。（《逝者邱钧》，梨视频，2020 年 3 月 21 日，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3282，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428）-（490）缺。 

据 2月 6日上报死亡情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3_2018273.shtml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0383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4_201874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05_2019293.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6_2019848.shtml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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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7_202060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491）李文亮  男，34 岁，1月 10日出现症状，12日住院，31日确诊，2月 7

日凌晨 02：58抢救无效去世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师，2019年 12月 30日在微信群中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

诊了 7例 SARS”消息，广为流传，被舆论誉为“吹哨人”。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健委等追

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

士。（《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李文亮有关情况调查通报》，2020 年 3 月 19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9_2185678.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0 日；《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492）红凌    男，54岁，2月 7日晚 11 时在协和医院逝世。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与人体重大疾病及稀有疾病相关基因 UBIAD1 的分子机制，

在此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红凌教授讣告》，2020年 2月 8 日，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http://life.hust.edu.cn/info/1012/9965.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493）-（557）缺。 

据 2月 7日上报死亡情况。（《2020 年 2 月 7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8_202141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558）肖俊  男，50岁，2月 8日抢救无效去世。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师，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健委

等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并于 4 月被湖北省人民政

府评为烈士。（《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559）-（638）缺。 

据 2月 8日上报死亡情况。（《2020 年 2 月 8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9_202193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639）-（711）缺。 

2 月 9日上报死亡情况。（《2020 年 2 月 8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0_202251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712）林正斌  男，62岁，2月 10日上午因新冠肺炎去世。 

同济医院教授，为副主任医师，武汉市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教授林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7_2020606.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19_218567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life.hust.edu.cn/info/1012/9965.htm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8_2021419.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09_2021933.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0_2022515.shtml


122 

 

正斌因新冠肺炎去世，享年 62岁》，网易新闻，2020 年 2 月 21 日，

https://news.163.com/20/0221/13/F5TOUUU00001899N.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日。） 

 

（713）刘纯烽  男，58岁，2月 2日出现咳嗽症状，5日住院，随后确诊，10

日 8：14 抢救无效去世。 

江夏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 月 28日下沉到社区进行疫情防控。3 月 19 日，被

追授为江夏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下沉社区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临近退休却因公牺牲》，

楚天都市网，2020年 3月 21 日，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1/hubei299186.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21 日。） 

 

（714）邱颷  男，51岁，1月 25日发病，2月 2日住院， 10日 21：52去世。 

武汉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逝者邱颷》，梨视频，2020 年 3 月 9 日，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955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715）-（778）缺。 

据 2月 10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0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1_202352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779）廖庆绪  男，66岁，1月 27日确诊，2月 3日住院，11日凌晨去世。 

私人诊所医生，曾对妻子说把病人的病治好了，“比喝排骨汤还舒服”。（《逝者廖庆绪》，

梨视频，2020 年 3 月 14 日，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132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780）-（850）缺。 

据 2月 1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1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1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12_202465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851）-（1066）缺。 

据 2月 1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2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3_2025582.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067）丁平原  男，59岁，1月 22日发病，2月 2日住院，13日去世。 

社区保安，1月 30日病情加重，因无床位无法住院。（《逝者丁平原》，梨视频，2020 年 3 月

11 日，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0096，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1068）刘寿祥  男，62岁，2月 13日凌晨 5点在金银潭医院去世。 

著名水彩画家，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湖北美院教授刘寿祥因新冠肺炎在武汉去世》，新浪网，

2020 年 2 月 13 日，http://news.sina.com.cn/o/2020-02-13/doc-iimxyqvz2631708.s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23 日。） 

https://news.163.com/20/0221/13/F5TOUUU00001899N.html
http://www.ctdsb.net/html/2020/0321/hubei299186.html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9552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1_2023521.shtml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1327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12_2024650.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3_2025582.s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60096，查询日期：2020
http://news.sina.com.cn/o/2020-02-13/doc-iimxyqvz26317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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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肖贤友  男，47岁，1月 16日出现症状，2月 7日确诊，13日去世。 

二手车商，临死前写下遗书：“我的遗体捐（给）国家。”（《逝者萧贤友》，梨视频，2020 年

2 月 29 日，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7033，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1070）-（1154）缺。 

据 2月 1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3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

况》，2020 年 2 月 1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4_202718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1155）常凯  男，55岁，2月 14日 4：51 在武汉黄陂人民医院去世。 

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死前曾留下遗书。（《湖北电影制片厂员工常

凯一家四口相继去世，所留遗书让人泪目》，腾讯网，https://xw.qq.com/cmsid/20200216A0IUCV00，查询

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1156）柳帆  女，59岁，2月 7日确诊，14日 18：30抢救无效去世。 

副主任医师，生前在武汉市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从事护理工作。

去世前前，其父母和弟弟常凯均因新冠肺炎去世。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健委等追授为“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并于 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

（《武汉发布：护士柳帆去世前，其父母弟弟已因新冠去世》，网易新闻，2020 年 2 月 18 日，

https://news.163.com/20/0218/19/F5MLM3360001899O.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日；《新冠肺炎

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1157）张抗美  女，68岁，2月 14日去世。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返聘全科诊室临床内科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主动要求从事社区发热患者预检分诊工作，不幸感染新冠肺炎。2020 年 3 月被国家卫健

委等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并于 4 月被湖北省人民

政府评为烈士。（《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1158）-（1261）缺。 

据 2月 14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4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5_2028356.shtml，年 2 月 21 日。） 

 

（1262）段正澄  男，86岁，1月 27日发病，29日确诊，2月 15日 19：35在

协和医院去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全身伽马刀发明人。（《段正澄院士因新冠肺炎去世》，网易新闻，2020 年 2 月 17

日，http://news.163.com/20/0216/10/F5GILOOC0001899O.html，查询日期：20220 年 3 月 22 日。） 

 

（1263）-（1371）缺。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7033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4_2027189.shtml，查询日期：2020
https://xw.qq.com/cmsid/20200216A0IUCV00
https://news.163.com/20/0218/19/F5MLM3360001899O.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5_2028356.shtml
http://news.163.com/20/0216/10/F5GILOOC0001899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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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年 2月 15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6_203878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1372）-（1447）缺。 

据 2月 16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6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7_203934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1448）-（1519）缺。 

2 月 1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年 2月 17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8_209100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1520）刘智明  男，51岁，2月 18日 10：54分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抢

救无效去世。 

武汉市武昌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健委等追授为“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3019 名医务人

员感染，防护为什么失败？》，澎湃新闻，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43357，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新冠肺炎疫

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1521）王兵  女，73岁， 2月 18日去世。 

    武汉市洪山区王兵西医内科诊所主治医生，新冠疫情中坚持接诊，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健委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并于 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1522）-（1635）缺。 

据 2月 18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8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9_212995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1636）-（1723）缺。 

据 2月 19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19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20_2141275.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1

日。）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6_2038780.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7_2039347.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8_2091008.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43357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19_2129955.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tzgg/202002/t20200220_21412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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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刘章西  68 岁，2月 1日入院，2 月 20日去世。 

曾任《湖北日报》评论员。（《逝者刘章西》，梨视频，2020 年 3 月 2 日，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7702，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1725）彭银华  2 月 20日 21：50在金银潭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1月 25日入

院，1月 30日转往金银潭医院。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建委等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哀悼！武汉抗疫一线医生

彭银华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网易新闻，2020 年 2 月 21 日，

https://news.163.com/20/0221/07/F5T4N2TJ0001899O.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日；《新冠肺炎

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1726）-（1822）缺。 

据 2月 20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关于订正新冠肺炎疫情数据的情况说明》，2020 年 2

月 2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1_2144204.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2

日。） 

 

（1823）-（1912）缺。 

2 月 2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年 2月 21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2_214495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2

日。） 

 

（1913）-（1994）缺。 

2 月 2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年 2月 22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3_214559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6

日。） 

 

（1995）夏思思  女，29岁，1月 19日发病，2月 23日 6：30在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去世。 

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医生。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健委等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并于 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央视新闻”：《武

汉 29 岁女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2020 年 2 月 24 日，新浪微博，

https://s.weibo.com/weibo?q=%23%E6%AD%A6%E6%B1%8929%E5%B2%81%E5%A5%B3%E5%8C%BB%E7%94%9F%E6%8

4%9F%E6%9F%93%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5%8E%BB%E4%B8%96%23，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1996）-（2125）缺。 

据 2月 2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3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7702
https://news.163.com/20/0221/07/F5T4N2TJ0001899O.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1_2144204.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2_2144956.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3_2145593.shtml
https://s.weibo.com/weibo?q=%23%E6%AD%A6%E6%B1%8929%E5%B2%81%E5%A5%B3%E5%8C%BB%E7%94%9F%E6%84%9F%E6%9F%93%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5%8E%BB%E4%B8%96%23，查询日期：2020
https://s.weibo.com/weibo?q=%23%E6%AD%A6%E6%B1%8929%E5%B2%81%E5%A5%B3%E5%8C%BB%E7%94%9F%E6%84%9F%E6%9F%93%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5%8E%BB%E4%B8%96%23，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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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4_214630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6

日。） 

 

（2126）-（2181）缺。 

据 2月 24 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5_214690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6

日。） 

 

（2182）杨崇琪  男，66岁，2月 1日住院，25日晨去世。 

武汉工程大学退休教授，曾参与创办红桃 K集团。（逝者杨崇琪》，梨视频，2020 年 3 月 4

日，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8381，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2183）-（2233）缺。 

据 2月 2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5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6_215356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7

日。） 

 

（2234）-（2252）缺。 

据 2月 26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6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7_216063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7

日。） 

 

（2253）冯效林  男，66岁，2月 27日抢救无效去世。 

黄陂区人民医院中医科返聘副主任医师，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冯所在的盘龙城院区被

指定为定点医疗机构收治患者，冯每天坚持救治患者，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冯于 2020年 4

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追授为烈士。（《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

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2254）-（2280）缺。 

据 2月 2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7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8_216140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2 月 29

日。） 

（2281）-（2317）缺。 

据 2月 28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8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2 月 2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9_216253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年 3 月 2

日。） 

 

（2318）-（2343）缺。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4_2146303.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5_2146908.shtml
https://www.pearvideo.com/video_1658381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6_2153563.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7_216063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2/t20200229_21625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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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月 29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2 月 29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1_2164964.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2344）江学庆  男，55岁，1月 17日确诊，3月 1日凌晨 05：32 分去世。 

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待人亲切，被誉为“60分贝暖医”。2020年 3

月被国家卫建委等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4月被湖

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暖医”江学庆：生命定格在 55 岁》，央视网，

http://news.cctv.com/2020/03/03/ARTIP8LR4lJ6eZJNgqBZG09y20030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2345）-（2375）缺。 

据 3月 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2_216739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2376）-（2399）缺。 

据 3月 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3_217110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2400）梅仲明  男，57岁，3月 3日 12时在金银潭医院去世。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生前担任湖北省眼科学会委员、湖北省防盲

专家小组成员，曾获武汉市“光明特使”称号。2020年 3月被国家卫健委等追授为“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4月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烈士。（杜玮：

《武汉中心医院痛失第三名医生！同事回忆梅仲明患病经历》，中国新闻周刊网，2020 年 3月 11 日，

http://www.inewsweek.cn/society/2020-03-11/8796.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日；《新冠肺炎

疫情牺牲烈士简要情况》，2020 年 4 月 2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2401）-（2430）缺。 

据 3月 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3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4_2171907.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2431）-（2453）缺。 

据 3月 4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4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5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5_2172562.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5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1_2164964.shtml
http://news.cctv.com/2020/03/03/ARTIP8LR4lJ6eZJNgqBZG09y20030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2_2167398.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3_2171103.shtml
http://www.inewsweek.cn/society/2020-03-11/879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jUdU0G954pjgRfR6V2XWg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4_2171907.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5_21725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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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454）-（2476）缺。 

据 3月 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4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6_217370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2477）-（2497）缺。 

据 3月 6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6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7_217436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2498）-（2518）缺。 

据 3月 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7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8_217511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2519）-（2536）缺。 

据 3月 8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8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9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9_217578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2537）-（2552）缺。 

据 3月 9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8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0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0_2176610.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2553）-（2571）缺。 

据 3月 10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0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1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1_2178373.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2572）-（2578）缺。 

据 3月 1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1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2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2_2179619.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7_2174360.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8_2175118.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09_2175781.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0_2176610.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1_2178373.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2_21796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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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9）-（2584）缺。 

据 3月 1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2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3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3_2180668.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2585）-（2594）缺。 

据 3月 1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3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4_2181364.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2595）-（2604）缺。 

据 3月 14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4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5_2181853.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2605）-（2617）缺。 

据 3月 1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5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6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6_2182359.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2618）-（2628）缺。 

据 3月 16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6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7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7_2183115.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2629）-（2638）缺。 

3 月 1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年 3月 17 日湖北省新型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18 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8_2184233.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2639）-（2654）缺。 

据 3月 18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19日，武汉

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19_306977.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 

 

（2645）-（2646）缺。 

据 3月 19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19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3_2180668.shtml
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3/t20200314_2181364.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5_2181853.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6_2182359.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7_2183115.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18_2184233.s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19_306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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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0_2185779.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2647）刘劢  女，45岁，3月 20日上午在金银潭医院去世。 

武汉市中心医院档案管理员、伦理委员会成员。（《武汉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刘劢，不

幸染病离世》，“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0 日，https://mp.weixin.qq.com/s/F_gCe-

wfGOO3Fr1HTBsZe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2648）-（2652）缺。 

据 3月 20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0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1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1_2186671.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1 日。） 

 

（2653）-（2656）缺。 

据 3月 2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1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2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2_2187178.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2657）-（2665）缺。 

据 3月 2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2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3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3_218781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2666）-（2672）缺。 

据 3月 2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23日》，武汉

市人民政府网站，2020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4_307428.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4 日。） 

 

（2673）-（2674）缺。 

据 3月 24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5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5_2189936.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2675）-（2679）缺。 

据 3月 2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5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6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6_2191381.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0_2185779.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F_gCe-wfGOO3Fr1HTBsZeA
https://mp.weixin.qq.com/s/F_gCe-wfGOO3Fr1HTBsZeA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1_2186671.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2_2187178.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3_2187814.s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4_307428.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5_2189936.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3/t20200326_21913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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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0）-（2683）缺。 

据 3月 26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6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7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7_219406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2684）-（2686）缺。 

据 3月 2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6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7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7_219406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2687）-（2691）缺。 

据 3月 28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 年 3 月 28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3 月 29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9_307937.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2692）-（2695）缺。 

据 3月 29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29日）》，

2020 年 3 月 30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0_308031.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2696）缺。 

据 3月 30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30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1_308094.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2697）-（2701）缺。 

据 3月 3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3 月 31日）》，

2020 年 4 月 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1_308284.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1 日。） 

 

（2702）-（2707）缺。 

据 4月 1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4 月 2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396.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2 日。） 

 

（2708）-（2711）缺。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7_2194064.shtml
https://www.hubei.gov.cn/zhuanti/2020/gzxxgzbd/zxtb/202003/t20200327_2194064.s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29_307937.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0_308031.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3/t20200331_308094.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1_308284.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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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4月 2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4 月 2 日）》，2020

年 4 月 3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431.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3 日。） 

 

（2712）-（2715）缺。 

据 4月 3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4 月 3 日）》，2020

年 4 月 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4_308525.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4 日。） 

 

（2716）-（2718）缺。 

据 4月 4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4 月 4 日）》，2020

年 4 月 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5_308608.html，查询日期：

2020 年 4 月 5 日。） 

 

（2719）缺。 

据 4月 5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动态（2020 年 4 月 5 日）》，2020

年 4 月 6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40610402，

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2720）缺。 

据 4月 7日上报新冠病例去世情况。（2020年 4月 7 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020 年 4

月 8 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8_220721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4 月 8 日。） 

 

据每日新增计算，至 4月 7日 24时止，武汉应有死亡病例 2720例。而湖北省卫健委

4月 8日通报，武汉累计报告死亡病例 2572例，两者有出入。（2020年 4月 7 日湖北省新冠肺

炎疫情情况》，2020 年 4 月 8日，湖北省卫健委网站，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8_2207214.shtml，查询日

期：2020 年 4 月 8 日。） 

对于此次武汉新冠之疫死难者名单，笔者虽尽力搜集，所得有限，且已知死难者中也有

很多并不知道全名，实感难安。若有读者熟悉死难者情况，望能来信告知，以便以后修改时

编入。来信请发邮箱 wuhanstory2019@gmail.com。 

 

 

附录（3）：安徽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艾棋 安小峰 把明勤 白璐 柏玲 包凌腾 

鲍朝亮 鲍飞 鲍美兰 鲍宪斌 毕菊香 卞蓓蓓 

蔡朝阳 蔡传凤 蔡飞飞 蔡静 蔡军民 蔡莉莉 

蔡荣 曹芦松 曹梦楠 曹培凤 曹爽 曹挺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3_308431.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4_308525.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4/t20200405_308608.html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40610402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8_2207214.shtml
http://wjw.hubei.gov.cn/bmdt/ztzl/fkxxgzbdgrfyyq/xxfb/202004/t20200408_22072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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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小玲 曹旭 曹艳茹 曹银春 曹玉 曹振洲 

曹志敏 查海群 柴超 柴瑜 常浩 常乃坤 

常勤柱 常啸 常遇 畅达 陈臣 陈诚 

陈冲 陈川惠子 陈春丽 陈春霞 陈冬环 陈方方 

陈飞翔 陈凤娇 陈光 陈海勇 陈浩（1） 陈浩（3） 

陈红 陈红念 陈欢欢 陈佳辉 陈建新 陈佼佼 

陈谨 陈晋 陈晶晶 陈静（2） 陈静（3） 陈军 

陈磊 陈李 陈荔英 陈莉 陈琳 陈录坤 

陈璐 陈露 陈闽 陈萍萍 陈其娜 陈启明 

陈茜 陈树强 陈婷（2） 陈婷（6） 陈小军 陈小萍 

陈新华 陈新苹 陈鑫 陈亚娣 陈衍熙 陈燕（3） 

陈燕（3） 陈阳阳 陈英杰 陈玉 陈玉萍 陈元元 

陈园园 陈月婷 陈卓 承娇 程晨 程甫辉 

程慧 程娟 程军 程俊英 程玲 程梅 

程明 程木兰 程琦 程婷 程文琳 程义飞 

程雨 储贵菊 储弘文 储菁菁 储俊 储盼婷 

储雪琴 褚乔 崔迪 崔江萍 崔杰 崔曼华 

崔洋洋 崔银环 笪洁琼 笪伟 代冰雪 代远远 

戴丽 戴玲玲 戴梦璇 戴晓熹 戴秀东 戴元凤 

单本杰 单传琳 单俊 单文明 邓东宇 邓方玲 

邓坤 邓炼 邓珍珍 丁佰金 丁锋 丁宏萍 

丁洁 丁琪 丁顺山 丁婷 丁秀丽 丁一 

董昌梅 董道红 董芬 董浩 董红梅 董家明 

董金华 董丽萍 董明 董芹芹 董拾遗 董永鹏 

窦文凯 杜凤华 杜红利 杜沛珍 杜正银 段成 

段静思 段伟 樊华 樊磊 范洪峰 范连连 

范婷婷 范文娟 方彩云 方凤霞 方广东 方慧 

方金东 方静 方娟 方凯 方腊琴 方兰芳 

方敏 方甜甜 方婷婷 方文俊 方馨 方绪胜 

方璇 方雅婷 方业香 方震威 费大为 费君 

费黎明 费明明 丰安凤 冯爱英 冯笑笑 冯星星 

冯永飞 付鑫 高桂花 高建磊 高秒 高徐玲 

高雅 高业兰 郜萍 葛金菱 葛敬梅 葛群 

葛威 葛小燕 葛晓莉 宫婷婷 巩国防 巩丽 

谷强 谷瑞瑞 谷绍飞 顾萍 顾婷婷 顾影 

管俊勇 管石运 管晓勇 桂敬敏 桂利 郭红波 

郭苗苗 郭锐 郭双燕 郭晓 郭杨 郭玉 

韩东 韩国林 韩红 韩华秋 韩强强 韩暄 

韩勇 韩正芹 郝应祥 何晨 何传燕 何春林 

何宏亮 何经忠 何琨 何兰兰 何梅 何梦琴 



134 

 

何敏 何锐 何贤月 何晓丽 何兴文 何雨婷 

何院玲 何贞娇 贺方圆 洪丽娜 洪刘 洪鹏翔 

洪仁安 侯青庆 后梦吟 胡斌 胡晨红 胡翠霞 

胡丹 胡芳芳 胡广恒 胡慧文 胡杰娟 胡洁 

胡金花 胡进 胡菊香 胡昆 胡丽 胡玲 

胡敏 胡琪 胡泉 胡小朵 胡鑫雨 胡亚君 

胡燕归 胡异卿 胡银红 胡雨航 胡雨会 胡玉萍 

胡媛君 胡月鹏 华锦胜 滑黎 黄兵 黄昌保 

黄成凤 黄后宝 黄嘉 黄菊花 黄娟娟 黄祺婷 

黄涛 黄雯 黄亚 黄燕 黄友明 霍佳佳 

霍凌燕 姬丽莎 计鸿志 计越胜 季慧清 季婷婷 

季婷婷 季维敏 贾畅 贾成珍 贾兰兰 贾乐红 

江春艳 江丽瑶 江萍 江芹 江世佳 江淑兰 

江天平 江卫民 江文婷 江肖 江学富 江愉 

姜俊 姜小敢 姜雪勤 姜逸舟 蒋翠萍 蒋冬梅 

蒋兰兰 蒋苗 蒋明芳 蒋涛 蒋燕 蒋媛 

焦骏 解杨婧 金燕 金长雨 晋秀云 晋莹 

靳成程 荆晓雷 柯安然 柯玲玲 克修尧 孔令洋 

孔玉龙 孔媛媛 况倩倩 李阿萌 李阿文 李爱玲 

李成聪 李传贵 李传娟 李从玲 李方方 李刚 

李恒 李宏俊 李鸿飞 李华（1） 李华（4） 李华冬 

李欢 李佳佳 李建峰 李建桥 李洁 李金刚 

李婧 李静（4） 李静（4） 李良 李满节 李梅 

李苗苗 李敏 李敏 李明 李木银 李培 

李鹏飞 李倩 李强 李琴 李芮 李闪 

李生娇 李世红 李思恒 李苏梅 李涛 李桃姿 

李婷婷 李团战 李万荣 李伟 李霞 李先凤 

李贤英 李祥松 李晓雯 李晓晓 李新美 李绪东 

李亚军 李阳（4） 李阳（6） 李阳林 李迎迎 李永芳 

李永怀 李韵松 李战萍 李长清 李镇 梁恵 

梁磊 梁敏安 梁萍萍 梁兴林 梁亚丽 梁盈盈 

林涛 林孝峰 凌静 凌素花 凌云 刘爱青 

刘保华 刘彬 刘春景 刘春兰 刘丁丁 刘芳 

刘钢 刘广云 刘翰 刘衡 刘华婧 刘欢 

刘会生 刘佳 刘洁 刘璟 刘静（1） 刘静（1） 

刘菊 刘俊 刘凯 刘立瑞 刘丽媛 刘利阳 

刘莉 刘莲莲 刘玲（1） 刘玲（4） 刘露露 刘苗 

刘敏 刘娜 刘娜娜 刘启玲 刘青峰 刘秋艳 

刘姗姗 刘尚全 刘添添 刘婷 刘同柱 刘炜 

刘文娟 刘霞 刘霞玲 刘晓玲 刘馨馨 刘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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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艳 刘燕 刘银 刘银银 刘颖 刘颖颖 

刘应玲 刘永平 刘雨 刘媛 刘允化 刘章丽 

刘志伟 龙康康 卢海彬 卢杰 卢睿敏 卢淑芳 

卢孝妍 芦莹莹 鲁朝晖 鲁明 鲁贻国 陆桂宁 

陆卉 陆晓梅 栾丽莉 罗健 罗敏 骆馨茹 

吕金芝 吕康丽 吕明缓 吕绍蕊 吕小红 吕杨 

马宝府 马彩宏 马红秋 马换丽 马慧慧 马佳佳 

马敬宇 马理华 马莉 马莉莉 马瑞娟 马淑勤 

马艳 马英杰 马长欣 马赵为 茆生琴 茆耘耘 

梅仕庆 孟凡茹 孟醒 缪许剑 莫晓军 倪娜 

倪青云 倪婷 倪秀梅 倪杨 聂卫群 宁雅静 

牛华 牛小群 欧乾能 潘春 潘海燕 潘丽娟 

潘玲玲 潘琼 潘雪君 潘艳影 潘泽斌 庞金霞 

庞雅君 彭翠翠 彭凤艳 彭红 彭扬 齐保峰 

齐腊月 齐胜 齐亚敏 齐永扎 钱斌斌 钱虹 

钱稳 钱跃龙 秦晋 秦立龙 秦敏 秦明星 

秦汝玲 秦晓敬 秦义组 邱东 邱光文 邱慧 

邱瑾 邱颖 邱长洋 屈开新 瞿梦圆 饶娇蓉 

任家庭 任洁 任君清 任梅 荣丹 阮成婷 

阮雪娇 芮丹玲 芮晓艳 撒楠 桑静静 桑淼淼 

沙磊 尚培培 尚玥 邵东华 邵乐健 申小侠 

沈铖珺 沈杭 沈佳佳 沈娟 沈旻静 沈培培 

沈霞 沈亚琴 沈燕 沈宗红 圣靓 圣文娟 

盛红蕾 施小凡 石峻 石任平 石祖妹 时金龙 

史菲菲 史慧 史梦静 史永林 舒琳 疏海东 

疏平 水冉 司怡 宋闿迪 宋林芳 宋倩 

宋甜甜 宋小玲 宋学军 宋岩 苏杭 隋晓青 

孙爱民 孙超 孙陈香 孙迪 孙海燕 孙静 

孙娟 孙蕾蕾 孙丽 孙林杉 孙露露 孙美玲 

孙盼盼 孙勤兰 孙瑞 孙瑞祥 孙婷 孙伟 

孙小涛 孙晓莉 孙亚雄 孙莹莹 孙芸香 邰亚琦 

谭先红 唐徳亮 唐海 唐海霞 唐浩 唐佳佳 

唐俊 唐蕾 唐丽玲 唐天元 唐雯 陶金铭 

陶满意 陶莹 田洪美 田金刚 田甜 田燕 

童斌 童昌军 童晨 童飞 童佳兵 童玲 

童文佳 童仙燕 涂俊 涂雄文 宛辰 宛拥军 

万春艳 万磊 万淑慧 汪波 汪朝阳 汪澄 

汪存兵 汪带娣 汪道利 汪二红 汪芳芸 汪国斌 

汪海燕 汪海珠 汪胡根 汪娇 汪锦程 汪利珍 

汪莉 汪玲 汪玲玲 汪明瑞 汪青青 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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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琼 汪群 汪文婧 汪向海 汪晓卿 汪艳 

汪莹 汪宇白 汪禔 汪志梅 王宝珠 王彬彬 

王斌 王昌锋 王昌会 王成芳 王诚 王承玉 

王楚楚 王丹丹 王徳桂 王东升 王冬梅 王飞燕 

王芬 王贵珍 王红燕 王鸿 王华东 王怀芝 

王欢 王惠华 王慧 王吉文 王佳佳 王家动 

王建明 王剑锋 王健 王金玲 王锦权 王净 

王敬 王静（1） 王静（4） 王静（6） 王娟（3） 王娟（5） 

王君 王俊（4） 王俊（5） 王开 王奎 王磊 

王丽 王丽凤 王丽君 王连梅 王林 王玲 

王六喜 王梦迪 王敏 王明月 王盼盼 王鹏 

王齐芳 王琪 王琦（3） 王琦（6） 王启明 王茜 

王强（3） 王强（3） 王芹 王琴（1） 王琴（7） 王琼 

王锐 王瑞 王珊 王士汉 王仕芳 王舒 

王嗣琴 王素侠 王涛 王腾腾 王庭 王伟伟 

王文兴 王霄龙 王晓兵 王晓波 王晓东 王晓婧 

王晓庆 王晓晔 王晓玉 王新 王鑫 王秀敏 

王秀芝 王雪影 王亚静 王亚美 王亚萍 王亚琴 

王艳（3） 王艳（5） 王艳（7） 王燕 王耀 王叶飞 

王胤中 王瀛波 王勇 王玉兰 王元梅 王占邦 

王长海 王箴 王郑升 王志国 王志霞 王治冲 

王中爱 韦彪 韦波 韦利芳 韦松 韦燕 

韦园园 韦振平 位苗苗 尉玉杰 魏海明 魏连华 

魏林洁 魏强 魏冉 魏艳艳 魏则凤 魏紫薇 

文道琴 闻德武 翁菲菲 翁蕊 吴宝珠 吴波 

吴春明 吴丹丹 吴芳（3） 吴芳（3） 吴海波 吴汉茹 

吴红 吴佳佳 吴劲松 吴俊 吴坎坷 吴康 

吴岚岚 吴朦 吴敏（1） 吴敏（4） 吴敏勇 吴明 

吴齐兵 吴倩 吴倩倩 吴蓉 吴守武 吴曙光 

吴思圆 吴铁军 吴婷婷 吴微微 吴伟 吴炜 

吴文辉 吴霞 吴翔（1） 吴翔（6） 吴雪彤 吴洋洋 

吴莹莹（3） 吴莹莹（3） 吴媛 吴运虎 吴志勇 吴竹斌 

吴隹佳 武利君 武琳宁 武沛佩 武沙沙 武以璇 

武长美 奚琼 夏大庆 夏国华 夏洁美 夏劲松 

夏丽 夏丽燕 夏涛涛 夏同佳 夏晓丹 夏雪琴 

夏云 向成旺 向路琦 项可霞 肖大旺 肖华（3） 

肖华（5） 肖娜 肖伟 肖燕 谢冰星 谢超 

谢传顺 谢春林 谢建嵘 谢敏 谢萍 谢然 

谢少清 谢桃思 谢添 谢伟伟 谢玉叶 谢志莹 

邢丽娟 邢敏 邢倩文 熊煜 熊祖志 徐爱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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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从景 徐大林 徐多佳 徐方园 徐高波 徐欢 

徐火 徐晶 徐晶晶 徐娟 徐昆峰 徐琳 

徐玲燕 徐露露 徐曼 徐敏 徐楠 徐宁 

徐鹏飞 徐萍 徐琪 徐前程 徐倩（2） 徐倩（5） 

徐琴 徐荣 徐尚玉 徐思明 徐伟 徐文杰 

徐文静 徐雯（6） 徐霞（7） 徐晓炜 徐晓中 徐亚萍 

徐艳宝 徐艳龙 徐艳琴 徐杨 徐叶红 徐永太 

许闯呼 许春兵 许德 许刚 许光娟 许桂芳 

许蕾蕾 许敏 许箐赟 许夕海 许曦旸 许晓青 

许孝姗 许扬 许正萍 宣雅君 薛朝霞 薛爽爽 

薛祝平 闫波 闫京京 闫军 闫君丽 闫曼曼 

闫平平 阎同传 颜浩 燕浩 燕双 燕晓翔 

扬庆凤 杨必翠 杨标 杨传留 杨春梅 杨德湘 

杨帆 杨凡 杨芬 杨剑 杨劼 杨津津 

杨进孙 杨俊 杨俊俊 杨林 杨琳琳 杨玲 

杨路路 杨美玲 杨敏 杨倩倩 杨琼 杨睿 

杨尚志 杨帅 杨双文 杨桃 杨婷 杨伟威 

杨伍 杨小莹 杨晓宁 杨亚楠 杨艳 杨奕 

杨勇进 杨宇牧 杨玉红 杨遇 杨云 杨志仁 

仰丹丹 姚超 姚盼盼 姚蕊芹 姚艳艳 姚玉学 

姚志强 姚志芹 叶彩虹 叶纯 叶飞 叶林 

叶茂 叶文英 叶祥云 叶永青 叶舟 伊艳梅 

阴唯唯 殷萍 殷益宏 尹玮 尹小星 尤青海 

於诚 于常伟 于海涛 于乐乐 于婷婷 余剑桥 

余静 余露 余强 余蓉 余晔 余逸 

余友琴 俞家旺 俞霞 虞玉兰 宇霏 袁晨 

袁华 袁净 袁莉萍 袁凌 袁旭 袁学菲 

袁野 袁园 袁振华 恽元敏 臧龙 臧清华 

翟光富 翟小华 詹芬芳 詹改 詹雨姗 张保柱 

张波 张波平 张灿 张超 张成元 张春芹 

张东成 张东光 张芳静 张飞鹏 张光红 张国梁 

张海燕 张海珍 张函亮 张浩（4） 张浩（7） 张红琴 

张泓 张欢 张惠 张佳佳 张家婕 张建 

张晋超 张璄鹤 张静 张静 张静 张娟 

张俊 张俊远 张蕾 张历年 张莉 张林妹 

张林玉 张龙 张满红 张梦云 张苗 张敏（1） 

张敏（6） 张敏（6） 张敏（7） 张明珠 张楠 张培 

张鹏 张鹏 张其斌 张琪 张琴 张勤 

张蕖 张世洋 张双 张硕 张涛 张涛涛 

张婷（2） 张婷（6） 张婷婷 张皖俠 张维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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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芳 张武超 张先翠 张霄霄 张小鹏 张小婷 

张孝飞 张欣路 张新梅 张秀芳 张秀芳 张秀梅 

张秀平 张旭晗 张艳 张艳 张艳 张一 

张轶群 张永华 张永顺 张余露 张玉霞 张元山 

张园 张跃 张湛 张兆君 张振伟 张政泰 

张枝叶 张知书 张志军 张祝 章方红 章鸿 

章江平 章诗琪 章文华 章艳 赵爱国 赵彩元 

赵春红 赵春阳 赵红 赵宏伟 赵怀俊 赵立祥 

赵丽华 赵丽萍 赵良琴 赵品侠 赵少敏 赵贤清 

赵晓敏 赵益 郑奥运 郑蓓 郑昌成 郑丹 

郑钫 郑璐 郑露 郑茂 郑梦君 郑效典 

郑亚玲 钟菊芳 钟亮 钟婉 仲娟 周波 

周翠梅 周丹丹 周冬霞 周锋 周国红 周慧芳 

周剑 周劲勇 周静静 周亮 周玲 周全 

周荣 周蓉 周沙沙 周世红 周薇 周维德 

周文婷 周雯 周晓婉 周雅琴 周宇鹏 周玉娟 

周媛 周媛媛 周云慧 周长平 朱春冬 朱大杰 

朱代峰 朱丹丹 朱芳宏 朱国清 朱金莲 朱浚川 

朱焜 朱玲玲 朱璐瑶 朱露露 朱美珍 朱梦 

朱萍萍 朱牵娣 朱庆慧 朱蓉 朱守俊 朱文达 

朱雯 朱小娣 朱小明 朱晓杰 朱娅玲 朱艳 

朱阳阳 朱余友 朱玉娣 朱玉珍 朱远远 朱正国 

朱志前 祝经韬 祝丽君 庄捷 卓银霞 邹宏运 

说明：本表依姓名拼音排列，同名者注明批次（无法区别批次者则否），以作区别，下同。 

资料来源：《力“皖”狂澜！1362 位安徽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8

日，https://mp.weixin.qq.com/s/j1PnAGovi9RxsbcaAXQsi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日。 

 

 

附录（4）：北京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217人） 

 

艾庆巍 艾英 安建葛 安硕研 安思兰 安友仲 

奥登苏日塔 白国强 白卉 白洁 白澎 柏小寅 

包芳 鲍文君 暴婧 边永君 边征 蔡丹萍 

蔡卫敏 蔡辛培 蔡莹 曹彬 曹彬 曹海君 

曹海颖 曹李瑶 曹荣荣 曹帅 曹玮 曹云松 

曹照龙 曾宪红 查鹏 常琳 常龙 常盼盼 

常学 常远 常志刚 车武强 陈博 陈博 

陈灿耀 陈聪聪 陈芳 陈洪云 陈焕 陈佳 

陈洁 陈京文 陈莲 陈美恋 陈明 陈默岩 

https://mp.weixin.qq.com/s/j1PnAGovi9RxsbcaAXQ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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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 陈前龙 陈巧 陈杉 陈斯雯 陈素平 

陈腾飞 陈伟 陈文燕 陈曦 陈兴 陈延春 

陈扬 陈逸凡 陈盈盈 陈雨 陈玉辉 陈哲 

陈正光 程金丽 程丽娜 程龙 程秦 程新鸽 

程永静 程渊 池艳宇 丑殿萍 丛晓东 崔杰 

崔金枝 崔俊 崔可鑫 崔立强 崔曼 崔男 

崔秋菊 崔玮 崔文博 崔晓博 崔永豪 代安琪 

代航 戴轩 党娟 党晓曦 邓玖旭 邓雪蓉 

邓翼鸥 邓颖 丁 璐 丁 欣 丁笑纯 丁新民 

丁莹 董凡 董桂银 董桂英 董国菊 董家鸿 

董锦沛 董晶晶 董可 董尚娟 董娅妮 窦淑芮 

杜斌 杜海霞 杜宏波 杜渐 杜勇 杜哲 

段洪超 段军 段文诗 段云姗 樊玉莲 范凡 

范国辉 范俊平 范萌 范思远 范宇宏 封艳超 

冯晨秋 冯海莉 冯卫兰 冯晓凯 冯莹莹 付春毅 

付静 付静 付申凌 付雪莹 付瑜文 付源伟 

富莉萍 刚锐 高灿灿 高超 高东晗 高海红 

高建楠 高洁 高婧勃 高军 高立强 高丽 

高鹏 高青青 高伟 高伟波 高文博 高霞 

高小攀 高晓明 高燕 高洋 高勇 高曌 

葛冠男 葛庆岗 耿娜 耿旭 宫佳成 龚成 

巩月媛 巩志慧 谷林 顾怡明 关宏奎 关丽 

关思雨 桂莹莹 郭超 郭帆 郭辅政 郭京 

郭敬 郭军 郭立军 郭立娜 郭丽萍 郭琳 

郭梦冉 郭淼 郭楠 郭维 郭晓然 郭新月 

郭颖 郭玉华 韩丁 韩付平 韩琳琳 韩腾 

韩婷婷 韩雯 韩雪儿 韩媛媛 韩遵海 郝国云 

郝鑫 郝学增 何伟 何雪莲 和冠欣 贺三英 

贺腾霄 赫伟丽 洪伟 侯惠民 侯婉音 侯星秀 

侯玉华 胡海鹰 胡锦瑞 胡瑾 胡静 胡岚 

胡力捷 胡薇 胡文静 胡新颖 胡艳慧 胡燕 

胡宇佳 胡展维 华海琴 黄飞 黄笳 黄嘉 

黄菊梅 黄可 黄璐琦 黄楠楠 黄倩 黄伟 

霍天依 纪冬梅 纪冬梅 冀海清 冀红 冀智洁 

贾红兵 贾觉睿智 贾丽媛 贾明 贾娜 贾雪飞 

江琳 江伟 姜保国 姜纯国 姜华 姜利 

姜婷 姜长青 蒋建新 蒋茜 蒋荣猛 焦静 

焦新颖 金丹 金汉 金建敏 金铭 金奇 

金烁 晋瑞婷 晋小乔 靳晶晶 靳玥 景一鸣 

康娟 康玉琼 孔令雷 孔万利 来琳琳 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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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爽 兰雅智 蓝国儒 雷梦君 冷路兴 冷旭彤 

李百一 李宾宾 李斌 李兵 李璨 李超 

李传东 李丹 李丹 李丹叶 李东旭 李冬燕 

李刚 李刚 李海潮 李浩 李红 李红梅 

李辉 李佳辰 李佳航 李嘉茵 李建君 李江涛 

李金泽 李婧 李靖 李静 李娟 李俊秋 

李磊 李立 李亮亮 李萌 李敏 李明 

李莫言 李娜 李娜 李楠 李佩涛 李奇 

李奇 李倩倩 李青 李秋钰 李全瑞 李全友 

李群 李冉 李蕊 李蕊 李蕊 李少云 

李姝 李思齐 李素英 李太生 李涛 李天佳 

李天水 李婷 李婷 李同 李伟 李伟鹏 

李文月 李香风 李想 李小龙 李晓霞 李昕 

李鑫 李兴旺 李修洋 李秀丽 李秀男 李绪言 

李雪 李雪芳 李雪青 李雪莹 李雪影 李亚静 

李亚停 李艳 李艳超 李阳 李洋 李野 

李晔 李依洁 李瑛 李颖 李颖 李颖佩 

李宇轩 李玉琼 李媛 李源杰 李月停 李增辉 

李长炜 李喆 李尊柱 廉文清 梁超 梁晗 

梁汉生 梁靖辉 梁如冰 梁腾霄 梁焱焱 林爽 

林晓娟 林雪 林艳军 林玉晶 蔺珊 刘爱华 

刘宝 刘兵 刘畅 刘丹 刘笛 刘芳芳 

刘海楠 刘海英 刘慧强 刘继星 刘佳 刘佳珍 

刘金榜 刘金鹏 刘津京 刘京山 刘晶 刘敬伟 

刘静娜 刘聚源 刘鲲鹏 刘立飞 刘荔 刘砺 

刘玲 刘璐 刘璐 刘孟婷 刘汨 刘娜 

刘娜 刘娜 刘宁 刘宁婧 刘清泉 刘秋月 

刘森 刘少辉 刘胜聪 刘淑珍 刘韬滔 刘婷 

刘微 刘伟 刘文博 刘文静 刘霞 刘湘玫 

刘向一 刘小娟 刘小雪 刘晓 刘晓宇 刘笑雷 

刘昕 刘欣 刘新民 刘新宇 刘鑫娜 刘雪娇 

刘亚 刘亚宇 刘艳 刘艳君 刘艳妍 刘杨 

刘洋 刘烨 刘一夫 刘一萍 刘毅敏 刘英 

刘颖 刘颖 刘永玲 刘宇航 刘媛 刘玥 

刘正印 刘志超 刘志颖 刘智博 刘中砥 刘钟缘 

刘壮 刘作静 柳红英 柳洪杰 龙泓竹 龙云飞 

娄阿芳 卢金星 卢津 卢思雨 芦迪 鲁春宁 

鲁寒 陆非平 陆浩平 陆薪竹 陆雨 路惠贞 

罗斌 罗春荣 罗荷 罗敏 罗庆锋 罗赟 

吕诚 吕洪维 吕文良 吕游 马晨曦 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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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莉 马丹丽 马鸿鸣 马欢 马荟 马慧 

马佳 马建岭 马建龙 马杰 马靖 马骏 

马磊 马丽萍 马萌 马娜 马乃翠 马蕊 

马双双 马腾飞 马文辉 马妍 马喻庆 马跃明 

毛永辉 梅雅男 孟姣 孟捷 孟庆欣 孟庆阳 

孟越 苗苗 苗青 苗晓晓 倪文涛 聂超 

聂丽丽 聂艳 聂振浩 宁祎 牛文超 潘佳忻 

潘攀 潘维伟 庞娜 庞杨 逄岩 裴迎华 

彭乐 彭莹 平喆 齐康 齐明 齐琦 

齐文升 祁超 祁继伟 綦文婧 钱浩 钱建丹 

钱蕾 乔杰 乔丽 乔琳 乔楠 乔一娴 

乔昱 秦立宁 秦美伶 秦岩 秦宇红 邱斐 

邱桐 屈利方 曲雪 权怡 全胜利 饶烽 

任景怡 任艳丽 任一 任卓月 茹鸿 阮征 

阮筝 沙莎 尚高鹏 尚立琴 邵平 厍砚君 

申孟兰 申蕊 申晓敏 申延 神静 沈根兴 

沈剑 沈宁 盛有明 石川 石嘉恒 石婧 

石婷羽 石月欣 史华新 史亮 史尉利 史迅 

宋泊 宋锴澄 宋立杰 宋秋辰 宋肖霞 宋新娜 

宋彦龙 宋焱 宋一平 宋志博 苏昆松 苏莉 

苏倩 苏媛媛 隋竑弢 孙贺 孙红 孙红 

孙建 孙菁 孙靖雅 孙康杰 孙可 孙力超 

孙立佳 孙丽冰 孙丽萌 孙璐 孙琪 孙起成 

孙姝妍 孙思雨 孙铁英 孙薇 孙羲昆 孙秀梅 

孙雪峰 孙雪洁 孙雪莲 孙艳荣 孙艳艳 孙雨 

孙玉娇 孙玉琳 孙芸 邰晶 谭可依 谭骁 

檀学兵 唐丹丹 唐国栋 唐瑶 唐晔 唐子人 

陶芳 陶秋艳 陶冉 田春梅 田慈 田济畅 

田家利 田理莉 田丽莎 田楠 田然 田蓉 

田溪 田雨 田震强 仝小林 佟美慧 佟训靓 

童朝晖 万朝阳 汪芳 汪梦怡 王奔 王冰 

王博 王博 王超 王辰 王春侠 王春耀 

王迪 王二敏 王芳 王芳 王芳 王菲 

王峰 王刚 王光杰 王号双 王皓 王和 

王红莉 王卉  王卉  王慧 王慧婷 王建业 

王健 王健 王洁 王金峰 王劲清 王京岚 

王京豫 王晶 王晶晶 王婧 王静 王娟 

王军红 王立强 王丽 王丽丽 王丽梅 王林 

王琳 王泠 王璐琳 王美玉 王梦迪 王明春 

王明强 王朋朋 王萍 王琪 王千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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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 王倩 王倩 王倩如 王秋 王生浩 

王胜楠 王淑霞 王帅 王双燕 王思媛 王天兵 

王天骄 王彤 王彤 王微 王薇 王维 

王文娟 王雯 王汐嬅 王希 王玺 王霞 

王小岗 王小辉 王晓嘉 王晓君 王晓龙 王晓霞 

王晓旭 王晓月 王心锐 王新明 王新然 王旭 

王旭 王旭 王旭 王旭涛 王轩 王雪连 

王雪送 王雪夕 王雅亭 王雅贤 王亚平 王妍 

王岩 王燕森 王耀光 王业明 王毅 王英朔 

王迎琪 王颖 王颖妍 王永洁 王玉春 王玉娥 

王玉光 王玉荚 王媛媛 王长亮 王兆嘉 王振洲 

王征 王志齐 王周圳 王卓然 王紫馨 位涛 

魏安 魏来 魏巍 魏新 魏怡 文科龙 

文力 闻科迪 翁浩宇 吴超 吴晨 吴东 

吴凡 吴浩 吴华阳 吴丽莉 吴楠 吴盼盼 

吴炜 吴味子 吴文芳 吴欣娟 吴欣欣 吴秀娟 

吴雪 吴亚南 吴峥嵘 吴正芳 吴忠艳 武庚 

武艳军 西英俊 奚桓 席日乐 席晓会 夏冰心 

夏金根 夏静 夏鹏 夏青 夏巍 夏莹 

夏云霞 咸鹏 缐永悦 相羽 肖飞 肖凤艳 

肖汉 肖华霞 肖盟 肖士林 肖志源 谢丹 

谢江 谢静 谢晓磊 谢忠尧 辛枫 辛蕊 

邢宝坤 邢斌 邢星 邢正涛 徐传胜 徐春艳 

徐琨 徐力 徐龙飞 徐明 徐甜甜 徐锡武 

徐阳 徐亦敏 徐颖臻 徐源 徐跃峤 许小毛 

许颖颖 薛小英 鄢泽然 闫蓓 闫海红 闫嘉琳 

闫晶晶 闫影 严晓伟 颜葵 杨斌 杨承武 

杨春菲 杨春萌 杨丹 杨帆 杨帆 杨芳 

杨航 杨宏宇 杨欢 杨继鹏 杨剑辉 杨金亮 

杨静怡 杨俊涛 杨坤杰 杨丽娟 杨林承 杨璐 

杨萌 杨鹏 杨鹏 杨萍 杨珊 杨文雪 

杨先照 杨晓欧 杨笑楠 杨燕君 杨燕丽 杨燕琳 

杨阳 杨洋 杨祎 杨怡 杨莹 杨玉婷 

杨振宁 杨志岗 杨志旭 姚佳 姚洁林 姚伟 

姚尧 姚瑶 叶财德 叶岑雪 叶红菊 叶晶 

叶永安 亦晓玖 殷赛 尹德卢 尹建平 尹力 

尹茜 尤亚静 于刚刚 于国双 于坤 于琨 

于磊 于淼 于鹏飞 于瑞丽 于歆 于杨洋 

于洋 余涛 俞楠泽 禹颖 袁斌 袁磊 

袁梦迪 袁胜 袁晓宁 苑晓冬 岳晨 臧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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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爱娇 翟朝璐 翟佳羽 翟洁 詹庆元 张艾嘉 

张斌 张博文 张春花 张春玲 张丹 张娣 

张鼎 张栋 张芳芳 张国芳 张海明 张晗 

张红 张宏民 张辉 张慧 张慧 张慧敏 

张佳 张佳男 张剑妹 张健 张健伟 张洁 

张捷 张金秋 张瑾 张晋兵 张晶 张晶 

张敬锋 张静 张军跃 张俊 张琨 张磊 

张磊 张黎明 张丽 张丽萍 张丽颖 张连 

张连起 张凛 张柳 张龙 张璐 张萌 

张蒙 张睦毅 张娜 张娜 张楠 张鹏 

张鹏芝 张琼 张冉 张瑞琦 张瑞涛 张飒 

张少华 张抒扬 张帅 张帅 张水生 张硕 

张司恺 张微微 张伟硕 张卫娟 张文慧 张文莉 

张文文 张夕莹 张翔 张晓菲 张晓青 张鑫 

张旭 张旭光 张学录 张雪 张雪 张雪飞 

张雪倩 张雪松 张雪婷 张亚军 张亚兰 张亚铮 

张炎 张艳 张艳彬 张燕妮 张燕宁 张杨 

张洋 张耀圣 张祎 张怡 张颖 张余 

张雨辰 张玉 张玉婷 张媛媛 张远航 张臻 

张臻 张征 张志颖 张子伟 赵冰 赵丹 

赵东阳 赵飞凡 赵宏群 赵华 赵慧文 赵金霄 

赵晶 赵静 赵静 赵静雯 赵君娜 赵礼婷 

赵丽 赵莉 赵路 赵美佳 赵明君 赵明曦 

赵培玉 赵茜 赵汝佳 赵思蕊 赵彤 赵文杰 

赵小东 赵秀娟 赵秀莉 赵学敏 赵亚娟 赵娅倩 

赵彦 赵燕娇 赵月 赵越 赵正茂 赵志伶 

甄光军 郑建 郑俊博 郑雷刚 郑茜子 郑琼 

郑瑞 郑雪静 郑亦沐 郑莹 郑园 郑云辉 

郑重 钟雪锋 周飞 周海莎 周华 周军 

周琳 周璐 周翘楚 周润爽 周婷 周为 

周霞 周翔 周晓娟 周杨威 周颖 周映 

周振琪 朱春艳 朱凤雪 朱浩宁 朱佳林 朱梅 

朱濛 朱文迪 朱先娜 朱晓萌 朱正财 祝丹丹 

庄昱 庄琢琛 壮楠辉 邹垚 俎明  

 资料来源：《“京”兵强将！1217 位北京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7

日，https://mp.weixin.qq.com/s/0T6Ja8u_ufcrlovgdLsgm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8日。 

 

 

附录（5）：重庆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636人）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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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立英 敖娜 敖琴攀 白莉 白阳 柏利 

柏宁 包国娜 包丽 蔡国强 蔡佳 蔡丽君 

蔡莉 蔡世飞 蔡松含 蔡瑶 蔡珍梅 曹 丹 

曹国兴 曹淋 曹柳英 曹明凤 曹平 曹献月 

曹芯梅 曹鑫 曹雪梅 曹艺 曹屹 曾城 

曾洪飞 曾华武 曾强 曾思兰 曾晓鹏 曾彦超 

曾燕飞 曾园园 柴娟 柴伟娜 昌玲 常青 

陈蓓 陈碧兰 陈超 陈诚 陈创 陈春萍 

陈春燕 陈丹 陈冬玲 陈飞（1） 陈飞（15） 陈凤霞 

陈刚（9） 陈刚（17） 陈海琼 陈海月 陈红 陈虹廷 

陈辉 陈会利 陈绩 陈佳 陈娇 陈杰 

陈静 陈菊 陈娟 陈军 陈均 陈俊 

陈俊杉 陈垦 陈浪 陈乐 陈蕾 陈李莉 

陈利娟 陈莉娟 陈亮 陈琳 陈璐 陈露（3） 

陈露（6） 陈茂含 陈梅 陈美辰 陈冕 陈旼媚 

陈其阳 陈啟炜 陈茜 陈倩竹 陈乔 陈秋爽 

陈蕊 陈水涵 陈思 陈松 陈涛 陈威宏 

陈维灯 陈文武 陈曦 陈夏燕 陈先红 陈肖宇 

陈晓东 陈晓明 陈晓琴 陈星群 陈星宇 陈兴琼（14） 

陈兴琼（17） 陈秀兰 陈娅 陈研羽 陈怡 陈以福 

陈钇然 陈英 陈莹莹 陈勇 陈有万 陈瑜 

陈雨 陈远思 陈月 陈玥 陈智文 陈宗莲 

陈宗良 成定林 程丹 程娟娟 程敏 程宁 

程农梅 程琼瑶 程秋红 程胜 程小莉 程秀 

程雪婷 程亚楠 楚昌彬 傳自萍 崔海明 崔洁 

崔舒 崔素荣 代红丹 代江波 代克群 代涛 

代祥 代媛媛 单韵霖 但金容 邓冰妍 邓常青 

邓川 邓德莉 邓红彬 邓辉胜 邓金鹏 邓晶 

邓珂 邓亮 邓柳 邓梅 邓乾素 邓清军 

邓婷 邓旺 邓维 邓稳 邓小凤 邓谕 

邓祖伟 刁丽 丁 宝 丁道海 丁金华 丁敏 

丁小琴 丁燕 丁玉洁 丁远虹 董敏 董世红 

董文娟 杜莲 杜令 杜培花 杜瑞婵 杜先智 

杜雪莲 杜燕琴 杜银 杜勇 杜瑜 杜志鹏 

杜志燕 段刚 段辉琴 段敏 段绪慧 段盈佚 

段雨生 樊大钰 樊洪玲 樊静 樊丽平 樊银凤 

范云 范宗珍 方琪 方清永 方旭 方艳 

费文桥 费霄霞 封盼攀 封霜 封霄 冯成梅 

冯金连 冯金洲 冯士航 冯双 冯涛 冯媛媛 

冯云生 伏文静 符巍 符跃强 付存佰 付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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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薇 付显芬 付小凤 傅光飞 傅芮凡 傅媛 

甘力坪 甘秀妮 甘雪梅 高唱 高翠玲 高丽 

高凌云 高明洪 高珊珊 高税 高微微 高文静 

高熙 高晓琴 高艳淑 高中艳 耿利 龚静 

龚利 龚艳 苟洪娟 苟晓燕 苟鑫 苟雪 

苟正江 辜怡霖 古嫦英 谷晓琴 官江 桂竟涛 

桂天绪 郭帆 郭欢 郭建强 郭金铭 郭进军 

郭莲 郭玲 郭梅 郭敏 郭庆 郭晓蓉 

郭治庆 韩安强 韩川 韩丰莲 韩辉容 韩龙江 

韩容 郝冬阳 郝涌刚 何博 何承华 何丹 

何继菲 何加余 何佳欢 何健 何晶 何娟 

何立敏 何林飞 何林家 何龙群 何露 何琦 

何桥 何青莎 何文 何文秀 何小琴 何绪金 

何亚明 何燕 何玉琼 何媛媛 何昭锜 何子纯 

贺丹 贺婷 贺炜 贺晓丹 贺迅 贺云涛 

洪跃玲 胡灿 胡春花 胡大碧 胡丹 胡丁芳 

胡建平 胡娟 胡峻 胡开会 胡立惠 胡利 

胡鸾娇 胡盼 胡青梅 胡珊 胡廷芳 胡小娟 

胡小芹 胡晓鸣 胡笑敏 胡欣 胡旭东 胡学进 

胡雪梅 胡艳 胡燕 胡毅 胡玉华 胡征 

胡忠 胡洲 花丽君 黄彪 黄超 黄朝茜 

黄诚 黄凤琪 黄奉毅 黄杰 黄杰涛 黄娟 

黄开霞 黄丽琳 黄莉 黄莉萍 黄灵容 黄曼羲 

黄敏 黄平 黄倩 黄琴 黄秋霞 黄守均 

黄守玲 黄爽（2） 黄爽（6） 黄坦 黄为 黄卫 

黄文祺 黄雯 黄翔 黄小娅 黄晓莉 黄燕婷 

黄智 黄子洋 贾晋伟 贾骏 贾平 贾文娜 

贾欣妤 贾莹莹 简安利 简富琼 简瑞 简万均 

简秀英 简玉华 简征 江璐璐 江慢 江英 

江颖 姜蕾 姜莉莉 姜婷婷 姜欣 蒋红梅 

蒋婕 蒋金妍 蒋娟 蒋俊艳 蒋磊 蒋丽 

蒋露 蒋启美 蒋倩倩 蒋琴 蒋习祥 蒋晓君 

蒋晓梅 蒋娅 蒋艳 蒋莹银 蒋颖 蒋子涵 

蒋姊淑 焦云亚 焦祖惠 金碧亚 金婧 金星星 

金彦利 靳小雪 荆安茜 景熙 敬晓琴 玖春银 

鞠萍 康爱杰 康晓兰 康晓丽 柯琳秋 孔利 

孔庆浩 孔莎 匡雅娟 匡扬 况刚 况江蓉 

况柯羽 赖申凤 赖松 赖晓东 兰达勇 兰花 

蓝燕 郎广碧 乐正波 雷超 雷菲 雷淑慧 

雷婷婷 雷晓惠 雷裕甜 冷崇利 冷明凤 冷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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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恒菊 黎平 黎小凤 黎阳 黎已翠 黎颖 

黎元 李宝善 李斌斌 李春芳 李春梅 李春霞 

李定甫 李东玲 李冬菊 李锋 李逢斌 李凤梅 

李高杰 李耿 李国庆 李海梅 李浩 李和龙 

李荷 李红 李洪平 李华 李卉 李佳芯 

李甲初 李建 李金剑 李静（1） 李静（3） 李静（8） 

李静可 李娟（2） 李娟（14） 李俊 李奎 李梨 

李理 李立 李林峰 李林峻 李玲 李凌 

李禄平 李露 李梦 李娜 李男 李妮 

李宁 李平 李屏 李萍 李倩 李倩倩 

李琴 李沁营 李青 李青宇 李群 李蓉 

李蕊 李若青 李沙 李少雄 李诗琪 李世超 

李术君 李爽 李松 李廷 李婷 李婷 

李婉娜 李维 李维娜 李蔚 李文均 李文清 

李武萍 李霞（3） 李霞（8） 李霞（13） 李先星 李相述 

李响 李小敏 李小燕 李晓丹 李鑫玉 李星婷 

李秀均 李雪 李琰然 李艳 李燕 李燕利 

李扬 李洋 李瑶 李叶青 李一诗 李尹凤 

李引 李鹰 李勇 李玉莲 李芋颖 李媛 

李泽福 李长毅 李兆楠 连新民 梁荐 梁娟 

梁婷 梁亚辉 梁永 梁瑜 廖代英 廖佳 

廖建宏 廖娟 廖峻 廖琨 廖敏 廖娜 

廖盛利 廖双 廖霜 廖文静 廖小琼 廖晓现 

廖映雪 廖羽 林国娟 林洁 林磊 林时辉 

蔺波 凌泽红 令狐锐 刘碧翠 刘波 刘才刚 

刘灿 刘婵娟 刘春里 刘春群 刘大鹏 刘迪源 

刘芳 刘凤琼 刘光军 刘光兰 刘海霞 刘浩 

刘红莉 刘虹梅 刘洪吉 刘鸿梅 刘华 刘煌 

刘继明 刘加菊 刘佳明 刘家骥 刘建 刘杰 

刘洁 刘景仑 刘婧 刘婧思 刘静（8） 刘静（12） 

刘静（17） 刘娟（6） 刘娟（13） 刘坎鹏 刘坤强 刘丽娜 

刘玲 刘露 刘梦 刘敏（12） 刘敏（3） 刘明月 

刘盼 刘平 刘勤 刘庆 刘秋伶 刘芮佚 

刘田 刘维 刘维怡 刘伟 刘文文 刘文艺 

刘曦 刘贤刚 刘相 刘祥 刘小娇 刘小林 

刘小男 刘晓波 刘晓英 刘星 刘雪净 刘雪瑞 

刘雪松 刘亚林 刘亚琴 刘亚运 刘彦佩 刘艳 

刘燕 刘阳 刘洋 刘洋（9） 刘洋（13） 刘瑶 

刘颖宏 刘颖娟 刘渝 刘煜亮 刘毓 刘元银 

刘媛 刘月 刘玥 刘灶灵 刘征 刘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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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从燕 龙和平 龙江 龙罗 龙廷 龙瑜琴 

隆毅 卢静 卢平 卢莎 卢延虹 鲁力 

鲁陆 鲁平海 陆瑶 罗成琴 罗飞 罗凤 

罗高美 罗光洪 罗浩 罗洪清 罗华婷 罗建涛 

罗姣 罗婧 罗玲（1） 罗玲（3） 罗梅 罗梦玲 

罗明武 罗茜 罗巧玲 罗清月 罗庆华 罗世友 

罗松 罗伟 罗湘蓝 罗向斌 罗小华 罗小娟 

罗晓庆 罗心怡 罗兴 罗兴刚 罗兴建 罗宣权 

罗旋 罗雪 罗阳剑 罗义佳 罗永攀 罗渊 

罗月英 罗在强 吕富荣 吕佳慧 吕龙 吕名南 

吕小容 吕晓强 吕玉娟 麻淑梅 马柏清 马倍 

马丹丹 马会娟 马锐 马文莲 马霞 马小玲 

马雪飞 马雪毅 马艳 毛建 毛威 毛洋西 

毛永香 毛永旭 梅林 梅枚 梅哲 梅中美 

蒙贵阳 蒙龙 蒙艺云 孟银 米洁 米静 

莫兵 莫乾东 莫如利 莫文斌 莫小建 莫小丽 

牟梅 穆安然 穆昌书 穆俊梅 倪小钦 倪艳霞 

聂小涛 聂志 宁燕 牛文勇 钮柏琳 欧海燕 

欧红 欧建容 欧玲玲 欧书林 潘传波 潘菲 

潘杰 潘黎 潘量天 潘龙芳 潘声珊 潘桃 

庞启欢 彭家容 彭娇 彭靖尧 彭娟 彭莉情 

彭茂加 彭娜 彭宁利 彭鹏 彭清清 彭荣霞 

彭诗月 彭爽 彭顺刚 彭松 彭维 彭西西 

彭彦荣 彭艳 彭园 彭子桃 皮长玥 蒲郑君 

齐建伟 祁海峰 钱克莉 钱奎 钱晓敏 乔陈财 

谯凌 秦大成 秦娇 秦巾裙 秦黎 秦丽 

秦露宏 秦念 秦小涵 秦小为 秦亚兰 秦亚敏 

秦亚伟 秦愉 邱波 邱芳 邱国洪 邱继红 

屈凤 屈潇 全凯 阙秋红 冉斐斐 冉江峰 

冉俊怀 冉莉丹 冉隆凤 冉书容 冉晓莉 冉中力 

饶伶莉 任飞 任虹燕 任明英 任巧 任小英 

任孝委 任远 任治芳 荣艳 商建东 尚雅楠 

邵伟华 申娟 沈查 沈虹 沈鸿 沈茂婷 

沈毅 盛雅 盛玉莲 施露 施天丽 施宇 

施跃荣 石朝积 石钢 石任重 石小枫 石小娇 

石雨 时志鹏 舒春梅 舒德燕 舒建兴 舒义辉 

宋波 宋春 宋春梅 宋端 宋建依 宋晶彥 

宋涛 宋晓波 宋学琼 宋亚宁 苏承英 苏娟 

苏立梅 孙兵 孙隆江 孙茂 孙琪 孙锐 

孙亭 孙小平 孙毅 孙振兴 谭传国 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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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凤 谭凤莉 谭国军 谭国民 谭涵 谭静（6） 

谭静（12） 谭俊平 谭可 谭丽（1） 谭丽（2） 谭琳 

谭明东 谭萍 谭前旺 谭圣松 谭舒羽 谭小莉 

谭选江 谭银锋 谭肇莲 谭正渊 汤光霞 汤鹏 

唐碧琼 唐春梅 唐春燕 唐海艳 唐和平 唐红燕 

唐继美 唐家芳 唐军 唐昆鹏 唐丽（13） 唐丽（16） 

唐玲 唐美林 唐睿 唐甜 唐廷 唐小芬 

唐晓铃 唐晓霞 唐馨 唐艳 唐杨洋 唐永岗 

唐远航 唐悦 唐直 唐志君 唐茁月 陶静 

陶琴 陶文 陶艳 滕彩乾 田芳 田丰霞 

田慧玲 田杰 田梅 田世川 田维淮 田位 

田月 田云宇 童莉 童荣萍 童婷婷 童孝清 

涂冬梅 涂磊 涂曼 庹建川 万承溢 万东 

万海翠 万雄 万宇 万云霞 万运胜 万梓鸣 

汪春霞 汪海波 汪洪荳 汪君容 汪敏 汪洋 

汪玉婷 汪云凤 汪志红 王彩霞 王成剑 王诚 

王川 王春兰 王春玲 王春全 王丹（10） 王丹（13） 

王丹（8） 王丹（13） 王国琴 王海均 王海群 王宏伟 

王洪军 王洪群 王华丽 王辉 王吉 王杰 

王洁白 王泾 王娟（13） 王娟（6） 王娟（9） 王军 

王俊莉 王开金 王兰 王立斯 王莉莉 王练 

王亮 王林林 王琳月 王玲（6） 王玲（13） 王玲瑜 

王露 王曼丽 王敏建 王铭 王铭杨 王鹏 

王平 王璞 王勤 王秋林 王锐 王瑞琼 

王世纯 王舒 王双 王松 王旺 王薇薇 

王唯 王文斟 王希罕 王小玲 王小文 王鑫 

王信红 王星娅 王秀 王雪琴 王延欢 王燕 

王杨中 王洋 王祎 王艺睿 王逸飞 王银雪 

王迎春 王颖 王应力 王永清 王玉 王玉佳 

王越 王云梅 王运林 王长勇 王珍秀 王震 

王正全 王志海 王治华 王忠 王洲 王祖奕 

魏傲 魏倩 魏思宇 魏艳 魏怡寒 文翠 

文道会 文坤 文兰兰 文娜 文熙成 文秀芳 

文晏 翁雨 翁中会 邬超群 邬承祖 邬明轩 

吴彬 吴菲 吴豪杰 吴继祥 吴娇 吴洁 

吴开强 吴利均 吴林娟 吴娜 吴茜 吴强 

吴青山 吴清培 吴秋露 吴松亮 吴婷婷 吴童 

吴小华 吴燕 吴燕洁 吴燕妮 吴莹 吴勇德 

伍春霞 伍庭林 伍夏 席娟 夏达建 夏国华 

夏红 夏俊旗 夏寿碧 夏晓清 夏雪 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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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余 夏宇 向必秀 向洪英 向鸿鹄 向家凤 

向林 向美洁 向平 向睿 向涛 向晓燕（3） 

向晓燕（17） 向雅诗 向玉宇 向桢玉 肖福涛 肖洪梅 

肖华 肖丽 肖林 肖明朝 肖欧 肖茜 

肖巧 肖亚 肖艳 肖洋 肖逸 肖玉婷 

谢宝琼 谢才德 谢超兰 谢成 谢复怡 谢家红 

谢娇 谢胶 谢柯 谢黎 谢利海 谢露 

谢琴 谢清 谢珊 谢首佳 谢晚琴 谢小军 

谢欣廷 谢亚林 谢燕 谢圳杭 谢智强 幸霞 

熊楚瑜 熊恩平 熊念芬 熊文旭 熊孝芳 熊艳秋 

熊振宇 熊正芬 胥航英 徐昉 徐关敏 徐金秋 

徐静思 徐娟 徐丽华 徐麓 徐廷丰 徐亚莉 

徐燕 徐樱月 徐志平 徐智慧 徐子焱 许楠 

许殷 许月丽 薛利娟 薛宇航 闫秋羽 严娇 

严瑾 严君 严俊 颜桂英 颜静 颜俊锋 

颜旗 颜夙 燕钢 阳灿 杨爱萍 杨波 

杨彩奕 杨成银 杨丹 杨东（13） 杨东（13） 杨烽 

杨耕 杨红英 杨宏珠 杨辉 杨静 杨骏 

杨兰 杨丽 杨玲 杨龙波 杨淼淼 杨敏 

杨楠兰 杨苹 杨启红 杨茜 杨青兰 杨山 

杨世海 杨世英 杨淑华 杨帅 杨婷 杨文燚 

杨希 杨显娟 杨小兰 杨晓娟 杨雪梅 杨洋 

杨垚 杨义 杨易 杨英杰 杨鹰 杨颖 

杨永髙 杨羽 杨袁凤 杨雲翔 杨正华 杨忠颖 

姚高琴 姚兰 姚明巧 姚伟 姚宣 姚永琴 

姚勇刚 叶程 叶华红 叶俊英 叶绿素 叶生滢 

叶祥帅 易洪君 易旭 易亚州 殷立士 殷明青 

殷薇 尹平 尹长梅 尤莉华 尤清 尤怡 

游恋 游泽忠 余宏 余慧英 余娟 余丽 

余琳 余侣烜 余萍 余秋盈 余小琴 余晓 

余雪芹 余洋 余永华 余玉灵 喻洪萍 喻婷 

袁丛洋 袁何 袁建国 袁丽 袁玲燕 袁泉 

袁晓华 袁兴联 岳向东 翟福利 翟健 翟明翠 

詹静 詹楠 詹茜 张榜骥 张彪 张彬宾 

张婵 张川林 张春霞 张春艳 张大志 张黛玉 

张丹 张冬梅 张葛铭 张桂娟 张国强 张涵 

张昊 张浩 张洪霞 张华忠 张欢 张卉馨 

张加权 张建华 张杰 张锦旗 张静 张静 

张娟 张军 张军华 张君国 张克标 张兰 

张雷 张立明 张丽娟 张丽丽 张玲 张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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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刘 张露 张梦成 张敏（3） 张敏（12） 张敏（14） 

张宁（5） 张宁（17） 张宁玲 张鹏 张鹏 张平 

张奇琪 张强 张清 张清清 张群 张树兰 

张斯宁 张松 张婷 张万胜 张为华 张文斌 

张文军 张文阳 张晞 张翔 张骁 张小琴 

张小碎 张晓翠 张晓东 张晓娟 张晓磊 张晓亮 

张孝彬 张欣 张鑫鸿 张秀丽 张栩 张亚 

张亚华 张亚澜 张阎欢 张彦 张燕（6） 张燕（6） 

张杨 张宜华 张艺 张毅 张翼 张银 

张游 张渝鸿 张瑜 张誉才 张越 张占军 

张瞾鑫 张正英 张志坚 张钟丹 张祖军 章述军 

章亦文 仉淑贞 赵安然 赵春迪 赵东南 赵凤娟 

赵刚容 赵金川 赵晋 赵静 赵娟 赵科 

赵莉娟 赵灵 赵启全 赵倩 赵倩如 赵睿（1） 

赵睿（12） 赵爽 赵廷亚 赵伟霖 赵小妮 赵雪珊 

赵雅岚 赵媛 赵月 赵越 赵竹平 赵紫东 

郑翠平 郑丹丹 郑冬 郑红 郑静 郑莉莉 

郑姗姗 郑向鹏 郑小莉 郑雪 郑艳 郑玉梅 

郑兆斌 钟静知 钟菊玲 钟丽丽 钟林桂 钟婷婷 

钟勇 周柏伶 周朝元 周陈涔 周代凤 周代建 

周蝶 周发春 周国庆 周海波 周海姣 周浩杰 

周红 周红梅 周泓羽 周鸿 周家林 周进梅 

周静 周丽丽 周利萍 周连君 周灵兵 周柳吟 

周璐 周露梅 周梅 周敏 周明川 周庆 

周群 周容 周婷 周渭 周锡鑫 周香 

周小郭 周晓华 周晓娟 周晓梦 周晓琴 周宣佑 

周学群 周义俊 周盈 周颖 周勇 周友门 

周宇 周玉涵 周玉洁 周玉玲 周钰明 周月梅 

周真 周治群 朱闯 朱大映 朱东 朱家玉 

朱利君 朱明霞 朱莎莎 朱晓 朱秀兰 朱秀梅 

朱雪梅 朱燕 朱阳 朱影 朱玉霞 祝茂盛 

卓欢欢 宗华 邹春 邹婧 邹琳琳 邹梦雪 

邹英 祖成佳 左红 左娟   

资料来源：《“渝”战愈勇！1636 位重庆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4

日，https://mp.weixin.qq.com/s/DSgqfJ7vxkzTPgbGRyJIQ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日。 

 

 

附录（6）：福建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393人）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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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欣 安瑞英 白华美 包启业 卞坚平 蔡笔锋 

蔡芳荣 蔡菲莉 蔡怀昭 蔡兰英 蔡莉珊 蔡绵绵 

蔡敏 蔡品云 蔡瑞华 蔡尚芳 蔡婉妮 蔡文婷 

蔡燕清 蔡艺娜 蔡颖 曹芳 曹健 曹曼 

曹荣香 曹晓明 曹晓琴 曾钗明 曾桂香 曾华龙 

曾建华 曾丽钦 曾明 曾巧燕 曾淑花 曾淑敏 

曾淑元 曾雅萍 曾英彩 曾泳萍 曾爰萍 曾志勇 

曾宗康 常佳琳 陈彬 陈波 陈传娟 陈存荣 

陈丹 陈德梅 陈德英 陈德招 陈冬荣 陈敦雁 

陈芳 陈芳芳 陈锋 陈凤梅 陈刚 陈高燕 

陈公平 陈海挺 陈昊 陈何艳 陈衡金 陈鸿琴 

陈黄冰 陈辉民 陈惠娜 陈慧 陈慧娟 陈佳佳 

陈家荆 陈家卫 陈建邦 陈建芳 陈建华 陈建明 

陈建森 陈剑伟 陈鉴 陈江木 陈捷 陈金篆 

陈锦玲 陈菁（6） 陈菁（8） 陈菁菁 陈晶晶 陈炯云 

陈钧年 陈俊灵 陈凯文 陈可强 陈坤宝 陈兰 

陈立伟 陈丽芬 陈丽玲 陈丽敏 陈丽萍 陈丽英 

陈丽云 陈丽贞 陈荔群 陈莉莉 陈琳 陈玲燕 

陈凌琳 陈凌霞 陈璐 陈伦江 陈梅婷 陈美榕 

陈密真 陈妙香 陈敏 陈明顺 陈明淞 陈明艳 

陈明智 陈凝 陈佩珊 陈珮婕 陈鹏飞 陈萍 

陈普明 陈前贵 陈茜 陈巧玲 陈秋梅 陈秋梅 

陈秋旸 陈蓉蓉 陈如福 陈珊玲 陈胜兰 陈淑超 

陈淑惠 陈淑萍 陈水凤 陈水仙 陈思 陈腾飞 

陈天赐 陈婷 陈婷婷 陈威 陈威杨 陈伟 

陈玮 陈文喜 陈炆颖 陈霞霞 陈夏容 陈先礼 

陈先锃 陈小丹 陈小莉 陈小玲 陈小梅（6） 陈小梅（9） 

陈小燕 陈晓丹 陈晓峰 陈晓涵 陈晓欢 陈晓琳 

陈晓露（8） 陈晓霞（10） 陈晓霞（11） 陈晓燕 陈晓阳 陈晓颖 

陈欣 陈鑫 陈秀丹 陈秀爰 陈旭亮 陈煦煦 

陈学鹏 陈雅丽 陈雅真 陈亚咪 陈彦 陈艳秋 

陈燕 陈燕娇 陈燕如 陈扬眉 陈瑶瑶 陈叶珍 

陈烨 陈艺芳 陈毅洁 陈银丽 陈瑛 陈瑛瑛 

陈颖媛 陈映琼 陈永强 陈渝诚 陈宇宁 陈羽 

陈雨雯 陈玉芳 陈玉凤 陈云飞 陈云峰（11） 陈云峰（6） 

陈云娟 陈择煌 陈珍 陈芝 陈芝薇 陈志妹 

陈志霞 陈志信 陈志兴 陈质纯 陈智德 陈智远 

陈祖毅 谌瑞福 程聪明 程前 程思文 程贤芳 

程章波 崔健 戴金梅 戴小桑 戴志松 邓海英 

邓红梅 邓慧超 邓梅华 邓美玲 邓祥 丁桂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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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波 丁锦珍 丁丽君 丁丽丽 丁美娜 丁伟红 

丁艳民 董爱金 董彬彬 董冰 董丹 董浩 

董娟娟 董莉莉 董千里 董婷婷 杜厚伟 杜玉霞 

段静玲 范建明 范锦哲 范菁 范莹姗 方玲君 

方素霞 方晓君 方雅芳 方燕琳 封婷婷 冯林焰 

冯水土 傅建国 傅天荣 傅晓玲 傅振玉 高昌柳 

高佳明 高瑾 高晶 高岚英 高磊 高亮 

高琳 高思思 高艺滨 高珠玲 葛博 葛志勇 

耿华 龚华峰 龚特丽 龚莹莹 龚峥 官鸿铃 

郭春学 郭旦婷 郭慧 郭健欣 郭锦 郭龙燕 

郭培锋 郭平清 郭祈福 郭巍 郭文兴 郭孝坤 

郭燕琳 韩秋英 韩腾伟 何陈容 何丹丹 何金兰 

何进椅 何兰兰 何丽娟 何丽瑶 何玲玲 何美娟 

何秋瑞 何绍吾 何夏花 何香云 何小敏 何晓枝 

何艳华 何莹超 何玉琼 何子惠 贺赟贤 洪东煌 

洪菲 洪桂兰 洪丽北 洪萍 洪顺攀 洪晩汐 

洪卫煌 洪晓琼 侯炳波 侯丽娜 侯杨清 胡济淼 

胡路豫 胡萍 胡群 胡腾飞 胡祥炬 胡燕芳 

胡燕玉 胡颖 黄爱治 黄拔威 黄碧霞 黄纯 

黄代兴 黄冬梅 黄二燕 黄丰 黄海龄 黄华清 

黄辉萍 黄惠 黄惠冰 黄慧芳 黄建英 黄娇凤 

黄津津 黄锦燕 黄瑾 黄菊花 黄丽萍 黄丽芸 

黄林 黄林晶 黄龙 黄梅英 黄美钦 黄明旭 

黄明珠 黄铭涵 黄平辉 黄萍萍 黄启伟 黄秋婷 

黄秋永 黄嵘峰 黄双燕 黄水秀 黄思瑶 黄宋章 

黄添娣 黄庭龙 黄婷 黄婷婷 黄宛玲 黄薇 

黄伟燊 黄炜霞 黄温馨 黄文 黄文秀 黄武松 

黄仙女 黄小玲 黄小梅 黄小莹 黄小珠 黄晓敏 

黄晓琴 黄晓颖 黄欣欣 黄兴红 黄雅丽 黄亚红 

黄嫣 黄衍杨 黄艳真 黄燕华 黄燕娟 黄燕青 

黄燕云 黄燕珍 黄一炬 黄依伶 黄颖 黄媛媛 

黄増丽 黄峥慧 黄枝妙 黄志林 黄志英 黄中灿 

黄宗伟 纪宝琼 纪海玲 纪锦坤 纪妙音 纪阳森 

江川 江春兰 江丹萍 江典伟 江烽 江贵源 

江晗威 江慧凌 江婧婧 江玲玲 江琴 江善香 

江淑玲 江水芳 江文静 江艳锋 江莺 江赟 

江姿姿 蒋海彬 蒋建福 蒋剑 蒋丽艳 蒋莉 

蒋逍萍 蒋雪晶 金宁英 金一顺 金咏絮 康德 

康德智 康月明 康志彬 柯巧红 柯巧红 柯志福 

孔令楣 赖碧涛 赖丽珍 赖鹏 赖清云 赖善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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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晓敏 赖晓英 赖星海 赖秀丽 兰才凤 兰静 

兰树华 蓝丽容 蓝晓薇 蓝玉培 蓝钰菱 乐家振 

雷白 雷乐莺 雷硕 李阿美 李碧霞 李超 

李超伟 李晨 李赐娟 李大治 李丹 李东 

李发银 李桂婷 李红（5） 李红（8） 李鸿茹 李惠萍 

李惠燕 李建辉 李捷 李娟 李可聪 李磊 

李丽青 李莉 李莲秀 李龙英 李美萱 李妙娥 

李妙欣 李敏 李明漩 李明月 李娜 李楠 

李鹏 李平福 李青 李秋平 李榕榕 李少燕 

李世勇 李姝霈 李淑梅 李淑媛 李素娟 李婷婷 

李伟（10） 李伟（9） 李玮 李文富 李雯婷 李雯雯 

李希 李小枫 李小凤 李晓芬 李晓云 李鑫 

李秀娟 李秀丽 李亚细 李怡萍 李英 李映君 

李永增 李玉龙 李钰芳 李越 李泽伟 李增棋 

李铮 连金玲 连丽娥 连明香 连铭钖 连宁芳 

连双庆 连晓颖 连秀华 梁波 梁琛 梁继兴 

梁金凤 梁敏 梁水华 梁小平 梁小巧 梁晓青 

梁晓燕 廖春燕 廖冬梅 廖剑 廖开明 廖星 

廖雅彬 廖舆珍 廖雨娟 廖玉照 廖云海 林本翔 

林碧彩 林碧华 林炳 林博 林春锦 林春颜 

林滇恬 林芳 林芬 林峰 林锋 林凤 

林凤兰 林淦 林观婷 林国 林海霞 林晗 

林航瑾 林豪俊 林红 林华辉 林化松 林辉 

林佳群 林坚 林建 林建清 林建贤 林健 

林健明 林江燕 林杰 林劲榕 林静（1） 林静（7） 

林静静 林君 林开阳 林凯 林凯 林侃 

林克旭 林岚 林磊 林丽芳 林丽娟（7） 林丽娟（9） 

林丽丽 林丽玲（11） 林丽玲（9） 林丽琴 林丽霞 林连顺 

林林 林琳 林璐 林梅琼 林美杭 林敏秀 

林铭珊 林奇丹 林倩倩 林巧莹 林青艳 林清 

林清华 林秋兰 林蓉金 林榕 林榕芳 林瑞娟 

林三秀 林珊（5） 林珊（5） 林珊珊 林少龄 林晟 

林诗琳 林世丹 林世荣 林守虹 林守燕 林淑斌 

林淑芳 林曙彬 林树春 林思维 林素珠 林婷婷 

林韦 林炜聪 林文明 林雯 林潇 林小丹 

林小龙 林小琼 林小欣 林小玉 林晓鸿 林晓煌 

林晓娇 林晓倩 林晓蓉 林晓婷 林笑容 林心 

林心怡 林秀芳 林秀云 林璇 林雪琼 林雪燕 

林亚兰 林艳芳 林燕诚 林燕红 林燕华 林燕梅 

林燕萍 林燕清 林遥 林一峰 林艺武 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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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英旗 林勇（1） 林勇（11） 林勇（9） 林幼华 林瑜 

林宇波 林羽 林育富 林月君 林月美 林云 

林招娣 林振吕 林政峰 林志强 林智圳 林忠厚 

凌梦婷 刘安娜 刘彩玉 刘丹 刘格鸿 刘功晖 

刘广建 刘宏波 刘惠丹 刘慧恒 刘佳 刘家瑜 

刘剑敏 刘界兰 刘静 刘堃娇 刘丽芳 刘丽敏 

刘丽萍 刘丽燕 刘荔龙 刘俐芳 刘灵颖 刘玲玲 

刘梅凤 刘美增 刘明煌 刘娜 刘宁 刘佩珩 

刘启琳 刘群 刘士茹 刘素媛 刘伟达 刘文静 

刘文芝 刘贤彬 刘小婧 刘小萍 刘晓东 刘晓青 

刘雪竹 刘雅 刘燕 刘颖 刘玉 刘月英 

刘兆云 柳雯 卢锋峰 卢剑风 卢巧玲 卢巧萍 

卢青 卢神雷 卢秀兰 卢珍珍 陆逢春 陆萍 

陆钦智 陆小杰 陆小星 路璐 罗斌 罗东生 

罗广龄 罗建雄 罗锦锋 罗添桂 罗小平 罗晓春 

罗育坤 罗钻 吕 兰 吕东梅 吕琳琳 吕鲁闽 

吕少静 吕伟 吕晓婷 吕意达 马爱平 马蕾 

马敏 马少芹 马素忍 马文清 马鑫 毛彬彬 

梅丽丽 米俊 聂彩铃 聂一 宁永鑫 欧春梅 

欧光忠 欧阳铮 欧旸欢 潘诗娜 潘伟毅 潘小滨 

潘燕萍 潘瑶 裴思丽 彭芳展 彭飞 彭峰 

彭静慧 彭丽红 彭林玲 彭绍华 彭婷 彭晓芳 

彭欣美 彭永挑 彭祖勤 齐孝旗 钱欣 钱月洪 

潜慧霞 秦志远 丘小亮 邱宝完 邱国建 邱华琴 

邱丽芳 邱丽丽 邱俐倩 邱琳蕊 邱淑华 邱婉婷 

邱望鹏 邱晓云 邱秀兰 邱雪慧 邱雅虹 邱雨欣 

阙秀琴 阙媛雯 饶珊珊 饶伟群 饶燕彪 阮海燕 

阮汉辉 阮奇双 阮肃华 阮雅婷 上官慧星 尚秀玲 

邵岩峰 沈层层 沈海凌 沈嘉昕 沈剑芬 沈理霞 

沈妙芳 沈肖红 沈阳辉 沈银端 施剑丹 石湖建 

石岚 石秋霞 石松长 石玉林 史军艳 宋海洋 

宋施委 宋卓菁 苏方方 苏金连 苏香榕 苏小鹃 

苏秀云 苏云萍 苏治云 孙炳林 孙佳慧 孙嘉靖 

孙萍 孙清己 孙昕 孙旭日 孙奕斌 谭国良 

汤丰榕 唐晓燕 田伏鹏 田原卿 涂村招 涂秋婷 

涂思义 万秋慧 汪雅清 王宝宁 王彩榕 王彩云 

王岑 王春青 王芳玉 王凤珠 王桂萍 王海华 

王赫铭 王皇美 王佳魁 王佳丽 王建强 王金章 

王进丽 王旌 王静 王可新 王李丹 王丽 

王琳 王玲莉 王鲁平 王路春 王伦 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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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华 王启文 王巧灵 王勤 王淑清 王舒鹏 

王炜维 王文菁 王希星 王霞 王小芳 王小芳 

王小杰 王小昆 王小梅 王晓莹 王欣怡 王亚兰 

王燕 王荧 王玉金 王苑华 王运水 王中智 

危艳萍 魏陈辉 魏传杰 魏丽欣 魏平珠 魏琴 

魏琼英 魏泉玉 魏施 魏硕 魏小杰 魏燕玲 

魏宗明 温文英 翁朝航 翁海燕 翁继林 翁丽芳 

翁晓玲 翁熖龙 邬建蓉 巫吉芳 巫磊 吴百华 

吴灿明 吴朝晖 吴凡 吴峰 吴国顺 吴豪杰 

吴昊 吴辉云 吴家斌 吴建满 吴建伟 吴江斌 

吴洁 吴婕梅 吴金燕 吴锦艺 吴丽金 吴丽榕 

吴梅华 吴美莲 吴孟获 吴女琴 吴萍萍 吴秋萍 

吴秋婷 吴芮 吴思瑶 吴维玲 吴伟强 吴炜景 

吴炜清 吴文伟 吴小芬 吴小菊 吴晓莉 吴晓明 

吴秀玉 吴雪娟 吴燕青 吴扬彤 吴宜佳 吴义平 

吴奕群 吴银莲 吴永涛 吴月秀 吴云昂 吴占澄 

吴长娟 吴志梅 吴志英 吴仲华 吴资瑶 吴子瑜 

伍凯丽 武伟鹏 席雅君 先小杰 肖春秀 肖丽贞 

肖琦 肖琦雯 肖晓梅 肖雄 肖艳青 谢宝琴 

谢宝缘 谢汉生 谢惠芳 谢慧 谢加俐 谢佳慧 

谢坚 谢建春 谢兰璟 谢丽珠 谢群芳 谢榕城 

谢胜伟 谢世娟 谢树淮 谢树俭 谢婷婷 谢学金 

谢阳煌 谢昭端 谢姊潼 邢小楠 熊慧芳 熊胜男 

修小凤 徐本逢 徐芳清 徐健 徐凯 徐淑青 

徐晓东 徐秀莉 徐煜博 徐珍梅 许碧芳 许翠玲 

许东明 许国荣 许鸿东 许华英 许金玉 许景云 

许镜清 许俊鹏 许丽丽 许丽敏 许青云 许秋萍 

许圣威 许婉婷 许贤雄 许小平 许晓润 许秀宾 

薛枫 薛克营 薛文娟 薛文新 薛贻敏 严寒若 

颜惠玲 颜溶溶 颜雅玲 杨彬珍 杨春燕 杨鸿钏 

杨怀平 杨建珠 杨劲松 杨娟 杨丽芬 杨连仁 

杨玲 杨玲玲 杨玫 杨如丽 杨晟 杨淑青 

杨水平 杨肆玖 杨文博 杨小春 杨志星 杨紫鸾 

姚海龙 姚丽熙 姚文佳 姚秀娟 叶 兰 叶阿芬 

叶碧凤 叶冰 叶辰琳 叶诚栋 叶海灵 叶惠萍 

叶建熙 叶娟 叶军丽 叶凯 叶丽玉 叶玲 

叶萍 叶清妹 叶秋萍 叶书锌 叶向丽 叶小凯 

叶晓倩 叶衍 叶勇 叶玉兰 叶灶宁 叶长青 

叶志桥 易少强 尹震宇 应秀红 应漩 尤德源 

尤晗霖 尤颢 尤小玲 游华 游菊红 游岚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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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丽斌 游秋烟 游孙权 于蕾 于荣国 余翠婷 

余欢 余磊 余晴 余琼燕 余蓉 余书霞 

余雪娇 俞点 俞慧琴 俞佳丽 俞明珠 俞顺 

元小红 詹曹丽 詹建福 詹仕鑫 詹述琴 詹西荣 

詹小海 占彦 张阿玲 张帮锋 张才祥 张成琳 

张冬娟 张光宗 张海荣 张华山 张怀 张惠龙 

张佳丽 张杰 张洁 张晶 张军英 张丽 

张丽斌 张丽碟 张丽芳 张丽芳 张丽钦 张丽艳 

张霖 张玲梅 张美媚 张美燕 张民元 张敏 

张明明 张楠 张妮妮 张巧敏 张巧仙 张清勇 

张秋香 张蓉芳 张胜利 张书贤 张水华 张思思 

张素真 张婷 张巍 张伟 张尉 张文玉 

张先锋 张晓岚 张晓艳 张孝斌 张新安 张鑫 

张秀梅 张学亚 张艳 张燕玲 张阳宗 张祎祥 

张英双 张瑛 张永栋 张永锐 张永裕 张育红 

张月虾 张祯琳 张振宇 张志恩 章学俊 赵福龙 

赵贯金 赵建铭 赵年贵 赵培培 赵淑好 赵亭娴 

赵文安 赵玉明 赵子文 郑彩霞 郑铤 郑芳芬 

郑峰 郑福珍 郑和平 郑金全 郑晶晶 郑娟 

郑凯斌 郑磊磊 郑丽兵 郑琳 郑敏 郑铭锐 

郑萍玉 郑如鑫 郑松燕 郑威 郑翔 郑晓峰 

郑晓莉 郑晓璐 郑晓娜 郑晓燕 郑秀英 郑学友 

郑雪雁 郑艳 郑燕华 郑燕丽 郑燕云 郑一雄 

郑茵 郑银银 郑英姿 郑玉芳 郑玉柳 郑增华 

郑振扬 钟德金 钟东塔 钟桂钦 周冬冬 周慧敏 

周敏 周萍萍 周强龙 周珊 周卫国 周文智 

周晓芬 周雅雅 周月珠 朱昌月 朱丽丹 朱丽晶 

朱明 朱其国 朱旗霞 朱瑞 朱帅俊 朱文静 

朱夏芸 朱小琴 朱晓玲 朱晓群 朱叙英 朱艺红 

朱志粦 祝江 庄凯燕 庄良金 庄婉萍 庄燕娟 

庄吟吟 庄源红 庄灼梅 庄子森 卓阿美 卓惠长 

卓晓清 邹丽玲 邹晓芳 邹晔峰 邹宇婷 祖庆庆 

祖水玲 

 

     

资料来源：《致敬！福建 1393 名支援护臂医疗队员全名单！》，台海网，2020 年 3 月 1 日，

17https://www.taihainet.com/news/fujian/gcdt/2020-03-01/2361077.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附录（7）：甘肃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796人） 

 

安彩霞 安华宇 安丽丽 安洋 白静 白莉 

https://www.taihainet.com/news/fujian/gcdt/2020-03-01/2361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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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璐 白占勇 包君琴 包响玲 包转转 保鑫 

边雨田 蔡辉 蔡武 蔡小娟 蔡玉茜 蔡宗仁 

曹荟涓 曹磊 曹明嫄 曹晓庆 曹雪宁 曾芳堂 

曾立云 曾晓丽 柴守范 常会会 常艳 陈斌 

陈佳媛 陈嘉俊 陈姣姣 陈静 陈娟 陈来秀 

陈丽梅 陈丽琼 陈苗 陈苗苗 陈明明 陈善颖 

陈淑珍 陈维 陈小娟 陈雪 陈亚江 陈岩 

陈艳玲 陈阳 陈长妍 程水云 褚莉莉 褚晓霞 

崔金艳 崔艳荣 崔志斌 达春和 达海霞 逮霞 

戴素琴 戴晓倩 单萍萍 邓园园 狄宝娟 狄婷 

丁磊磊 丁丽宏 丁瑞 董慧敏 董梓莹 豆泽成 

窦志敏 杜洁 杜丽梅 杜鹏 杜雨津 段雪燕 

朵梅 樊丽芳 樊艳 樊智磊 范琨 范丽娜 

范美玲 方岩 冯春三 冯淑芳 冯月琴 伏向明 

付宏生 傅文婷 甘彩英 高斌强 高芳 高菲菲 

高军龙 高莉 高玲霞 高敏 高其欢 高翔 

高小波 高燕 龚苗苗 苟黎坤 苟茜 苟晓娟 

苟占彪 顾俊杰 顾小萍 关晓强 郭程亮 郭菲 

郭缓缓 郭娟娟（1） 郭娟娟（2） 郭娟娟（5） 郭丽娜 郭龙飞 

郭瑞玲 郭姗 郭树明 郭小丽 韩本荣 韩浩 

韩会妮 韩镭 韩鹏 韩琦 韩秀园 韩雪萍 

郝梅梅 郝小琴 何彩红 何谍燕 何红霞 何涛 

何新 何亚瑞 何燕 贺苗苗 贺晓晶 赫永虎 

侯羽绒 后丽娜 胡晗 胡琳 胡琰 胡彦芳 

虎维东 华卉 华龙春 华任 黄富林 黄海峰 

黄琳 黄琪 黄银新 黄永吉 火统武 姬甜 

姬祥学 吉秀萍 贾成文 贾一博 姜涛 姜小琴 

蒋燕 蒋瑛 焦改红 焦婷 焦志珍 解亚军 

金雪燕 金一奇 金英 靳安宁 靳存旺 靳丽萍 

靳雪萍 景卫 康永晶 孔繁琼 孔玉科 寇星 

来积婷 兰小荣 雷莎莉 雷作汉 李宝亮 李斌 

李斌 李恩莉 李芳艳 李凤霞 李国瑾 李海瑞 

李红芳 李红霞 李宏亮 李嘉欣 李建花 李金 

李晶 李娟（2） 李娟（4） 李娟芝 李军玲 李楷 

李丽 李莉（1） 李莉（5） 李林东 李玲 李凌燕 

李敏（1） 李敏（5） 李楠 李妮 李培慈 李茜 

李强 李琴 李青青 李清苹 李少堃 李淑娟 

李涛 李田 李文娟 李文萍 李霞 李小娟 

李小奇 李小亚 李小燕 李晓玲 李忻 李学蕊 

李亚荣 李彦龙 李彦霞 李燕（5） 李燕（5） 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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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 李永荣 李越 李正才 李忠涛 梁朝霞 

梁岚 梁雪 梁瑛 梁宇红 梁玉瑛 蔺国辉 

蔺海佩 刘斌斌 刘倡 刘超 刘东鹏 刘冬梅 

刘刚 刘高侗 刘国美 刘华 刘怀刚 刘惠芳 

刘继君 刘建文 刘靖 刘娟（6） 刘娟（6） 刘凯 

刘丽 刘丽华 刘丽霞 刘莉 刘伦佐 刘美丽 

刘妙兄 刘敏科 刘盼 刘萍 刘倩 刘巧梅 

刘姗姗 刘世杰 刘世明 刘淑琴 刘文娟 刘晓菊 

刘晓丽 刘晓霞 刘学禹 刘娅娜 刘艳春 刘艳花 

刘艳艳 刘莹 刘颖 刘勇 刘育瑛 刘云芳 

刘志琴 柳青花 柳玉峰 龙罗艳 龙巧玲 卢翠玲 

卢冬梅 卢莲英 卢强 卢永恒 鲁婷 陆一鸣 

逯敏 禄文娟 路景玉 路青 路昕 罗春梅 

罗玲 罗文 罗亚莉 罗耀琴 骆春梅 骆晶 

骆珍霞 吕立萱 吕晓阳 吕艳梅 吕忠粱 马冰冰 

马芳 马国珍 马海龙 马鸿翔 马化文 马娟 

马俊骅 马丽娜 马利 马莉 马蓉 马淑雪 

马腾寰 马向荣 马晓娟 马璇 马雪雪 马银霞 

马玉洁 马周旺 毛佳怡 米蓉 苗东英 苗渝奇 

缪海霞 牟星亮 南小莉 南英姬 聂晶鑫 欧敏洁 

庞永峰 彭玉峰 蒲瑞芳 齐玉龙 祁玉祥 秦国霞 

秦玉荣 邱玉霞 屈延 渠杰 渠晓鸿 瞿世玉 

瞿学文 全富贵 冉文芳 任晓瑛 尚兴平 邵芙蓉 

邵健 申艳婷 沈彦宏 石二虎 石丽丽 石婷婷 

时金辉 史晓伟 司文兰 司秀晶 宋会会 宋姗姗 

宋霞 宋小芳 宋新海 宋媛媛 苏建建 苏进莉 

苏鹏 苏茜 苏艳 苏永春 孙华 孙建芳 

孙丽娟 孙梦婕 孙淑华 孙鑫 孙彦彦 孙燕妮 

孙屹程 孙臻 谭锦柯 汤雪梅 唐锐 唐润润 

唐霞 陶璐 陶琴得 陶小芳 陶拯民 田瑞兆 

田晓霞 帖二艳 童波波 脱亚莉 妥海丽 汪小转 

汪妍汐 王爱珍 王蓓 王犇 王彬 王彬彬 

王斌 王琛 王春蕾 王春燕 王东 王芳 

王芳芳 王菲 王丰军 王冠民 王桂林 王桂霞 

王国强 王海军 王海霞 王海燕 王鸿雁 王继 

王建新 王金玉 王晶霞 王婧婧 王娟娟 王娟霞 

王军 王俊珊 王克慧 王磊 王丽（3） 王丽（3） 

王丽红 王丽婷 王利 王莉 王亮 王玲（2） 

王玲（2） 王罗琴 王萌 王敏 王娜梅 王乃红 

王倩倩 王琼莉 王蕊 王生春 王霜萍 王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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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 王维红 王伟 王玮 王文慧 王文杰 

王文静 王文秀 王霞 王向华 王潇玉 王小晶 

王小霞 王小彦 王小英 王晓娟 王晓梅 王效白 

王欣 王星 王旭华 王亚荣 王彦成 王艳琴 

王燕 王燕君 王毅 王英霞 王映珍 王永兵 

王永召 王宇明 王玉翔 王昱 王云霞 王振卿 

王之娟 尉佳宁 魏斌 魏翠翠 魏海东 魏恒昌 

魏建芬 魏金兰 魏孔福 魏孔玲 魏坤 魏琳 

魏凌 魏苗 魏雯雯 魏晓娟 魏耀耀 魏银霞 

温青 吴风娇 吴佳 吴静静 吴蓉 吴瑞梅 

吴蔚民 吴钰 伍严骏 席春贤 席双艳 夏泫慧 

向敏敏 项雍虎 肖妮 肖晓辉 谢海彬 谢文娟 

谢晓芬 辛君殿 辛晓玲 邢燕 胥飞 徐海荷 

徐海玲 徐建东 徐坤 徐磊 徐丽菲 徐丽娜 

徐莫菊 徐鹏娟 徐小艳 许娟 许莉春 许娜梅 

许莎丽 许珊丽 许文燕 许潇文 许银 许玉晶 

宣昊 薛继军 薛丽 薛亮 薛婷文 薛小莉 

薛莹 薛媛 闫柏灵 闫登兰 闫华 闫丽娜 

严文霞 颜萍 剡丽娜 羊国建 阳洁 杨殿武 

杨国明 杨国泉 杨海芸 杨建军 杨兰 杨璐 

杨明霞 杨珊 杨维琼 杨文静 杨霞 杨晓娜 

杨晓霞 杨筱婷 杨轩 杨学 杨学苹 杨雪娇 

杨岩平 杨银功 杨玉霞 杨媛媛 杨志国 姚婵娟 

姚佩 姚双吉 伊同英 移红莉 益小甜 殷海霞 

殷健 殷靓 应芳 於洁 于婧 于娅娟 

余涛 余文娟 余香香 俞亚妮 郁慧 袁健 

袁伟鹏 袁文华 袁祥 原美哈 岳红磊 岳伶俐 

岳伟岗 詹爱茜 展定华 张蓓 张彩霞 张晨 

张冬泉 张凤琴 张官红 张海燕 张浩军 张宏忠 

张虹 张花花 张华（6） 张华（6） 张慧春 张洁慧 

张靖宜 张静（2） 张静（6） 张娟娟 张君娜 张峻华 

张蕾 张丽 张丽丽 张丽萍 张丽荣 张琳 

张伦珍 张马瑞 张敏琦 张佩佩 张萍 张倩钰 

张强 张琼 张任玲 张荣霞 张茹 张锐锐 

张韶橘 张世魁 张淑存 张水梅 张天赐 张婷 

张卫平 张文静 张文庆 张霞 张小蝶 张小龙 

张小敏 张小琴 张小蓉 张小虾 张小英 张晓玲 

张晓涛 张欣 张秀功 张旭辉 张雪莲 张雪梅 

张雅丽 张亚丽 张亚男 张亚涛 张艳（1） 张艳（4） 

张燕琴 张阳 张瑶 张亦兵 张英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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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艳 张雨婷 张玉 张玉芬 张玉娟 张玉梅 

张玉琴 张玉霞 张煜宸 张芸凤 张正银 张自林 

张宗敏 赵丹丹 赵德仁 赵国军 赵建蕾 赵娟 

赵军 赵楠 赵琼 赵文武 赵小雪 赵信燕 

赵雪莲 赵彦红 赵艳 赵艳芳 赵燕 赵冶元 

赵英英 赵俞婷 赵煜红 赵珍秀 赵重云 甄金兴 

甄文平 甄晓花 郑红 郑慧 郑太祖 郑文丰 

郑小明 郑秀芳 郑亚梅 钟鹏玲 钟婷婷 周春莲 

周春艳 周海洋 周河 周渐 周玲玲 周马会 

周茂花 周敏敏 周琼 周晓丽 周馨瑜 周艳芝 

周瑜 周玉甜 周云霞 朱多杰 朱海艳 朱磊 

朱强 朱秀玲 朱彦莉 邹伟芳   

资料来源：《“甘”苦与共！796位甘肃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3

日，https://mp.weixin.qq.com/s/xQXWcTRnYxzxsuhMMMeFM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日。 

 

 

附录（8）：广东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2484人） 

 

安泰学 敖天芝 白玛取次 白煜佳 白远 鲍玲玲 

贝朝昌 毕赐成 毕诗敏 毕文君 毕晓霞 毕筱刚 

边宁 卞华伟 蔡必林 蔡传锷 蔡桂兰 蔡军 

蔡俊翔 蔡丽红 蔡良超 蔡柳贤 蔡敏 蔡壬辛 

蔡书宾 蔡伟明 蔡小玲 蔡兴东 蔡彦 蔡跃新 

曹慧敏 曹秋明 曹赛 曹婉婷 曹信珍 曹训 

曹莹 曹芝梅 常雪娟 车蓉 陈爱兰 陈柏五 

陈碧莹 陈彩俊 陈灿 陈婵华 陈楚婷 陈传希 

陈春杰 陈丹 陈德翀 陈二洪 陈二辉 陈芳 

陈芳芳 陈非 陈广泰 陈桂枫 陈桂丽 陈桂阳 

陈国豪 陈国文 陈海振 陈汉利 陈汉棠 陈汉文 

陈浩瑜 陈红兵 陈惠国 陈慧婷 陈家劲 陈嘉平 

陈嘉瑶 陈嘉怡（14） 陈嘉怡（21） 陈嘉莹 陈洁丹 陈洁丽 

陈锦昌 陈锦建 陈劲龙 陈经雕 陈精倩 陈景利 

陈镜河 陈娟 陈俊 陈凯 陈坤 陈雷 

陈磊 陈丽（1） 陈丽（14） 陈丽芳（1） 陈丽芳（21） 陈丽梅 

陈丽婷 陈丽珍 陈良春 陈亮 陈林帆 陈林叶 

陈林英 陈灵 陈柳 陈鹿鸣 陈露 陈露露 

陈妙霞 陈敏婷 陈名桂 陈茗 陈铭乐 陈铭生 

陈诺 陈培生 陈平 陈苹 陈萍 陈普文 

陈秋萍 陈秋霞 陈榕  陈瑞滔 陈瑞贞 陈润森 

陈赛 陈少雯 陈时洪 陈时苏 陈世友 陈淑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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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彦 陈沭阳 陈树贤 陈思红 陈素欣 陈甜甜 

陈婷 陈婷婷 陈薇 陈维生（2） 陈维生（13） 陈维校 

陈伟 陈伟宏 陈伟佳 陈伟明 陈伟棠 陈伟焘 

陈渭 陈文 陈文静（11） 陈文静（21） 陈熙 陈霞 

陈湘 陈小凤 陈小华 陈小朗 陈小玲 陈小美 

陈小青 陈小舒 陈晓东 陈晓敏 陈晓芝 陈杏容 

陈秀丽 陈秀连 陈旭亮 陈雪霞 陈珣珣 陈雅洁 

陈亚辉 陈艳娴 陈燕（7） 陈燕（9） 陈燕辉 陈垚 

陈瑶（10） 陈瑶（13） 陈业令 陈以明 陈毅 陈毅飞 

陈银娟 陈迎 陈颖诗 陈映红 陈映名 陈永昌 

陈咏芬 陈勇 陈勇 陈宇冰 陈宇霞 陈玉芳 

陈玉蓉 陈郁鲜 陈钰莹 陈煜阳 陈园园 陈源浩 

陈岳华 陈泽燕 陈展标 陈钊成 陈钊军 陈昭晖 

陈振光 陈镇娥 陈正近 陈志波（9） 陈志超（11） 陈志超（11） 

陈志昊 陈智芳 陈智伟 陈子谓 陈紫茵 陈祖辉 

谌鸣 成守珍 成蔚阳 成卓霖 程道猛 程吉来 

程锦萍 程燎原 程龙 程琴 程远雄 池千勉 

仇敏怡 褚阳周 崔嫦婷 崔娣 崔方方 崔敏 

崔绍业 崔淑明 戴东山 戴磊 戴水燕 单妙航 

单雪 邓博文 邓创豪 邓达丽 邓都一妹 邓翡翠 

邓凤莲 邓洪容 邓佳 邓金玲 邓丽梅 邓荔 

邓梦迪 邓敏 邓佩瑛 邓启惠 邓清 邓琼 

邓秋强 邓秋容 邓姝妍 邓素娟 邓逃生 邓文福 

邓晓龙 邓欣仪 邓秀梅 邓医宇 邓英 邓玉敏 

邓远彬 狄敏芝 刁燕颜 丁邦晗 丁德香 丁妮丽 

丁琴玉 丁文锋 丁晓英 丁云霞 董春婷 董翠 

董丽丽 董强梅 董瑞 董婉秋 董伟彪 董亚丽 

豆孝岚 窦明鑫 杜博耀 杜归丽 杜国辉 杜沛康 

杜青林 杜杨 杜银霞 段孟歧 段妍妍 段业英 

范红星 范亚婷 范昭 方潢 方洁玫 方力力 

方苓 方美萍 方琪 方乔 方蓉 方伟祯 

方向明 方晓霞 方瑜 房海辉 房慧杰 房娟娟 

房璐瑶 房秀凤 封福香 冯程程 冯翠坚 冯定云 

冯飞 冯丰 冯国勇 冯嘉仪 冯剑锋 冯健聪 

冯洁怡 冯洁英 冯俊 冯俊敏 冯敏贤 冯佩君 

冯平平 冯茜 冯锐谭 冯润彩 冯思云 冯松青 

冯素云 冯小鹏 冯学锋 冯阳春 冯意改 冯征 

符景松 符丽君 付百英 付就平 付旭敏 付宇静 

傅进艺 甘柳琼 甘水凤 甘恬田 甘长友 甘照宇 

高博 高广香 高国杰 高红 高会霞 高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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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龙 高琼 高雪武 高雅晴 高艳春 高渝峰 

高元妹 高泽伟 高志茵 葛静 耿峰 龚春燕 

龚德鑫 龚艳 古雪平 古雪琴 古正涛 顾葆春 

关翠萍 关健威 关婉仪 官金红 管骅 管贤丽 

管向东 管怡瑶 郭凤 郭华梅 郭惠萍 郭建文 

郭俊华 郭琳玲 郭美凤 郭敏（9） 郭敏（14） 郭琴 

郭斯妮 郭松 郭卫玲 郭亚兵 郭耀光 郭怡 

郭银凤 郭迎春 郭映婷 郭远雯 郭苑秋 郭志锋 

郭竹英 韩洪瀛 韩华东 韩嘉雯 韩明月 韩萍 

韩桃 韩鑫 郝鹏 何爱华 何碧君 何超焕 

何聪 何达秋 何蝶 何方 何芳 何观玉 

何海勇 何浩然 何红波 何欢 何嘉琪 何建文 

何杰雄 何洁莹 何金 何劲 何景萍 何靖 

何军 何丽君 何丽娜 何敏桦 何明丰 何明坤 

何沛璟 何仁亮 何少媚 何淑欢 何素桦 何翔 

何杏辉 何雪梅 何雪琴 何艳群 何映平 何永鹏 

何玉燕 何招娣 何圳 何子星 贺爱辉 贺峰华 

贺军 贺希 贺亚芳 贺子君 洪彩梅 洪家惠 

洪婧 洪妙君 洪秋姊 洪澍彬 洪晓佳 洪子翔 

侯兵兵 侯刚 侯金林 侯可可 侯洵 侯艳梅 

胡傲 胡常伟 胡晨 胡春林 胡丁玲 胡东洪 

胡朵 胡芳芳 胡分分 胡桂花 胡国栋 胡浩 

胡惠玲 胡惠敏 胡慧 中 胡吉祥 胡佳俊 胡俊英 

胡兰云 胡娜 胡鹏 胡品军 胡青雯 胡荣 

胡涛 胡天东 胡伟仪 胡希萌 胡锡祥 胡先玲 

胡小琴 胡小雨 胡晓云 胡馨元 胡秀梅 胡燕娇 

胡燕霞 胡杨 胡玉霞 黄碧莲 黄碧英 黄斌（9） 

黄斌（10） 黄斌（15） 黄冰 黄超明 黄崇明 黄春芳 

黄春芬 黄春华 黄春荣 黄达豪 黄道政 黄东晖 

黄飞 黄光鸿 黄光鉴 黄贵芹 黄桂南 黄航辉 

黄华英 黄焕容 黄慧 黄家惠 黄嘉丽 黄嘉艳 

黄建略 黄建强 黄健凤 黄健仪 黄洁静 黄洁微 

黄金 黄景培 黄敬烨 黄静 黄钧钰 黄俊伟 

黄凯锋 黄凯丽 黄可盈 黄腊平 黄丽芬 黄丽梅（9） 

黄丽梅（11） 黄丽琴 黄丽茹 黄丽婷 黄丽文 黄丽仙 

黄利琼 黄梁露 黄林洁 黄玲 黄柳齐 黄梅妹 

黄美芳 黄美媚 黄梦宇 黄妙珊 黄敏 黄鹏 

黄平（12） 黄平（21） 黄萍 黄倩 黄倩萍 黄桥 

黄青青 黄庆彬 黄秋怡 黄汝梁 黄汝维 黄瑞芬 

黄睿 黄森昌 黄莎莎 黄绍琼 黄世娟 黄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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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娜 黄淑贞 黄涛 黄天雯 黄婷婷 黄薇 

黄伟丰 黄伟生 黄卫 黄卫平 黄文蒂 黄文豪 

黄霞芬 黄夏萍 黄相铭 黄翔 黄潇红 黄小玲 

黄小铌 黄小强 黄小燕 黄晓丹 黄晓静（3） 黄晓静（9） 

黄晓明 黄欣莹 黄新锋 黄新武 黄杏桃 黄秀娴 

黄雪珠 黄燕 黄耀光 黄烨楷 黄一丹 黄宜志 

黄英俊 黄永洪 黄永顺 黄育波 黄育华 黄媛 

黄媛媛 黄云卿 黄展滔 黄昭海 黄振华 黄志宏 

霍雅婷 吉家兴 纪传荣 纪荣庄 纪晓霞 纪雅丽 

简玉龙 蹇祥玉 江春途 江关平 江国栋 江皓波 

江华 江丽洁 江文靖 江锡尧 江学敏 江义生 

江滢 江永清 姜晨 姜传波 姜荣龙 姜婷 

姜振中 蒋洁 蒋军 蒋凌志 蒋泉 蒋荣慧 

蒋婷 蒋文新 蒋学风 蒋远琼 蒋志伟 揭秋喻 

金光明 金晶 金梅 金尚怡 金小岩 康聪 

康侠云 康玉英 柯颖华 孔佩文 孔婷婷 匡煜坤 

来勇 赖冬梅 赖峰 赖海峰 赖海燕 赖慧晶 

赖金路 赖隆健 赖鹏 赖钦涛 赖青仪 赖荣华 

赖辛娇 赖旭东 赖燕萍 赖阳军 赖永新 赖泳锋 

赖勇英 赖中秋 蓝静儒 蓝颖 劳炜东 劳源源 

雷艳秀 雷阳阳 雷一元 雷振忠 雷智 黎焯基 

黎程 黎翠仪 黎德雄 黎芳 黎健勇 黎渐英 

黎江 黎俊宁 黎丽芬 黎梅芳 黎苗青 黎佩华 

黎绮欣 黎诗欣 黎伟彬 黎秀娟 黎雁嫒 黎颖维 

黎玉环 黎玉莹 黎月秋 黎镇沪 黎志锋 黎紫燕 

李爱凤 李爱国 李爱民 李碧航 李碧玲 李碧桃 

李灿 李灿明 李晨 李春亚 李春艳 李丹 

李丹丹 李丹萍 李德富 李东敏 李多云 李芳 

李芳玲 李锋 李福全 李观康 李观庆 李冠湘 

李光林 李桂林 李国华（2） 李国华（14） 李海 李红花 

李洪涛 李华娟 李欢（8） 李欢（14） 李焕夷 李晖 

李惠怡 李慧 李慧玲 李慧敏 李慧源 李际强 

李嘉伟 李简玲 李建雄 李剑森 李江山 李娇 

李杰 李婕茹 李金连 李锦忠 李进 李晶晶 

李景姗 李静茹 李娟 李君 李孔攀 李兰花 

李丽媚 李丽莎 李丽珊 李利 李林生 李琳 

李玲（3） 李玲（13） 李玲玉 李露 李梅 李美君 

李美平 李敏 李敏然 李明亮 李明铨 李培武 

李佩思 李平 李苹 李萍 李启荣 李茜 

李倩怡 李强 李巧玲 李青 李秋红 李群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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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长 李荣宗 李容丹 李蓉 李瑞琪 李绍颜 

李生成 李胜华 李诗羿 李仕成 李书艳 李书英 

李淑芳 李竖飞 李帅强 李水兰 李水珠 李思明 

李苏华 李潭辉 李涛 李桃源 李婷 李旺宗 

李伟超 李炜 李卫东 李文丰 李文浩 李文杰 

李文娟 李文俊 李文雯 李文英（1） 李文英（15） 李雯静 

李霞 李先 李肖肖 李萧萧 李小玉 李晓聪 

李晓君 李晓燕 李新华 李雄 李秀连 李旭东 

李烜 李学廉 李学武 李雪丽 李雪莹 李雅琳 

李亚清 李彦生 李燕红 李燕君 李燕欣 李依玲 

李怡 李倚坪 李艺（9） 李艺（9） 李驿 李益明 

李逸群 李颖贤 李颖芝 李拥军 李永春 李永洁 

李勇基 李玉兰 李元 李远添 李允 李韵婷 

李增杭 李珍霞 李振宏 李振亚 李振瑶 李征波 

李志章 李智 李智英 李智勇 李足洋 练国达 

练志威 梁常香 梁成 梁翠仪 梁达权 梁道胜 

梁发雅 梁芳娟 梁光彬 梁海涛 梁浩斌 梁鸿迪 

梁惠欣 梁姬 梁嘉玲 梁嘉欣 梁建军 梁剑 

梁健 梁洁莹 梁京娣 梁康花 梁立传 梁立雪 

梁丽 梁丽霞 梁敏燕 梁朋 梁鹏 梁祺 

梁启财 梁倩 梁秋菊 梁秋亭 梁瑞韵 梁少凤 

梁少强 梁仕凤 梁淑仪 梁团红 梁婉华 梁伟伟 

梁伟文 梁文锐 梁小丹 梁晓锋 梁晓宁 梁欣 

梁秀 梁秀怡 梁秀贞 梁妍琨 梁艳珍 梁燕 

梁亦钊 梁颖妍 梁颖怡 梁永锋 梁玉婵 梁玉明 

梁梓珊 梁紫茵 廖昌贵 廖晨 廖广捷 廖国宁 

廖画 廖嘉辉 廖静文 廖玲芳 廖梅嫣 廖胜杰 

廖小卒 廖晓礼 廖叶银 廖游玩 廖志新 林百润 

林笔 林碧莹 林博 林道炜 林根发 林冠文 

林汉林 林辉 林辉翠 林家铭 林家仪 林家羽 

林洁华 林金凤 林金婷 林锦芬 林进容 林劲芝 

林晶晶 林敬冬 林静 林静璇 林俊锋 林凯程 

林康兴 林立丰 林莉 林茂煌 林茂锐 林密玲 

林诺兰 林俏伶 林少欣 林绍怡 林诗杰 林淑文 

林思慰 林婷婷 林卫斌 林文静 林晓明 林艳梅 

林燕君 林燕云 林依婷 林怡婉 林宇坤 林玉连 

林月娥 林指山 林志娟 林志远 凌传仁 凌嘉惠 

凌静 凌茵 凌云璐 刘爱红 刘保瑞 刘斌 

刘昶良 刘成彬 刘川 刘春梅 刘大钺 刘丹 

刘恩益 刘芳 刘芳玲 刘峰 刘桂容 刘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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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艳 刘海媚 刘浩 刘贺芳 刘辉 刘惠娜 

刘慧 刘家怡 刘建锋 刘建平 刘剑戎 刘洁 

刘洁静 刘婕 刘金娟 刘金艳 刘金燕 刘锦凤 

刘敬勇 刘娟 刘俊 刘俊露 刘恺懿 刘珂珂 

刘来昱 刘兰洁 刘磊 刘力 刘莉 刘莉莉 

刘凌云 刘璐 刘梅臣 刘猛 刘苗 刘培 

刘佩 刘鹏飞 刘鹏宇 刘其武 刘强强 刘秋江 

刘权基 刘赛君 刘少君 刘晟君 刘书言 刘淑如 

刘崧 刘素萍 刘素蕴 刘婷（9） 刘婷（10） 刘挺榕 

刘婉弟 刘婉芬 刘王凯 刘旺 刘旺蝶 刘旺燕 

刘伟佳 刘细妹 刘向欣 刘小 刘小燕 刘晓春 

刘晓强 刘晓烔 刘晓伟 刘星怡 刘旭微 刘雪霞 

刘雪岩 刘亚云 刘燕菊 刘燕青 刘燕燕 刘洋 

刘姚 刘叶青 刘烨 刘易林 刘英贤 刘莹 

刘颖 刘永军 刘勇军 刘优凤 刘宇 刘禹翔 

刘远超 刘真真 刘振锋 柳蕊 龙海婷 龙会宝 

龙玲 龙美顺 龙琴瑶 龙文 龙先兰 龙翔 

龙艳红 龙英华 娄宁 娄勍 卢海婷 卢瀚宇 

卢剑海 卢健胜 卢俊 卢孟浩 卢敏 卢慕荣 

卢鹏 卢秋琼 卢涛 卢婷 卢文敢 卢燕飞 

卢耀安 卢毅荣 卢玉为 卢芷茵 卢卓耀 芦瑞鹏 

鲁佳 鲁志威 陆丰荣 陆干丽 陆桂连 陆葵开 

陆明霞 陆森怡 陆艳冬 陆志娟 路海云 栾晓军 

罗碧才 罗衬章 罗慈苑 罗丹凤 罗福如 罗桂华 

罗桂琼 罗国彪 罗红英 罗家敏 罗金妮 罗炬辉 

罗克勤 罗蕾 罗丽仪 罗连平· 罗良 罗露 

罗美文 罗浓伟 罗鹏 罗虔浩 罗秋芳 罗权峰 

罗群 罗韶辉 罗少芳 罗少华 罗淑华 罗淑贤 

罗唐安 罗婷 罗文娟 罗文君 罗小云 罗晓玲 

罗秀文 罗秀珍 罗旋 罗璇 罗燕 罗烨 

罗怡斯 罗益锋 罗英华 罗永乐 罗泳诗 罗勇强 

罗宇梅 罗源 罗韵仪 罗兆颖 骆艳芳 吕建兴 

吕荣钊 吕瑞 吕伟涛 吕小燕 吕业升 马超亚 

马洪明 马会 马俊 马力 马丽娜 马妙婷 

马清蓝 马庆辉 马仁强 马晓军 马秀莉 马延召 

马燕君 马燕妮 马豫茜 马柱仪 麦爱芬 麦聪 

麦国任 麦岚 麦学东 麦照军 毛锐 毛伟坚 

毛秀清 貌介晴 梅百强 梅鲁刚 梅婷 蒙玉才 

孟珩 孟新科 孟宇 米艳梅 苗枫 缪翠 

莫碧君 莫川川 莫淦坤 莫丽容 莫利波 莫思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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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庆 莫文婷 莫小红 莫小慧 莫晓岚 莫星枝 

莫漪桢 莫志宁 纳宁 倪杰 聂丽霞 聂秋静 

宁静（13） 宁敏（14） 欧红梅 欧家琪 欧剑光 欧庆 

欧若纯 欧淑珍 欧松利 欧小华 欧阳德蓉 欧阳芬 

欧阳凤珊 欧阳慧 欧阳丽娥 欧阳丽晓 欧阳文茹 欧阳艳玲 

欧阳咏欣 欧阳月弟 潘道延 潘桂仪 潘红星 潘丽丽 

潘顺文 潘文松 潘小平 潘永 潘宇晴 潘宗奇 

盘婷婷 庞田英 彭碧仪 彭楚欣 彭春 彭丹 

彭冬梅 彭峰 彭刚艺 彭红 彭红军 彭宏燕 

彭剑武 彭景钦 彭婧 彭靖皎 彭岚 彭磊 

彭丽贞 彭妙玲 彭培青 彭朋 彭庆 彭秋容 

彭瑞君 彭三鑫 彭淑辉 彭顺旺 彭思萍 彭苏池 

彭伟 彭小琼 彭晓洪 彭晓辉 彭银 彭银芳 

彭莹莹 彭郁 彭志博 彭子楷 皮立宏 戚海凤 

戚振红 齐明华 钱传沐 钱艮儿 钱军明 钱学先 

乔金方 秦耿耿 秦世英 秦思 秦新东 秦瑶 

丘宝珍 丘楚珊 丘翠凤 丘冠东 丘金霞 丘梦 

丘伟杰 邱小芳 邱新贤 邱艳 邱依璇 邱义城 

邱逸虹 邱寅龙 区少荷 区向仪 区晓银 区燕红 

任建航 戎晓函 戎晓祥 茹晃耀 茹茵茵 阮惠 

阮娜  阮宗发 桑岭 邵汉权 邵兰 邵新梅 

佘姣 佘勘然 申贵江 申爽 沈爱薇 沈常祝 

沈红润 沈榕 沈小莓 沈晓如 沈孝伟 沈鑫 

沈炫竺 师春梅 师清莲 石长杰 石喆 史丽莎 

侍苏州 舒健英 舒欣 舒昱立 司向 宋炳军 

宋菊花 宋旷怡 宋梦西 宋秀婵 苏波 苏彩燕 

苏春志 苏达盛 苏国萍 苏杰 苏鹏 苏少云 

苏文平 苏远清 孙·鸿涛 孙爱群 孙国亮 孙华锋 

孙慧 孙慧美 孙嘉增 孙建波 孙剑 孙侃 

孙珂 孙良生 孙亮 孙妮 孙文星 孙喜元 

孙小聪 孙小玉 孙信英 孙玉林 孙长云 谈炯新 

覃健基 覃梅芳 覃秋醒 覃淑茵 谭碧娆 谭楚雄 

谭红 谭华娟 谭嘉敏 谭嘉仪 谭健安 谭杰 

谭金泽 谭锦文 谭经福 谭俊锋 谭康新 谭美金 

谭年娣 谭荣欢 谭荣韶 谭瑞桦 谭双全 谭腾娟 

谭卫平 谭小佩 谭秀清 谭雅方 谭勇文 谭玉莲 

谭圆 谭哲学 谭志生 谭智茵 汤彩云 汤楚华 

汤德智 汤非 汤凤美 汤枚 汤少铉 汤智斌 

唐财兴 唐慧典 唐俊斌 唐兰馨 唐利玲 唐莉 

唐林燕 唐琳 唐青 唐顺文 唐恬恬 唐文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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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湘 唐新凤 唐杏杏 唐雪莉 唐益品 唐迎红 

唐影 唐宇君 唐远平 唐章军 唐振英 陶炯 

陶兰亭 滕慧 田碧文 田彩虹 田浩兵 田亮 

田鹏 田瑞雪 田源 佟亚娟 涂虹清 涂慧云 

涂佳琪 涂建龙 涂云丽 涂云亮 万诗晴 万文娟 

汪飞 汪刚 汪琴 汪婷 汪亚男 汪志刚 

汪竹红 王爱宏 王白润 王兵华 王彩玲 王婵 

王川 王春兰 王春丽 王春燕 王翠苹 王达聘 

王丹 王东芳 王飞 王福生 王付丽 王甘玉 

王海明 王海洋 王豪 王昊 王浩 王虎 

王华 王怀耀 王吉文 王洁琼 王进忠 王镜成 

王娟 王娟 王军飞 王凯 王科（10） 王科（11） 

王兰兰 王磊 王利平 王林 王灵雨 王玲（15） 

王玲（21） 王玲玲 王龙 王路 王萌 王朦夏 

王孟媛 王妙婷 王佩 王平 王倩 王俏芝 

王琴琴 王秋芳 王仁坤 王锐智 王珊（22） 王珊（22） 

王胜 王世弼 王曙 王烁 王丝丝 王思思 

王苏网 王同汉 王婉华 王巍 王伟 王伟福 

王蔚 王文峰 王文杰 王霞 王夏恋 王相兰 

王小敏 王小艳 王晓锋 王晓艺 王新 王新凤 

王馨珂 王修东 王学青 王雪清 王寻壹 王雅婷 

王亚威 王妍丽 王岩 王艳丽 王艳娜 王燕 

王野 王依静 王怡舒 王益旺 王永刚 王宇海 

王雨晴 王雨阳 王玉丽 王煜 王智娜 王中华 

王宗枫 韦丹丹 韦玫君 韦民 韦少玲 韦胜锋 

韦伊尔 卫学坚 卫政登 魏晨 魏川 魏翠云 

魏红云 魏刘丽 魏思 魏杏宇 魏泽漫 温德良 

温芳艳 温宏慧 温嘉强 温梅花 温敏勇 温万鑫 

温玉枝 温志光 温志英 温智杰 温智鹏 文佳佳 

文茜 文清德 翁彩君 邬宝国 邬志雄 巫环环 

巫永萍 吴彩群 吴冬梅 吴丰娣 吴逢春 吴凤 

吴福恒 吴格立 吴冠祺 吴桂燃 吴国成 吴会会 

吴佳彬 吴建辉 吴建玲 吴建明 吴健锋 吴金玲 

吴晶晶 吴靖升 吴静燕 吴军 吴君杰 吴俊 

吴垒 吴丽 吴丽丹 吴丽红 吴林珠 吴梦婷 

吴仁杰 吴珊 吴生华 吴思 吴泰福 吴涛 

吴婷婷 吴旺元 吴伟聪 吴伟林 吴文华 吴文静 

吴文平 吴锡平 吴湘兰 吴小慧 吴小敏 吴晓程 

吴欣 吴雪芳 吴燕 吴燕珊 吴义 吴奕琳 

吴颖莲 吴永科 吴永明 吴元凯 吴月花 吴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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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岳威 吴泽娜 吴湛权 吴长春 吴掌明 吴喆 

吴珍 吴智鑫 吴宗壁 吴祖龙 伍存娣 伍明慧 

伍素华 伍陶香 伍文锋 伍夏樱 伍先忠 伍艳婷 

仵春华 席寅 洗素芬 夏亮 夏欣田 夏燕华 

夏洋洋 夏真洁 冼靖琪 冼沛勤 冼晓云 冼燕林 

向冰 向景毅 向镜芬 向淑仪 向誉柔 肖斌 

肖方 肖冠华 肖海钦 肖红 肖娟 肖丽卉 

肖凌芳 肖强 肖体江 肖维 肖晓云 肖英超 

肖玉玲 萧艳婷 萧正升 谢迪 谢东平 谢芬 

谢桂好 谢国波 谢海彪 谢海燕 谢红燕 谢慧玲 

谢佳星 谢嘉嘉 谢嘉伦 谢鉴裕 谢婕琪 谢君 

谢丽媛 谢旻晰 谢品燕 谢如湖 谢茹 谢莎莎 

谢维当 谢文杰 谢夏南 谢小丹 谢雪花 谢玉燕 

谢志佳 邢锐 邢象斌 邢义龙 熊彩霞 熊海兵 

熊惠秀 熊嘉瑶 熊洁 熊敏龙 熊明洲 熊薇 

熊志勇 徐丹丹 徐佳卿 徐嘉蔚 徐静 徐璐 

徐枚娟 徐木娟 徐慕娟 徐平 徐青青 徐秋静 

徐汝洪 徐少硕 徐双 徐伟娟 徐文青 徐小艳 

徐杏玲 徐雪娣 徐耀坤 徐轶俊 徐永辉 徐钰源 

徐远达 徐振虎 徐志旺 徐卓琳 徐梓玲 许彩金 

许春玲 许德强 许典双 许皓彤 许宏 许继晗 

许可慰 许柳清 许梅 许侨青 许榕霞 许淑媚 

许文伟 许晓珊 许雪 许雪洁 许雅君 许艺川 

许毅敏 许泽清 许志茂 许子珺 许梓华 禤伟雄 

薛冰 薛冰妮 薛春 薛丽樱 薛倩茹 薛远泉 

闫冬 严彩玲 严芳 严恒 严娜 严秋宏 

严霜 严维娜 严晓睛 严莹 颜芳 颜文娟 

颜晓雁 颜雪银 阳晓娟 杨宝珠 杨超婷 杨春华 

杨聪 杨芳芳 杨海珍 杨红梅 杨华邦 杨会 

杨或 杨嘉文 杨坚明 杨建豪 杨剑 杨洁萍 

杨捷 杨锦萍 杨涓 杨俊伟 杨坤彦 杨龙龙 

杨璐 杨孟琴 杨敏 杨卿 杨清 杨荣 

杨茹钰 杨石美 杨暑 杨爽 杨顺子 杨思慧 

杨涛 杨韬 杨万栋 杨卫立 杨小婷 杨艳 

杨杨 杨洋洋 杨毅 杨颖卓 杨永刚 杨永红 

杨玉玲 杨云英 杨召琴 杨珍妹 杨振 杨振辉 

杨智 杨忠奇 姚碧霞 姚丹丹 姚典业 姚佳丽 

姚麟 姚千里 姚倩倩 姚淑婷 姚艳萍 叶波 

叶昌明 叶春丽 叶赐君 叶国锋 叶惠 叶珈琳 

叶嘉敏 叶蕾 叶丽 叶丽娟 叶玲 叶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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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敏球 叶敏怡 叶飘 叶萍 叶瑞华 叶瑞萍 

叶若莲 叶思欣 叶素娟 叶新萌 叶燕谊 叶远芳 

叶志威 易炳昆 易慧 易建 易黎 易小欢 

易学锋 殷代龙 殷青霞 殷羽春 银玲 尹海燕 

尹平 尹鑫 游杭纯 于宝柱 于红涛 于丽丽 

于向荣 于洋 余唱 余成标 余德文 余宏财 

余华蝶 余慧清 余建华 余健敏 余凯 余美林 

余敏梅 余纳 余赛男 余新惠 余璇新 余延辉 

余燕杰 余阳 袁彬凡 袁池 袁桂林 袁汉珍 

袁会清 袁健志 袁梦 袁沈兰 袁天慧 袁汀 

袁小玲 袁晓峰 袁娅 袁永忠 袁兆民 袁紫琴 

岳红梅 曾爱群 曾彩华 曾朝涛 曾冬玉 曾凡令 

曾慧 曾建琼 曾锦峰 曾瑾 曾靖 曾科平 

曾丽 曾连珠 曾敏仪 曾萍 曾乾玉 曾庆兵 

曾秋敏 曾淑静 曾淑敏 曾思涛 曾伟坚 曾文敏 

曾雄英 曾银苑 曾映芳 曾玉娟 曾章康 曾昭上 

曾喆晟 曾振华 曾志芬 曾志威 翟春杰 翟天一 

翟燕珍 詹杰彬 詹丽君 詹少锋 詹诗婷 詹永忠 

展丽元 张爱华 张炳潮 张博 张彩香 张楚文 

张春丽 张春燕 张聪 张翠容 张达成 张帆 

张飞 张丰 张刚庆 张戈 张贵丽 张国娟 

张海 张海玲 张海怡 张宏斌 张宏磊 张洪斌 

张华雄 张晖 张惠敏 张佳佳 张佳佳 张俭 

张建恒 张剑锋 张健 张健发 张杰 张洁 

张金月 张晶 张璟璐 张靖雅 张静 张镜文 

张俊杰 张克林 张克泉 张磊 张冷祯 张立贤 

张丽红 张丽华 张丽君 张丽随 张丽云 张利权 

张利娴 张琳 张灵娟 张露（9） 张露（20） 张美琴 

张美茹 张梦弟 张梦雪 张敏 张明波 张宁 

张挪富 张乾 张倩 张强 张秦容 张清 

张琼玲 张秋萍 张群娣 张锐 张森 张世法 

张树培 张思德 张素嫦 张涛 张天 张婷婷 

张婉怡 张文超 张文举 张文友 张先华 张献玲 

张祥标 张翔 张骁 张小勇 张晓杰 张晓琳 

张晓玲 张晓彤 张新梅 张兴钦 张兴展 张秀媚 

张雪平 张亚东 张艳红（12） 张艳红（21） 张艳军 张雁飞 

张燕红 张杨 张义琴 张亦善 张毅强 张银英 

张英武 张友芳 张煜 张云 张云云 张展琪 

张展渠 张振平 张筝驰 张志博 张智瑞 张紫桃 

章宇婷 赵晨曦 赵崇邦 赵锋利 赵海芳 赵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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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深 赵进 赵进军 赵俊 赵丽芹 赵凌 

赵明 赵念 赵盼 赵汝钦 赵素华 赵晓莹 

赵兴邓 赵艳婷 赵伊娜 赵英坤 赵莹 赵莹莹 

赵照祥 赵自勇 甄坚亮 甄新现 郑丹文 郑东宇 

郑枫枫 郑国栋 郑海清 郑华文 郑慧雯 郑锦镇 

郑静贤 郑丽花 郑莉斯 郑俩荣 郑明谜 郑倩 

郑庆坤 郑汝钢 郑锐健 郑淑玲 郑爽欢 郑婉秋 

郑万丰 郑伟 郑卫晋 郑文 郑小芳 郑小河 

郑小燕 郑勋华 郑亚慧 郑莹 郑雨亭 郑玉宝 

郑志忠 郑子梅 植琳敏 郅敏 钟迟 钟春玲 

钟红丽 钟继红 钟景良 钟丽娜 钟丽萍 钟玲 

钟敏 钟佩雯 钟秋愉 钟如锋 钟少敏 钟仕欢 

钟窕君 钟伟航 钟伟敏 钟文浩 钟小媚 钟雪棣 

钟燕妮 钟燕雅 钟盈 钟莹洁 钟章炼 钟真溪 

钟智勇 钟子劭 周柏香 周彩群 周成 周成利 

周传江 周春燕 周丹 周芳静 周耿标 周豪 

周浩 周红梅 周宏久 周惠玲 周慧 周健东 

周敬 周静 周均梅 周俊杰 周乐敏 周利花 

周琳 周梦娟 周敏萍 周明 周明根 周佩明 

周琪琳 周蓉蓉 周瑞 周伟花 周文姬 周文营 

周喜 周小宝 周小平 周小萍 周晓红 周姓良 

周璇 周雪贞 周雅嫔 周亚玲 周艳 周艳玲 

周燕平 周逸 周毅 周瑛 周余 周宇麒 

周雨希 周袁申 周远远 周韵 周再生 周振宇 

周志敏 周仲梅 朱春惠 朱次菊 朱放 朱海秀 

朱宏 朱惠燕 朱健武 朱俊龙 朱利丹 朱琦 

朱倩雯 朱庆棠 朱庆伟 朱秋云 朱赛男 朱仕涛 

朱锡麟 朱翔 朱小恩 朱妍 朱燕梅 朱映锋 

主有峰 祝斌斌 祝玉霞 颛孙永勛 庄雪 庄依琼 

庄紫香 卓婉玲 卓晓英 宗昆仑 邹健勇 邹丽芬 

邹木英 邹鹏 邹外一 邹晓平 邹旭 邹艳平 

邹燕敦 邹益香 邹仲文 邹子俊 左可军 左亚红 

资料来源：《“粤”来越好！2484 位广东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1

日，https://mp.weixin.qq.com/s/PkhPo1fcN6Wb854b6SjdPg，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日。 

 

 

附录（9）：广西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962人） 

 

 覃惠娟 班兰芳 包艳红 宾雁飞 卜永敏 蔡丽洁 

蔡伦 蔡全律 蔡香凤 曹理洪 岑平 岑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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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钊 曾德宇 曾光琦 曾广志 曾辉 曾军红 

曾君卓 曾能永 曾佩 曾文 曾祥宇 曾晓宇 

常龙 陈柏吉 陈彩红 陈崇霞 陈川 陈登翠 

陈懂 陈峰 陈国锋 陈华凤 陈欢海 陈欢欢 

陈嘉祥 陈洁 陈锦平 陈静 陈静梅 陈俊金 

陈凯 陈恺 陈琨 陈丽娜 陈良娇 陈平 

陈倩倩 陈如均 陈润奇 陈素华 陈惟英 陈文强 

陈文荣 陈文业 陈小叶 陈小玉 陈晓艳 陈啸琳 

陈秀丽 陈雪波 陈艳红 陈颖琳 陈永平 陈宥霖 

陈妤 陈钰 陈远梅 陈真莲 成永色 仇雪梅 

崔哲哲 戴道辉 戴小英 党玉海 邓彩霞 邓凤莲 

邓凤萍 邓辉 邓惠英 邓俊华 邓岚 邓丽纯 

邓丽丽 邓梦萍 邓燕凤 邓一卉 邓颖 邓永宾 

邓永娴 邓泽群 邓征毅 邓忠天 邓竹 刁光翠 

丁益燕 董芬芬 董文茹 董应兰 董泽虹 段莎莎 

范锦秀 范月英 方冬玲 方芳 方雪咏 封春容 

冯春蕾 冯富强 冯海燕 冯佳渝 冯琼 冯韬 

冯烨 冯英 符淑霞 符运兰 符兆胤 甘彩英 

甘海洁 高斯莉 高燕萍 宫晨 龚靖华 古嫱芳 

古雪兰 顾凤 关挺秀 管翠优 桂昕云 郭刚智 

郭娟 韩林 韩苗 韩燕宇 郝铭扬 何春玲 

何春秀 何翠芬 何芳 何鸿 何杰之 何金宝 

何娟 何娟婷 何军富 何丽梅 何铭 何祥光 

何耀磊 何颖 何永红 何枝立 洪玑云 胡春明 

胡豪烨 胡杰妤 胡庆文 胡小淸 胡燕玲 胡长玉 

黄安石 黄彬彬 黄彬彬 黄斌 黄冰 黄炳欢 

黄彩众 黄成东 黄程浪 黄春华 黄丹星 黄定月 

黄冬妹 黄冬夏 黄飞鸿 黄福远 黄海静 黄海燕 

黄汉灿 黄河 黄贺 黄衡萍 黄华田 黄华珍 

黄慧 黄慧新 黄剑伟 黄杰荣 黄洁 黄敬应 

黄静（4） 黄静（7） 黄俊凯 黄开育 黄科铭 黄丽娇 

黄丽霞 黄丽珍 黄莉芸 黄琳津 黄幔 黄梅芳 

黄梦玲 黄敏芳 黄宁 黄鹏 黄其婧 黄千晓 

黄瑞娟 黄瑞连 黄姝霞 黄思玲 黄素玲 黄素珍 

黄婷 黄畹程 黄文新 黄霞 黄献峰 黄晓青 

黄晓燕 黄鑫波 黄秀华 黄雪 黄雪晓 黄彦 

黄艳 黄燕丹 黄燕玲 黄阳宝 黄怡媛 黄贻富 

黄英民 黄莹莹 黄潆莹 黄友芳 黄玉姿 黄媛 

黄远棋 黄远球 黄云燕 黄增超 黄振榜 黄郑 

黄卓 翚崇柳 霍凤拿 贾新菊 江淀淀 江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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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巧莉 江逸峰 江祚龙 蒋芳 蒋红梅 蒋红云 

蒋华艳 蒋丽 蒋柳婷 蒋敏 蒋明慧 蒋倩 

蒋诗皓 蒋智 蒋中香 蒋卓晋 金国英 鞠俊莲 

康兰福 赖克道 赖利华 赖晓玲 兰祖 蓝光华 

蓝珂 蓝露莹 蓝艳春 朗秋燕 劳鸿基 劳家志 

劳静琳 劳俏婷 乐文俊 雷晴晴 黎成生 黎君君 

黎龙华 黎明 黎沙 黎淑芬 黎燕 李爱华 

李保明 李发娟 李芳 李芬芳 李锋华 李福莲 

李冠园 李广军 李桂迎 李焕春 李惠颜 李慧 

李家丽 李坚硕 李江宇 李娇 李娇凤 李杰萍 

李洁 李洁英 李金娣 李金晓 李俊娴 李开文 

李克逊 李兰兰 李乐 李丽津 李丽燕 李渼淇 

李敏 李娜（1） 李娜（6） 李乃庆 李沛蔓 李佩穗 

李鹏程 李品源 李強 李日平 李仕雄 李司弘 

李苏舒 李素庭 李炜梅 李炜枢 李文鸿 李文翥 

李湘湄 李小玲 李旭光 李雪妮 李雅 李亚茜 

李艳 李燕 李英梅 李咏翔 李玉环 李源宗 

李月华 李泽鹏 李镇 李峥 李祉桄 李周伟 

李宗晏 利丽 梁道业 梁芳清 梁飞映 梁凤飞 

梁根诚 梁洁凝 梁金雪 梁朗 梁柳婷 梁敏萍 

梁青 梁清兰 梁磬清 梁松 梁希 梁喜春 

梁湘艺 梁象东 梁小溪 梁小霞 梁兴 梁秀锋 

梁秀彦 梁雪梅 梁询 梁艳冰 梁艳梅 梁艳萍 

梁燕 梁燕露 梁依 梁怡 梁艺华 梁茵 

梁英媚 梁有庆 梁宇国 梁玉莉 梁赵泉 梁智宁 

廖爱益 廖春燕 廖枫珍 廖冠丽 廖丽雯 廖玲 

廖铭燕 廖望 廖雅丽 廖燕 廖远超 廖自异 

林春梅 林桂兰 林海 林海华 林洪锋 林惠旻 

林剑勇 林洁清 林景 林憬文 林静桐 林君 

林俐 林柳梅 林梅梅 林青 林天凤 林娴 

林妍希 林幼珍 林雨翔 林裕灼 林云 凌彩妹 

凌榕 凌永平 凌宙贵 刘斌 刘春梅 刘达富 

刘多 刘芳（1） 刘芳（7） 刘妃妃 刘斐斐 刘海娟 

刘海艳 刘鸿献 刘建芳 刘金燕 刘玲村 刘品晶 

刘祁汨 刘如春 刘申容 刘升 刘舒琴 刘卫华 

刘秀芳 刘雁庭 刘育丽 刘在欢 刘展池 柳翠妮 

柳振华 龙剑梅 卢翠梅 卢丹丹 卢徳伟 卢冬 

卢菲菲 卢慧芬 卢晶晶 卢青 卢清华 卢日冬 

卢婷芬 卢同旺 卢肖美 卢钰叶 卢月儿 卢增息 

陆宝 陆春豪 陆春雷 陆皓泉 陆慧 陆建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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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李梅 陆丽军 陆茂琪 陆美雷 陆朋 陆锡豪 

陆小卫 陆秀佳 陆艳娥 陆亿 陆祖皮 陆作雄 

罗春凤 罗丹桂 罗厚孟 罗欢 罗继表 罗金燕 

罗景贤 罗竣 罗兰青 罗力卡 罗丽琼 罗凌 

罗萍 罗晴 罗淑丹 罗淑秋 罗雪青 罗雅洁 

罗伊 罗义雄 罗毅新 罗远志 罗悦 吕永杰 

吕忠其 马碧露 马惠 马静梅 马连媚 马玉 

麦纪麟 麦英姬 毛鸿丽 毛华琴 蒙科朝 蒙丽萍 

蒙良静 蒙秋坤 蒙雪晶 孟祥莉 明州彦 莫凡 

莫海敏 莫焕 莫剑 莫静文 莫庞丽 莫平 

莫松 莫庭炳 莫雪妹 莫燕凤 倪丹丹 宁小梅 

农安 农彩芬 农村立 农洁金 农金梅 农美蓉 

农妹秋 农明 农荣卯 农文军 农晓芳 农雄钢 

欧芳佳 欧莉梅 欧日莲 欧阳暾 潘桂碧 潘海西 

潘泓华 潘慧玲 潘佳楣 潘景 潘俊民 潘玲 

潘陶玲 潘艳桂 潘阳业 潘熠平 庞河 庞怀慧 

庞杰媚 庞静 庞凯芳 庞茜 庞清 庞镕 

庞武成 庞辛欣 庞钘 庞叶 庞祖普 彭德文 

彭佳华 彭立立 彭莎莎 彭婷婷 彭优 彭泽仡 

秦华 秦明 秦明钦 秦艺娴 秦运顺 秦臻 

邱丽霞 邱香 瞿香凝 阙泳欣 冉果 冉景兵 

容儒洪 茹建国 芮栋 商柳霞 商清燕 沈飞 

施维 施燕媛 石冰 石静竹 石云良 宋丽丽 

宋萍 苏凤玲 苏鸿雁 苏惠如 苏进志 苏媚 

苏晓 苏宇 孙黎 覃碧琼 覃冰英 覃超 

覃琛 覃春玲 覃冬梅 覃凤飞 覃浩敏 覃建民 

覃江 覃江容 覃娇娇 覃金芳 覃经健 覃静 

覃丽霞 覃丽颖 覃丽珍 覃美兰 覃媚 覃敏智 

覃启鲜 覃秋铭 覃升伟 覃淑奋 覃霜 覃婷婷 

覃威华 覃微 覃文富 覃小容 覃小燕 覃晓 

覃晓红 覃晓灵 覃晓露 覃馨梅 覃杏露 覃雪芬 

覃雪军 覃雪梅 覃艳芬 覃艳华 覃宇奇 覃子珊 

谭春妮 谭海勤 谭妮科 谭青海 汤承 汤滢 

唐彬 唐朝华 唐承环 唐慧京 唐吉平 唐嘉蔓 

唐金珠 唐丽安 唐伶利 唐玲 唐柳英 唐龙 

唐敏 唐敏杰 唐素臣 唐薇薇 唐晓 唐玉兰 

唐运宽 唐中元 唐忠权 陶树安 腾春玲 田彩环 

田玉秀 万裴琦 汪冬生 王柏磊 王超 王超贤 

王代东 王冬敏 王海涛 王吉梅 王建源 王丽君 

王丽云 王利妮 王美君 王楠楠 王薇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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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丹 王昕 王秀连 王亚婷 王艳霞 王一涵 

王展福 韦波 韦春玲 韦春萱 韦丁萍 韦定春 

韦东鹏 韦芳记 韦凤银 韦红棉 韦红艳 韦辉 

韦家芝 韦节凤 韦金凤 韦金娜 韦锦光 韦君宁 

韦克秀 韦丽萍 韦良 韦灵花 韦玲玉 韦柳芳 

韦美旋 韦梦 韦敏（5） 韦敏（6） 韦敏（7） 韦敏（7） 

韦仟芋 韦钦洋 韦勤将 韦球 韦莎 韦淑叶 

韦松里 韦肖玲 韦小丽 韦晓玲 韦鑫 韦旋 

韦雪梅 韦雪艳 韦雅薪 韦艳春 韦耀腾 韦业燕 

韦颖华 韦宇 韦玉萍 韦中盛 魏超 魏春和 

温碧玲 温汉春 温秋英 温燕霞 文彬 文静 

文琼 翁培兰 翁维营 巫雪花 巫艳彬 巫玉娇 

吴安 吴东静 吴端艳 吴美姬 吴妮 吴思旸 

吴素君 吴桐 吴欣 吴月荣 吴州宁 吴紫君 

伍世敏 伍小静 武萌 冼晶晶 肖吉芳 肖锦 

肖利 肖娜 肖怡 谢馥懋 谢华志 谢家荣 

谢杉杉 谢思 谢伟民 谢肖濂 谢珍存 辛露 

熊利明 徐彩玲 徐东珍 徐植 许常飞 许冬梅 

许华 许少伟 许文理 许雯凤 许燕本 许勇 

薛艳龙 薛毅 闫玉梅 严秀梅 颜东 颜丽琴 

颜妙 阳明洁 阳文功 杨彩云 杨春萍 杨丹丹 

杨耿 杨官秋 杨桂强 杨俊 杨楠 杨盼 

杨显婷 杨晓祥 杨新官 杨艳 杨益宝 杨银华 

杨有洪 杨玉洪 杨月兰 杨云艳 杨旃 尧国胜 

姚华娇 姚懿庭 叶程程 叶桂山 叶丽莎 叶强 

衣彩秋 衣桂兰 义映香 易美芳 易银香 银建华 

尹程程 尹源发 于好颖 于小妹 余晓 余杏玲 

玉冬玲 袁海涛 袁小锦 袁园 臧倩倩 臧张桂 

詹宗芳 张安东 张春 张春丹 张惠淋 张慧仙 

张丽丽 张丽艳 张明明 张丝丝 张婷 张秀娟 

张英鸿 张莹莹 张玉荣 赵芳怡 赵海明 赵力力 

赵文新 郑蓓 郑春秋 郑健权 郑立 郑丽丽 

郑梅邦 郑威 郑文强 郑雪云 钟昌零 钟海明 

钟健 钟娟 钟俊健 钟美兰 钟瑶 周昌静 

周春锋 周方圆 周金玲 周俊 周凯 周曼 

周梅 周梦思 周明君 周萍 周时 周伟英 

周卫兰 周锡润 周小舟 周雅英 周宇 朱家裕 

朱丽敏 朱雯 朱新喜 朱秀宁 朱叶琴 朱玉香 

邹珊珊 邹炎华     

资料来源：《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公布》，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1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http://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10.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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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贵州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443人） 

 

安凯钟 安娜娜 安夏蓉 安雪 安杨 安永东 

安祯祥 白淑云 白小芹 白洋 柏晓玲 班倩 

包广鑫 包怡 包宗恩 鲍安梅 毕仙 毕玉菊 

蔡波 蔡欢欢 蔡灵龙 蔡松敏 蔡小华 蔡小练 

蔡祖贵 曹发鑫 曹菲霞 曹佳非 曹梦瑶 曹莎莎 

曹玮 曹永琴 岑欢 岑娅 曾冰洋 曾红 

曾洪梅 曾欢欢 曾慧 曾理 曾伦丽 曾妮 

曾庆繁 曾权 曾亭 曾婷 曾娅 曾艳 

查筑红 柴春琪 常静 车宣敏 尘坚 陈兵 

陈波 陈钗 陈昌华 陈成 陈川 陈大年 

陈代刚 陈丹丹 陈东 陈飞 陈刚 陈格 

陈贵林 陈桂群 陈昊 陈慧 陈慧娟 陈江 

陈江华 陈姜丽 陈杰 陈金凤 陈静 陈娟 

陈军（4） 陈军（7） 陈轲 陈镭 陈黎黎 陈丽（2） 

陈丽（9） 陈莉 陈恋 陈璐 陈梅 陈美利 

陈敏 陈敏 陈铭俊 陈南全 陈楠 陈其伟 

陈然 陈若冰 陈圣宇 陈仕霞 陈栓栓 陈顺兰 

陈涛 陈滔 陈天杰 陈庭媛 陈婷 陈伟 

陈卫炜 陈文龙 陈雯 陈武 陈小竹 陈星翰 

陈兴美 陈兴琼 陈学琴 陈雪 陈亚 陈亚丽 

陈亚亚 陈艳 陈杨 陈洋 陈烨涵 陈易 

陈应华 陈永平 陈玉华 陈章莲 晨旎 成荣兰 

程波 程得洋 程树强 程文旭 程小丝 程小雪 

程毅力 程玉梅 刍星 崔进虎 崔峻松 代大华 

代贵侨 代婷婷 戴洋洋 戴愉 戴缘 单继宣 

但晓 邓凤 邓江 邓杰 邓进 邓娜 

邓琴 邓戎 邓淞 邓琰文 邓颖婷 邓峥 

邓正琼 邸铁涛 丁蓓 丁涤非 丁慧姗 丁杰 

丁予婷 董晓红 窦汉波 杜飞 杜富佳 杜玲玲 

杜时甫 杜帅 杜小军 杜志婵 段丽玫 段丽娜 

樊兴华 樊娅 樊宇 范厚艳 范茂飞 方昊 

方浩 方匡 方琼艳 方鑫 方银 方永珍 

冯波 冯楚琦 冯飞 冯根菊 冯嘉 冯军 

冯丽娟 冯双双 冯秀兰 冯旋 冯艳芳 冯熠 

冯瑛 逢锦 付川菊 付佳 付守平 付雯 

付新云 付正萍 傅小云 甘萍 高达辉 高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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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 高秋 高珊珊 高祥兰 高翔 高叶琴 

高永跃 巩亮 勾文才 苟春林 苟雪娇 谷明莉 

谷宗领 顾鹏举 顾奕 管鹏 管庆虎 管亚慧 

桂晶 桂美玲 郭登凤 郭家江 郭静 郭磊 

郭蕾 郭丽敏 郭丽媛 郭茜 郭薇 郭秀美 

郭宇廷 郭志颖 韩加友 韩佳颖 韩珊 韩世举 

韩婷婷 韩旭 韩媛媛 郝仁芳 郝雨希 何弟阳 

何定红 何芳 何飞 何红 何金明 何娟 

何隽 何礼峰 何琳 何旻 何飘飘 何芮 

何爽 何涛涛 何伟 何文斌 何晓菊 何谐 

何星毅 何兴松 何亚运 何永 贺芳 贺福 

贺黔姣 洪娇 侯建 侯琳 侯照静 狐启贵 

胡琛翼 胡达云 胡欢 胡家容 胡江红 胡杰 

胡俊 胡漫 胡倩 胡清清 胡秋霞 胡沙 

胡爽 胡向福 胡晓红 胡兴东 胡秀佳 胡绪梅 

胡燕 胡永贵 胡永胜 虎良松 黄宝雨 黄成凯 

黄翠 黄丹（6） 黄丹（7） 黄富娟 黄贵朝 黄桂 

黄海 黄海涛 黄焕涛 黄静 黄九三 黄菊 

黄菊娜 黄凯 黄礼明 黄丽娜 黄娜 黄妮雯 

黄宁川 黄启凤 黄茜茜 黄秋萍 黄莎莎 黄暑叶 

黄思坤 黄天婵 黄维 黄西西 黄祥 黄馨娴 

黄秀峰 黄亚 黄燕子 黄毅 黄英 黄颖 

黄宇 黄彧 黄元皓 黄远洁 黄赟 黄正梅 

霍大浪 姬红阳 吉丹丹 纪英 季桂安 贾晓峰 

贾雪梅 蹇明玉 江满坤 江其昌 江宣成 江智恒 

姜慧 姜继英 姜兰 姜栩恒 姜莹 姜芝梅 

蒋尘尘 蒋洁 蒋林 蒋琼 蒋伟民 蒋文蓉 

蒋兴华 蒋娅 蒋振钦 焦莉 焦仙 金海燕 

金慧 金章燄 井沆 景照峰 柯兴 孔彬 

匡中国 况烨 赖蒂 赖粤晨 兰文跃 兰远波 

兰宗艺 雷国凤 雷磊 雷礼 雷妍 雷艳 

雷应雪 雷雨 雷玉梅 冷佳艺 冷觅 黎彩艳 

黎明 黎莎 黎万会 黎秀荣 李本祥 李冰 

李波 李婵 李陈 李承凤 李春红 李春燕 

李春正 李丹 李董江 李凡 李方杰 李福华 

李贵美 李贵楠 李红 李红仙 李洪艳 李华菊 

李欢 李佳婷 李建 李健伟 李竞 李静 

李军 李康 李康燕 李昆 李兰 李莉（3） 

李莉（4） 李莉（5） 李莉（9） 李连松 李玲艺 李凌竹 

李龙 李龙飞 李露 李蒙 李敏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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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李沛琴 李倩 李强 李庆 李莎莎 

李山钱 李溼 李世军 李世鹏 李曙光 李松 

李素荣 李涛 李廷勇 李庭庭 李万军 李维 

李卫松 李文峰 李贤郢 李小旦 李小丽 李晓婉 

李晓莹 李昕宸 李欣然 李鑫 李秀毛 李秀艳 

李雪 李雪娇 李雪颖 李亚 李亚玲 李艳 

李燕 李杨 李荫龙 李莹莹 李永宁 李雨轩 

李玉芳 李媛 李韫 李泽旺 李振华 李正付 

李竹影 李子巍 李宗羽 李祖丽 练红 梁昌强 

梁贵友 梁林杰 梁婷婷 梁永生 梁勇 梁智娴 

廖春 廖春山 廖贵红 廖江荣 廖开菊 廖晓霞 

廖欣 廖应梅 林冬梅 林芳盈 林凤 林洁如 

林科雄 林婷 林霞 林勇 蔺小面 令狐昌会 

刘敖 刘波 刘代芬 刘丹 刘丹丹 刘德康 

刘定国 刘芳 刘飞 刘光政 刘光舟 刘辉 

刘季蓉 刘佳亮 刘建辉 刘建勋  刘健 刘金涛 

刘静 刘蕾 刘丽 刘利飞 刘利蓉 刘莉（7） 

刘莉（8） 刘粒粒 刘亮 刘林建 刘玲玲 刘敏 

刘名蓉 刘启富 刘蓉 刘蓉 刘沙沙 刘胜 

刘诗榛 刘涛 刘婷 刘维琴 刘文 刘霞 

刘霞 刘晓霞 刘晓娴 刘辛辛 刘昕 刘兴 

刘兴 刘艳 刘燕 刘怡娅 刘影 刘永梅 

刘玉娇 刘远胜 刘月 刘云 刘云龙 刘云云 

刘泽群 刘志伟 柳明富 龙安丽 龙昌荣 龙承钟 

龙丹 龙道勇 龙芳芳 龙华 龙金梅 龙菊 

龙利华 龙凌雲 龙孟平 龙平兰 龙七五 龙青柳 

龙鑫 龙旭婷 龙艳 龙正官 卢芳 卢国宇 

卢浩 卢浪 卢丽娜 卢天成 卢远松 鲁朔焱 

陆丹 陆法钢  陆群 陆燕晴 陆阳 路亘 

路莎 路随 罗安妮 罗传权 罗丹 罗德伟 

罗芳艳 罗公印 罗娟 罗君 罗君 罗丽娜 

罗明先 罗娜 罗盼雨 罗鹏 罗普荣 罗奇键 

罗仁勇 罗沙沙 罗莎 罗尚琼 罗涛 罗天翠 

罗天荣 罗天永 罗听听 罗娓娓 罗文艳 罗祥宇 

罗璇 罗永娇 罗玉玲 罗泽连 吕劲松 吕锐 

吕玉凤 麻金菊 麻长林 马从琴 马光凤 马红星 

马洪瑶 马丽娟 马龙 马明 马小川 马小霞 

马兴容 马兴英 马秀花 马艺 满益亮 毛峰 

毛明梅 毛晓霞 毛艳 卯倩 梅鸿 梅筱丽 

蒙萌 蒙思远 米吉利 闵慧 闵捷 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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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 牟林晚 穆茂 倪宇念 倪泽琼 聂进 

聂琴琴 聂雪松 宁磊 宁睿 欧晓玲 欧阳福 

欧阳张陈 潘丰美 潘慧 潘琴忠 潘仕聘 潘显国 

潘兴娟 潘玉筑 庞博 庞宇 彭静 彭兰杰 

彭梅 彭霓 彭湃澜 彭仕维 彭亭蓉 彭婷 

彭雯 彭翔 彭小燕 彭晓峰 彭训 彭艳 

彭盈 彭越月 彭忠颖 皮大强 蒲超 蒲德利 

蒲海艳 蒲亨英 钱洪飞 钱民 钱鹏 钱鑫 

钱元园 秦明 秦夏钰 邱兰婷 邱霞 瞿龙连 

瞿文栋 全国琴 冉飞 冉光亮    冉军 冉利梅 

冉茂莎 冉梅 冉雪 饶克娟 饶磊 饶依 

任池瑶 任芬 任和 任嘉羽 任江 任浪 

任培超 任然 任洋 任云丽 任章智 任姊樾 

戎利松 荣一峰 阮德丽 阮洁鸿 阮仁华 芮正娜 

商莹 尚华萍 邵海鹏 邵林丹 邵念 佘娅娅 

申建飞 沈桂权 沈华英 盛洁欣 盛长城 施如意 

石兵 石国莉 石华（1） 石华（8） 石加菊 石胜富 

石婷 石小杰 石小雨 史顺祥 史锡丹 舒琴 

舒晓伟 帅小萍 帅应凤 司玉倩 宋国林 宋金菊 

宋娟 宋明丽 宋倩雯 宋庆 宋仁杰 宋卫东 

宋曦 宋雪利 宋永祥 苏佳佳 苏娟 苏如袖 

苏竹 隋颖 孙海鹏 孙家扬 孙娟 孙浪浪 

孙西凌  孙亚蓉 孙正梅 孙正鑫 邰丹丹 邰明幸 

覃方勇 覃亮鼎 谭洪林 谭堃 谭艳群 谭燕 

谭筑检 汤娜娜 汤平 汤严 唐阿梅 唐朝钰 

唐丹丹 唐东昕 唐浩 唐洪波 唐金霞 唐林海 

唐龙 唐楠 唐攀 唐炜 唐兴鸿 唐兴平 

唐英骞 唐跃珍 陶静 陶娟 陶丽 陶燕子 

田洪丹 田茂超 田茂沛 田琴 田秋丽 田仁斌 

田涛 田甜 田晓滨 田苑琪 田珍灶 童娟 

涂俊宁 涂伟 涂真均 万菁伟 万境 汪江蓉 

汪静 汪晓凤（1）    汪洋 王本学 王彪 王兵 

王秉文 王勃 王昌盛 王春 王春丽 王丹 

王丹丹 王菲 王福金 王刚华 王高梅 王国川 

王国婷 王汉斌 王红 王化加 王辉 王家瑛 

王娇 王娟 王军 王开华 王兰 王黎（4） 

王黎（4） 王李琴 王丽 王丽琨 王丽娜 王林莉 

王玲 王玲（6） 王玲（8） 王梅 王妹 王萌 

王敏 王明军 王明珍 王娜娜 王念 王琪 

王琴 王锐静 王莎 王山 王世杰 王蜀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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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婷 王树英 王双 王思 王松 王婷 

王维 王文琴 王雯霞 王希 王习欢 王霞 

王先林 王弦 王显刚 王宪洪 王祥 王小仪 

王晓丽 王心 王鑫 王兴艳 王选永 王雪飞 

王娅 王艳 王一乔 王垠 王莹（4） 王莹（6） 

王永艳 王友敏 王友艳 王瑜 王雨 王云 

王云鹏 王志兰 王治美 王忠强 危灿灿 韦恩勇 

韦珺 韦丽 韦林 韦益妹 韦永泽 魏琛铉 

魏芳 魏旻琅 魏润松 魏思芸 魏婷婷 温洪宇 

文刚 文宁 文青 文学 文元淑 吴春华 

吴代琴 吴定红 吴方琪 吴国林 吴海燕 吴虹仪 

吴洪灵 吴建丽 吴娇 吴金玲 吴金融 吴静 

吴莉 吴林涛 吴柳 吴明琴 吴娜娜 吴萍 

吴仁桂 吴睿萍 吴世友 吴世媛 吴微 吴玮 

吴蔚 吴文宇 吴汶静 吴武明 吴曦 吴祥文 

吴小毅 吴晓莎 吴兴菊 吴兴凯 吴绪军  吴雪梅 

吴镒君 吴英武 吴永和 吴育禄 吴运 吴再涵 

吴泽坤 吴长春 吴政钦 伍德强 伍欣 伍旭 

武雨菡 席辉 夏聪 夏飞 夏景富 夏明盼 

夏仁海 夏胜蓝 夏韵 夏宗应 鲜雪芸 鲜义辉 

向单 肖璐璐 肖其斌 肖麒君 肖诗兰 肖双阳 

肖婷 肖伟 肖翔 肖雪 肖瑶瑶 肖佑平 

谢波 谢川 谢弘 谢军 谢琳鑫 谢明莉 

谢平 谢琪 谢青 谢秋玲 谢世敏 谢玄 

邢彦鑫 熊方 熊光敏 熊继瑶 熊杰 熊进 

熊青兰 熊天鸿 熊天赟 熊万银 熊希慈 熊小艳 

熊学珍 熊芸 徐大敏 徐德宣 徐刚 徐基燕 

徐吉慧 徐静 徐连 徐龙翠 徐敏 徐明星 

徐鹏 徐奇 徐伟 徐小凤 徐小莉 徐远义 

徐宗林 许传君 许芳 许娟 薛春 薛德朋 

薛科燕 鄢义春 闫秋乐 严辉 严吉明 严立立 

严培 严谦 严青林 颜登林 晏凯 阳柳 

杨安蒙 杨滨旭 杨昌鼎 杨超 杨朝金 杨川 

杨从凯 杨翠 杨芳 杨富琴 杨光跃 杨桂才 

杨桂平 杨国辉 杨果 杨海 杨海燕 杨红 

杨华荣 杨槐 杨辉军 杨慧 杨慧琼 杨娇 

杨津 杨晶 杨菊玉 杨军 杨柯 杨黎芳 

杨丽 杨林慧 杨玲 杨玲花    杨璐 杨梅（4） 

杨梅（5） 杨美 杨美菊 杨萌萌 杨明孝 杨娜 

杨能丽 杨欠 杨倩倩（2） 杨倩倩（6） 杨琴（4） 杨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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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芮 杨胜军 杨胜楠 杨士平 杨仕洪 杨舒 

杨树交 杨帅君 杨顺利 杨甜 杨通森 杨弯 

杨完 杨仙珍 杨晓琴 杨修民 杨秀玲 杨雪 

杨燕 杨阳 杨洋（1） 杨洋（3） 杨洋（5） 杨洋（8） 

杨永京 杨永珍 杨永桢 杨勇 杨宇 杨玉晶 

杨玉婷 杨远凤 杨悦 杨云 杨云秀 杨再予 

杨正虹 杨智鸿 杨忠 姚本海 姚春梅 姚欢 

姚辉 姚兰 姚敏 姚秋 姚血明 姚颖 

姚媛媛 姚远 叶久茂 叶珂杏 叶鹏 叶倩 

叶青 叶玉珊 尹星 印雯雯 雍朝斌 游灿青 

于洪婕 余光欢 余红英 余丽 余倩 余永敏 

余忠福 余佐丽 俞松 禹亚林 喻安永 喻超 

喻凤 喻贡勇 袁超 袁德均 袁辅星 袁佳勇 

袁建芳 袁淋 袁敏 袁琴 袁群 袁先林 

袁艳 袁友 袁园 袁子海 原晋 翟晓琳 

詹克栋 詹倩 詹玮 张碧霞 张财忠 张晨 

张程 张春花 张丹 张杜荣 张恩莉 张飞 

张峰 张光敏 张桂莲 张华军 张佳 张佳丽 

张建维 张建勇 张锦 张进 张敬杰 张静 

张静 张静 张菊花 张骏 张兰敏 张梨沙 

张李樱子 张利 张林珏 张伶俐 张明静 张念 

张盼 张培露 张奇 张淇华 张桥 张琴 

张琴 张荣艳 张锐敏 张愫贤 张唐 张涛 

张体江 张天喜 张巍瀚 张维 张维森 张文伦 

张文选 张小丹 张小勇 张鑫 张雄峰 张绪连 

张学杰 张壹涵 张宜杰 张毅 张永松 张勇 

张禹飞 张远威 张云 张云勇 张运铎 张正 

张志娟 张智雄 张州 张琢 赵斌 赵朝婷 

赵成瑶 赵春琴 赵丛开 赵代伟 赵贵萍 赵厚育 

赵辉 赵慧 赵建兰 赵捷 赵久明 赵凌 

赵茂军 赵娜 赵鹏威 赵强 赵青 赵滔 

赵婷 赵文坤 赵学群 赵艳妮 赵益蕾 赵应 

赵媛媛 赵运菲 郑朝婷 郑红 郑敏 郑世洪 

郑涛 郑燕 郑志 钟俊 钟珺 钟磊进 

钟丽 钟涛 钟祥 钟玉洁 周邦菊 周超 

周诚 周丹 周恩 周贵秀 周虹 周慧 

周佳儒 周佳欣 周俊娜 周亮 周灵利 周璐 

周品姣 周萍 周倩 周仁佳 周述焜 周彤彤 

周纬 周先贵 周现 周小梅 周学会 周洵 

周亚林 周燕 周杨 周颖 周泳洁 周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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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 周羽 周嫄 周琢秀 朱奉兴 朱建国 

朱琎 朱磊 朱梅 朱胜 朱小林 朱雅霏 

朱友韦 朱玉 朱忠均 祝典 庄海 庄青 

邹菊 邹乐源 邹林林 邹平 邹涛 邹璇 

邹杨 左石 左雯    

资料来源：《“贵”人相助！1443 位置贵州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8 日，https://mp.weixin.qq.com/s/hfUo2CINiBF2E-mAKjzBr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附录（11）：海南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865人） 

 

白敏 柏万婷 蔡芬芳 蔡海浪 蔡晶晶 蔡硕秋 

蔡潇阳 蔡小玲 蔡晓远 蔡毅 曹鹏 曹琼姑 

曹一秋 曹志红 岑雨穗 曾彩云 曾晨雯 曾惠珍 

曾令华 曾祥洁 曾小洁 陈彩墨 陈晨楠 陈成辉 

陈春容 陈代莲 陈芳芳 陈芳云 陈妃 陈芬 

陈凤江 陈凤梅 陈公海 陈光鑫 陈海波 陈海花 

陈海梅 陈恒 陈红 陈红蕾 陈华辉 陈焕宏 

陈吉庆 陈佳 陈家亮 陈江 陈娇 陈娇莎 

陈洁芳 陈金慧 陈锦王 陈静（2） 陈静（7） 陈静春 

陈俊华 陈凯 陈兰 陈兰平 陈蕾 陈蕾 

陈莉莉 陈良倩 陈亮 陈林 陈美燕 陈绵军 

陈明艳 陈娜 陈琪香 陈清梅 陈琼花 陈少婷 

陈少芸 陈生慧 陈思齐 陈涛 陈薇 陈伟 

陈喜庆 陈仙莲 陈潇男 陈小芳 陈小漫 陈小妹 

陈小容 陈晓婷 陈孝卫 陈璇 陈言 陈艳（7） 

陈艳（7) 陈艳艳 陈阳 陈瑶 陈烨 陈一帆 

陈英鹏 陈应桂 陈勇余 陈玉 陈玉蝶 陈玉婷 

陈裕燕 陈元春 陈圆 陈运璠 陈泽平 陈志波 

陈志乐 陈壮荣 程范波 程少文 戴小芳 单永业 

邓彩云 邓超 邓程伟 邓春 邓冬梅 邓琳 

邓伦飞 邓萍 邓湘柳 邓艳梅 邓杨柳 丁晓飞 

董腾霞 杜春萍 杜建伟 杜小娜 杜永明 段文敏 

范高文 范章情 冯素素 冯小燕 冯欣 冯增强 

符步远 符畅 符超达 符传珍 符春芳 符春霞 

符谷强 符海菲 符鸿香 符积梅 符景娟 符蕾蕾 

符丽云 符梦楠 符明雅 符启慧 符清纯 符秋愉 

符式楷 符涛夏 符小环 符晓江 符晓婕 符新 

符亚妹 符艺影 符玉 符爰梅 符泽绅 符朱任 

傅泰龙 傅毅超 甘艺琼 高炳玉 高苗 高荣峦 

https://mp.weixin.qq.com/s/hfUo2CINiBF2E-mAKjzB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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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 高学交 戈旭伟 龚得志 顾硕 关朝得 

关雅诗 郭教艳 郭克难 郭庆发 郭爽爽 郭四妹 

郭天阳 郭秀宁 郭燕娜 郭瑶 郭毅达 郭远学 

韩碧 韩锋 韩鸿畴 韩健蕾 韩明秀 韩余光 

何定栩 何妃 何海红 何继欣 何靓敏 何巧 

何瑞峻 何世龙 何书玲 何贤平 何轩源 何艺慧 

贺莲月 洪蕾 洪丽明 洪汝娟 洪思兰 洪香 

洪莺桓 洪颖颖 胡丹 胡诗芳 胡帅 胡欣 

胡馨玥 胡颖青 华慧玲 华曼清 黄贝贝 黄朝兰 

黄桂玲 黄海琼 黄河 黄慧 黄嘉惠 黄江丽 

黄丽蓉 黄良正 黄琳欢 黄潘 黄萍 黄千芳 

黄儒 黄汝红 黄少飞 黄思源 黄婷 黄万雅 

黄文玲 黄小零 黄小娜 黄小珍 黄雪瑜 黄燕曼 

黄业秀 黄一秀 黄怡 黄颖 黄玉 黄裕仁 

黄元华 黄卓香 吉才纯 吉才珠 吉萍 吉雪芳 

计超 季永能 江芳 江鸿秀 江强 姜涛 

蒋柳花 金桂燕 巨蓉君 康福新 柯锦雪 赖朝宁 

赖珊珊 劳不雷 雷亚萍 黎传飞 黎春钗 黎海福 

黎吉丽 黎丽梅 黎丽妹 黎丽梦 黎莉 黎萍 

黎文艳 黎香和 黎艳 黎玉璧 黎正科 黎志霞 

李必昭 李材忠 李春莲 李丹 李发龙 李发仁 

李繁 李芳 李观英 李桂凤 李国雄 李海萍 

李韩建 李浩 李华 李慧 李慧雅 李杰 

李金茹 李京波 李景辉 李静 李娟 李康雪 

李乐辉 李丽 李娜（1） 李娜（2） 李盼盼 李鹏翔 

李倩 李强 李清月 李瑞鑫 李书锐 李腾连 

李为青 李筱 李秀玉 李艳 李银珍 李雨霓 

李玉平 李昭善 李喆 李珍 李子怡 梁东海 

梁赋 梁李霞 梁明月 梁娜 梁强 梁王妹 

梁文笑 梁志军 廖保丹 廖朝兰 林贝 林彩娜 

林成寿 林传爱 林春兰 林春琼 林道珠 林冬雪 

林芳崇 林桂玲 林海 林海妹 林慧 林娇 

林利花 林玲 林梅珍 林奇栋 林启柳 林琴 

林琼 林诗彬 林诗婷 林仕福 林婷 林先妹 

林先忠 林娴 林欣 林兴华 林秀山 林雪琴 

林燕柳 林贻思 林奕君 林尤佳 林泽辉 林照坤 

林振能 凌学斌 刘畅 刘朝晖 刘笛 刘凡 

刘芳雅 刘峰 刘光海 刘桂南 刘建球 刘江芸 

刘俊英 刘凯明 刘丽丽 刘莉 刘玲玲 刘木梅 

刘琪 刘启慧 刘婷 刘王翠 刘小霞 刘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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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艺 刘晓丹 刘兴秀 刘英 刘莹 刘原原 

刘月 柳涵芳 柳媛媛 龙丁健 龙尚丽 卢传冻 

卢吉姣 卢新 卢学俊 陆梅 陆志远 鹿砚 

罗才莲 罗凤娟 罗红强 罗家珍 罗宁 罗阳珍 

罗志华 吕佳杰 吕天宇 马宾 马金凤 马涛 

马文化 麦江霞 麦琼灵 梅振坤 蒙定武 蒙小凤 

蒙小军 蒙婴凡 蒙运旺 蒙周豹 孟海春 莫海婉 

莫扬健 莫占端 莫忠华 牟娇梅 牟晓莉 欧日兰 

欧阳春香 欧宗兴 潘聪 潘德翠 潘立丹 潘庆春 

庞海清 庞诗状 盆小丽 彭国彪 彭鑫 漆小冬 

秦胜全 丘晓林 邱菲菲 邱国辉 邱皇勋 邱明兰 

邱王燕 曲植 冉玉芬 任高呈 任娜 任喜芬 

任永魁 邵柳 沈彬 沈青丽 石翠珍 史嫣虹 

宋娜娜 苏春芳 苏春娇 苏德 苏高水 苏红茜 

苏洪娜 苏金妹 苏林 苏庆辉 苏琼刚 苏日多 

苏文玠 苏小金 苏小立 苏智强 孙昌杏 孙大喜 

孙发睿 孙冠彪 孙婧 孙欧 孙庆思 孙乙丽 

孙益伍 孙羽 孙月玲 孙云飘 覃星猛 覃学 

谭德敏 汤正琦 唐春娇 唐倩芸 唐庆业 唐月霞 

陶爰俭 滕宣麟 田国刚 田艳如 万少花 万新翠 

汪通源 王阿珍 王彬 王炳丽 王春宝 王春萍 

王丹 王栋 王凤瑜 王关金 王桂花 王海花 

王海丽 王海莲 王海霞 王海燕（3） 王海燕(7) 王涵 

王和镇 王虎 王华英 王会豪 王惠宁 王基琦 

王继婉 王加充 王家岸 王家晓 王嘉 王力鹏 

王玲 王銮 王妹妹 王敏 王明 王明菊 

王牡丹 王娜 王七梅 王琦 王器莲 王强 

王青霞 王群 王瑞源 王森 王书德 王帅 

王堂珍 王微 王伟宽 王肖 王小丽 王小妹 

王晓璐 王晓闪 王兴娜 王雪莲 王亚弟 王亚迅 

王娅莎 王彦 王艳 王燕 王贻卿 王乙竹 

王艺桦 王英 王英奋 王盈 王莹 王颖 

王永莲 王永研 王宇 王元春 王远礼 王苑菲 

王长盛 王贞 王志敏 王朱连 韦汶丽 韦雪娇 

韦瑶瑶 魏春紫 温江华 温训勇 文爱快 文冬燕 

文红君 文娇艳 文开霞 翁斌妹 翁强 吴碧娇 

吴斌（6） 吴斌（7） 吴波 吴彩虹 吴曾繁 吴诚 

吴春丽 吴丹 吴迪 吴多虎 吴多咪 吴国欢 

吴海静 吴海棠 吴海艳 吴海燕 吴开柳 吴克晓 

吴立 吴丽萍 吴丽萍 吴孟杰 吴敏 吴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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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子 吴强 吴清娜 吴琼梅 吴仁程 吴少文 

吴淑晓 吴水师 吴顺 吴维维 吴文汉 吴文健 

吴小健 吴晓鸣 吴晓强 吴信娜 吴秀娟 吴秀清 

吴艳 吴艳艳 吴燕 吴耀黄 吴育美 吴元肖 

吴祖茂 伍小姝 冼春敏 肖爱民 肖淇尹 谢春媚 

谢代彬 谢海 谢和芳 谢梦超 谢敏 谢明妹 

谢牡丹 谢牧青 谢南燕 谢生印 谢甜 谢晓宁 

谢学飞 辛晓艳 邢欢欢 邢惠诗 邢佳佳 邢孔彬 

邢孔明 邢青丽 邢若飞 邢束 邢卫珠 熊小杰 

徐兵兵 徐剑 徐孟凡 徐鹏翔 徐若 徐小静 

许彬彬 许炳石 许俊旭 许柳明 许梦莹 许小雪 

薛婵燕 薛靖 薛梅丽 严燕燕 颜洪顺 颜小娇 

燕婷婷 羊独帅 羊丽 羊强兰 羊玉佩 杨春 

杨聪 杨凡 杨虹 杨锦珍 杨敏 杨秋 

杨蕊 杨瑞锋 杨世民 杨爽 杨文惠 杨文奎 

杨翔 杨晓琪 杨秀萍 杨雪辉 杨毓群 杨远征 

杨志佳 叶丹萍 叶妃 叶琳 叶艳 叶智超 

易省阳 殷宗宝 游传华 于承新 于立丽 袁琛 

袁欢 袁伟 袁燕 岳百达 云春圆 云电 

云帆 云方一 云燕飞 詹才露 詹达词 詹雪亮 

詹浴暾 张本阳 张畅 张春华 张东 张笃飞 

张广恩 张汉洪 张慧芳 张丽琴 张玲 张敏 

张屏 张庆庆 张深霞 张石瑶 张思蕊 张威 

张薇 张小虹 张小丽 张兴建 张秀峰 张雪海 

张彦 张燕丽 张莹 张莹莹 张瑜 招华冰 

赵会必 赵建农 赵世杰 赵爽 赵文龙 赵小丽 

赵晓娴 赵正川 郑春远 郑达江 郑美金 郑小莲 

郑永先 郑裕旭 郑圆圆 郑正华 钟彩利 钟克墉 

钟恋 钟荣妃 钟山 钟淑思 钟文菲 钟文妹 

钟小红 钟孝益 钟瑛蔓 钟远娟 钟月婷 周保姣 

周和美 周辉嵘 周克妃 周丽玉 周岁金 周岁霞 

周文青 周晓华 周欣亮 周秀娟 周尧楷 周永丽 

周有泠 周志彬 周宗 朱聪敏 朱德春 朱桂林 

朱坚 朱健 朱盛森 朱雅玲 朱艳 朱屹 

庄冬梅 庄亮 卓剑 卓金南 卓进盛 卓夏玲 

邹华夏 

 

     

资料来源：《“琼”尽全力！海南驰援湖北 865 人全名单来了！》，南海网，2020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20/03/17/032303731.s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22 日。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20/03/17/0323037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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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河北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100人） 

 

艾少为 安静 安志辉 白海全 白兰兰 白璐（3） 

白璐（5） 白仁剑 白晓冰 白银箱 白月 薄利伟 

鲍丽蓉 毕文杰 蔡伟凤 蔡原原 曹博坤 曹翠青 

曹辉 曹立富 曹丽林 曹美元 曹娜 曹鹏遥 

曹艳芬 曹艳娇 曹桢 曹志斌 柴俊建 常彩芳 

常诗曼 常旭 常艳双 陈博文 陈超霞 陈丹 

陈更谦 陈光 陈国燕 陈晶 陈静（2) 陈静（5） 

陈丽 陈梦 陈娜 陈秋爽 陈秋硕 陈冉 

陈士佳 陈爽 陈文亮 陈玉娟 程伟晓 迟亚丽 

仇磊 仇瑞婷 慈瑶 崔海军 崔红显 崔宏印 

崔华 崔锦华 崔静红 崔丽珍 崔坡 崔瑞朋 

崔晓晨 崔晓娜 崔晓雯 崔亚红 崔艳艳 崔跃军 

代金占 戴卓 单醇明 单云龙 党懿 邓佳 

邓志芹 邸诺 邸亚梅 刁骏 丁龙强 丁盼盼 

董朝芳 董晨洁 董二飞 董昊岩 董辉 董惠 

董兰景 董丽菲 董明 董盼 董佩泽 董青 

董苏红 董文华 董星 董轩 董子渤 豆曼丁 

窦建成 窦立靖 窦敏敏 杜春来 杜继云 杜胜巧 

杜抒洪 杜卫国 杜香香 杜哲 段超 段希平 

段燕娜 樊金明 樊星 范晶晶 范素文 范秀霞 

范亚霞 范銀平 费振薇 冯渎喜 冯凤玲 冯宁宁 

冯伟勋 冯延阁 冯轶 冯增娇 付改 付景 

付璐 付世荣 付志斌 傅伟伟 盖娟 盖宗杰 

高超 高春蕾 高改玲 高海祥 高恒波 高娟 

高俊杰 高磊 高媚 高苗苗 高明龙 高楠 

高素景 高铁铭 高伟（1） 高伟（9） 高文娟 高文生 

高星 高秀霞 高亚楠 高原 高源 高志峰 

高志强 戈澜 葛彩月 葛磊 葛蕾萱 耿桂青 

耿蕾 耿文泰 耿学玲 耿亚娜 龚素霞 勾海超 

谷俊丽 谷兰 谷文悦 谷志英 顾国锋 顾洪涛 

顾佳宝 关力山 关震 贯宝林 郭宝山 郭昌 

郭金朋 郭金琢 郭丽红 郭连胜 郭琳 郭娜娜 

郭倩倩 郭珊珊 郭文昊 郭文龙 郭文瑶 郭雄飞 

郭颜丽 郭宗海 国红娟 韩风云 韩红霞 韩俊杰 

韩立军 韩尚伟 韩爽 韩卫彦 韩旭 韩旭 

韩艳梅 韩雨 韩玉 韩振华 韩振华 韩中华 

韩忠瑞 郝成伟 郝君兰 郝强 郝雪萍 郝艳丽 

郝真真 何海龙 何家乐 何思琪 何文静 何彦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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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佳 贺珊 贺新竹 賀春霞 侯娜 侯瑞雪 

侯小燕 候世婧 胡波 胡福东 胡帅 胡小政 

胡晓凯 黄海涛 黄华 黄肖然 回延良 霍伟艳 

纪巧慧 贾超 贾贵英 贾聚娟 贾丽娜 贾士强 

贾思琪 贾学会 贾莹 贾媛 贾肇一 賈靜 

江然 姜海波 姜威 蒋笑臣 蒋玉柱 焦继苹 

焦立兵 焦晓丽 焦新安 焦宗 解明芳 靳冲 

靳飞 靳晓辉 荆蕾蕾 井磊 鞠红然 巨培源 

康丽媛 康钊 亢瑞娜 孔垂敏 孔佩璇 孔晓 

孔媛敏 兰婧 郎钰柱 雷俊兰 李保欣 李博 

李超 李春蕾 李春霞 李春晔 李翠 李丹（3） 

李丹(6) 李东梅 李东梅 李飞飞 李凤欣 李桂敏 

李国斌 李国蕊 李红霞 李华 李欢 李会东 

李杰（5） 李杰（8） 李金泉 李金月 李竟超 李俊江 

李坤 李岚 李磊 李蕾 李立元 李丽 

李丽华 李亮 李梦兰 李敏 李培 李鹏飞 

李鹏伟 李茜 李倩 李强 李琼 李蕊 

李瑞 李瑞娜 李森 李世达 李淑杰 李帅（5） 

李帅（5） 李烁 李素彦 李婷婷 李彤彤 李桐 

李唯 李维一 李卫 李文芳 李小凤 李晓耿 

李晓静 李晓岚 李晓云 李鑫丽 李兴彩 李兴华（5） 

李兴华（8） 李幸 李秀丽 李旭 李旭娟 李学军 

李学伟 李亚乐 李亚平 李岩 李艳蓓 李倚天 

李莹 李颖华 李永 李永昊 李玉海 李云贺 

李展 李占增 李章 李兆锋 李哲 李珍燕 

李振兴 李志娟 李志伶 李珠 李竹灵 栗洁 

梁华桥 梁欢 梁建 梁津津 梁均昌 梁利艳 

梁良 梁萌 梁乾飞 梁晓昌 梁杏哲 梁银龙 

梁迎勃 林怀印 林原 凌坤 刘宝玉 刘彩虹 

刘朝霞 刘崇肖 刘芳 刘飞 刘飞飞 刘菲菲 

刘福娜 刘富斌 刘根伟 刘桂兰 刘华敬 刘辉 

刘会涛 刘继朋 刘娇娇 刘金柱 刘静 刘静静 

刘娟 刘俊 刘俊环 刘雷 刘丽 刘丽枝 

刘利勇 刘萌 刘苗 刘明 刘明娜 刘娜 

刘娜 刘娜娜 刘倩 刘强（6） 刘强（7） 刘秋立 

刘瑞超 刘石磊 刘世和 刘树君 刘帅 刘拴虎 

刘双玉 刘硕 刘思思 刘素梅 刘天瑜 刘伟 

刘伟杰 刘文文 刘霞 刘晓恩 刘晓磊 刘晓亮 

刘晓明 刘晓娜 刘晓妮 刘晓霞 刘晓瑜 刘笑言 

刘新朝 刘新会 刘雪 刘妍 刘岩 刘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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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 刘燕亮 刘烨星 刘英 刘玉红 刘圆圆 

刘云飞 刘长江 刘振动 刘振华 刘政法 刘志霞 

刘智佳 柳倩 卢静 卢娟 卢秋玲 芦静 

芦秀敏 陆静 逯淑敬 路志佳 栾红超 罗晶 

罗坤 吕杰 吕洁丽 吕茜 吕伟娜 吕晓静 

吕雪静 吕莹 吕颖 麻义林 马宝桐 马闯 

马春爽 马冬雪 马辉 马建锋 马静 马兰 

马立云 马利芳 马梅 马宁 马倩 马强 

马姗 马维静 马艳彪 马玉洁 么建立 梅建强 

孟凡娇 孟福磊 孟晶晶 孟景红 孟杨杨 弭艳旭 

莫昊天 莫世娇 穆福春 南雨杰 年秀梅 聂君琳 

宁淑梅 宁晓辉 宁艳婷 牛奥炬 牛彩铃 牛彩云 

牛海健 牛洁 牛俊岩 牛艳林 潘剑 潘英琦 

庞华卫 裴华 裴卫华 裴雪松 彭胜周 彭硕 

彭文娟 彭新平 蒲玉晶 朴丽丽 齐红茜 齐宏波 

齐宏国 齐娜 齐晓勇 齐壮丽 齐自卿 祁德财 

祁晶 千雅丽 强广通 乔国昱 乔柳 乔小娜 

秦晓星 瞿长宝 曲宝亮 任艾 任红光 任慧敏 

任晓佳 任亚卿 任月红 任运达 任政军 任中梅 

阮昕 商亚南 尚彬 尚磊 尚生平 尚泽鹏 

邵东风 邵瑞娜 申康康 申立强 沈月 师华华 

师帅 施建民 施燕 石秋林 石晓波 石雅洁 

石振海 石志乔 时娜 史国媛 史晓娜 司美鸽 

宋德刚 宋刚 宋华喆 宋力辉 宋宁 宋世辉 

宋维鹏 宋亚坤 宋亚岚 苏浩然 苏丽梅 苏明 

苏末 苏姗姗 苏晓丽 苏雪 苏艳文 孙辰 

孙晨 孙芳芳 孙海鹏 孙红云 孙化雷 孙继红 

孙健萍 孙金龙 孙俊 孙乐 孙磊兵 孙林涛 

孙灵灵 孙鹏翔 孙强 孙擎耀 孙帅帅 孙涛 

孙晓星 孙燕超 孙赞 谭娜 唐超 唐勇 

陶晓琳 腾希燕 田 蜜 田惠玉 田静 田俊领 

田立平 田美娜 田鹏 田鹏 田欣 田兴中 

仝娟 佟静 童莉 万华 万利 汪萌 

汪旭丽 王贝贝 王炳飞 王布 王春青 王丛欢 

王翠梅 王东昌 王芳（5） 王芳(7) 王飞 王冠鹏 

王海滨 王贺波 王宏刚 王宏叶 王辉 王会丽 

王会影 王慧 王慧娟 王继华 王佳慧 王建宾 

王健 王洁 王金双 王进益 王靖 王静（2） 

王静（3） 王静（3） 王久魁 王娟 王空君 王磊（1） 

王磊（4） 王磊（8） 王蕾 王立 王立阳 王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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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娟 王丽娟 王丽娜 王丽楠 王凌宇 王麦 

王美琳 王萌萌 王猛 王梦琪 王淼 王敏 

王娜 王娜靜 王宁 王萍 王强 王秋勇 

王荣荣 王瑞 王瑞艳 王森 王莎 王珊 

王世波 王帅 王硕 王素梅 王涛 王韬 

王腾磊 王体松 王亭亭 王微 王维 王伟 

王文芳 王文慧 王文龙 王小兰 王晓芳 王晓军 

王晓璐 王晓晓 王欣悦 王秀丽 王旭 王雪娇 

王雪民 王雅丽 王亚琳 王亚美 王亚秋 王亚婷 

王亚阳 王岩 王艳东 王艳辉(1) 王艳辉（5） 王艳磊 

王艳秋 王雁 王燕 王燕霞 王益军 王熠 

王英杰 王颖童 王玉倩 王媛 王云飞 王云鹤 

王振希 王志刚 王子超 韦然然 魏朝辉 魏海亭 

魏民华 魏敏 魏胜利 魏伟 魏晓明 温辉 

吴建朝 吴婧 吴娟 吴立红 吴瑞峰 吴婷婷 

吴扬 吴颖 吴雨繁 吴月红 伍华 武兵 

武丹 武会云 武姗姗 武思羽 武威 武颖 

隰海静 夏鹏举 肖爽 肖思孟 谢爱静 谢春伶 

谢东源 谢芳 谢金璐 谢旭磊 刑世强 刑夏禹 

邢辰 邢红柳 邢天逸 邢笑爽 邢振玲 熊英 

修文娅 宿创勋 徐博文 徐春芳 徐光烁 徐会萍 

徐丽香 徐瑞艳 徐天韧 徐卫华 徐武 徐雪娇 

徐艳芳 徐志茵 许春雪 许国明 许静 许伟园 

宣园园 薛福娣 薛俊青 闫立晓 闫丽 闫柳佳 

闫琦 闫文孝 闫文远 闫振刚 严丽敏 燕虹 

扬君南 扬烨 杨兵 杨超 杨翠萍 杨大运 

杨帆 杨光路 杨贵宾 杨航 杨洁 杨敬芳 

杨立凤 杨丽媛 杨明杰 杨明利 杨楠 杨青云 

杨姗姗 杨士春 杨双梅 杨挺 杨万荣 杨维 

杨玮琳 杨卫 杨晓庆 杨星 杨玄 杨亚茹 

杨延宽 杨义飞 杨莹莹 杨越 杨振 姚伏雨 

姚海利 姚倩倩 伊春巧 殷朝惠 尹胜男 尹彤彤 

尹永丽 尤翠芳 尤金兴 于海华 于红莲 于慧 

于静 于爽 于硕 于晓峰 于晓梅 玉溪溪 

袁发东 袁慧娟 袁可可 袁孟强 袁雅冬 袁振华 

原宏梅 院海燕 岳洪娟 岳静 岳历新 岳亚军 

翟佳 张彬彬 张博超 张彩红 张超 张朝晖 

张晨义 张聪聪 张翠茹 张丹丹 张德玉 张东超 

张光 张国民 张好 张宏君 张宏亮 张欢 

张辉次 张慧敏 张杰 张洁（6） 张洁（7） 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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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张静伟 张静芝 张俊丽 张凯亮 张立强 

张丽 张丽 张丽红 张丽丽 张亮 张玲玲 

张录录 张璐 张毛毛 张美玉 张萌 张敏 

张明轩 张娜 张鹏 张坡 张奇 张起昌 

张巧玲 张庆富 张荣军 张蕊 张若石 张少冉 

张生 张淑芳 张淑娟 张天乐 张天强 张童 

张旺 张微 张伟政 张卫琴 张文化 张文利 

张文敏 张晓辉 张晓静 张晓坤 张晓奇 张晓英 

张谢 张新亮 张新甜 张杏 张轩毓 张学芹 

张亚 张亚芳 张亚丽 张延红 张英良 张永强 

张勇 张于 张悦 张云 张昀 张泽扬 

张钊 张震 张征 张子明 张梓雯 赵安 

赵宾 赵春燕 赵丹丹 赵东 赵海洋 赵红芳 

赵红月 赵辉 赵江丽 赵京 赵京梅 赵静(6) 

赵静（7） 赵静（8） 赵康 赵立斌 赵立孟 赵丽萍 

赵嫚 赵明 赵明辉 赵娜蕊 赵培 赵清天 

赵庆丰 赵然 赵珊珊 赵少岩 赵士杰 赵顺成 

赵松 赵松鸽 赵向辉 赵晓亮 赵晓欣 赵叙叙 

赵雪锋 赵雪丽 赵雪宁 赵亚光 赵彦东 赵艳君 

赵阳 赵业丰 赵茵 赵英敏 赵玉娟 赵媛洁 

赵志伟（1） 赵志伟（5） 赵紫薇 甄利波 郑学晨 郑月欢 

支娜 支延春 智爱霞 钟海振 周国庆 周海明 

周丽娜 周仁松 周荣荣 周蓉 周鑫 周兴棉 

周艳 周悦 宙雯 朱桂军 朱国宇 朱建 

朱建超 朱建良 朱晓慧 朱怡青 庄玮玮 宗艳玲 

宗玉蓉 俎丽芳     

资料来源：《铭“冀“于心！1100 位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1 日，

https://mp.weixin.qq.com/s/Sx16K03D3RI_1FEq-Bbdg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8 日。 

 

 

附录（13）：河南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381人） 

 

艾静 艾敏 安慧 安琪 安勇进 白慧丽 

白茹 白永杰 白志峰 鲍贺佳 蔡娟 蔡娟娟 

蔡楠 蔡志林 曹成伟 曹飞 曹飞 曹付梅 

曹昊泽 曹擎宇 曹书奎 曹莹 曹莹璐 曹永伟 

曾萍 曾庆磊 柴冠军 柴沛 柴学红 常家乐 

常晶晶 常军晖 常明亮 常青 常志红 钞杰 

陈博 陈传亮 陈冬雪 陈海霞 陈华艳 陈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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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元 陈岚 陈林霞 陈朋 陈琪杭 陈青友 

陈瑞柏 陈瑞雪 陈婷 陈伟奇 陈汶娟 陈希 

陈肖肖 陈晓琼 陈新星 陈雪艳 陈亚飞 陈艳慧 

陈阳 陈宇瑶 陈园园 陈战国 成菲 程兵兵 

程崇勇 程栋 程江浩 程晶晶 程龙飞 程平 

程倩倩 程相阁 程小宪 程雅新 程哲 楚河静 

楚静豫 楚玉雯 楚紫栋 褚迎辉 崔朝阳 崔东锋 

崔红梅 崔红卫 崔俊伟 崔鹏鹏 崔为阳 崔笑勇 

崔银鸽 代灵灵 代朋许 代晓萌 代云祥 单若楠 

单迎光 党保明 党振 邓梦乐 邓亚辉 邓艳霞 

邓跃平 丁丹翼 丁晗 丁华盈 丁辉 丁慧利 

丁佳佳 丁锟 丁先君 丁晓秋 董晶兵 董凯 

董明艳 董瑞琴 董善京 董翔飞 董小伟 董彦歌 

董艳丽 董义仁 董亦阳 豆浩 杜鸽 杜桦 

杜建军 杜娟 杜露露 杜婷婷 杜雪瑶 杜莹莹 

杜玉超 杜育红 杜云红 段柏青 段传功 段俊锋 

段树鹏 段雪亚 段永刚 段治伟 凡亚婷 樊静娴 

范爱华 范宝丽 范海民 范洁 范瑞芳 范瑞霞 

范小会 范永会 方丹丹 方金赢 方立 费静 

冯莎莎 冯石献 冯晓琳 冯鑫轲 冯永海 冯园元 

冯哲 付鸿伟 付龙 付群 付新红 付艳婷 

高冲冲 高广甫 高桂丽 高海波 高建钢 高建凯 

高婧 高敬波 高利巧 高率斌 高梦 高庆 

高翔 高艳艳 高阳 高英会 葛波涌 葛静文 

葛久煜 葛威威 葛须鑫 葛燕萍 耿德胜 耿胜华 

巩尚琦 巩晓晴 勾迎杰 古林林 谷军生 谷旭杰 

顾家鹏 关锐 郭爱 郭帮卫 郭兵权 郭晨龙 

郭发瑞 郭风利 郭浩 郭华 郭敬华 郭俊华 

郭凯歌 郭丽娅 郭莉阁 郭恋秋 郭孟园 郭孟圆 

郭明珠 郭鹏飞 郭秋红 郭少敏 郭松 郭涛 

郭卫霞 郭详洋 郭潇静 郭鑫 郭秀彦 郭亚茹 

郭艳伟 郭燕可 郭燕芝 郭滢滢 郭玉凰 郭云波 

海仟 海燕 韩传恩 韩丹丹 韩洪涛 韩花花 

韩佳余 韩静 韩俊峰 韩可 韩丽 韩莉 

韩连收 韩鹏 韩圣宾 韩文杰 韩小艳 韩雪迎 

韩玉峰 韩真真 郝洁 郝龙辉 郝鹏飞 郝双双 

郝威峰 何恩晓 何静静 何娟 何磊 何莉 

何禄轩 何明 何卫斌 何文龙 何艳 何元元 

和铭洁 贺金武 贺丽 贺同玲 贺晓歌 贺醒 

赫芳 侯彩霞 侯广华 侯佳佳 侯少磊 侯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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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白鸽 胡奔奔 胡炳倩 胡号兵 胡景景 胡珂伟 

胡漫漫 胡明南 胡瑞玲 胡绍月 胡晓 胡欣 

胡玉守 胡兆慧 虎登峰 黄飞飞 黄海宁 黄晶晶 

黄璟 黄俊诚 黄珂召 黄明明 黄瑞雪 黄晓宇 

黄兴娜 黄秀丽 黄莹 黄志昂 黄自峰 姬卫华 

吉亚芬 贾博宇 贾成军 贾丹（5） 贾丹（5） 贾辉 

贾俊花 贾柯 贾珮 贾其昊 贾琦森 贾树茂 

贾晓艳 贾晓阳 贾鑫鹏 贾亚娟 贾亚男 贾亚群 

贾永华 江保卫 江娜红 姜树志 蒋娜 蒋翔 

蒋旭东 焦鹏 焦婷婷 焦小飘 解玉东 介芊 

金俊丽 金亚杰 金要国 金颖 靳彩娜 靳天春 

康丽 康茹 康樱樱 康紫厚 可莉君 孔庆伟 

孔维英 寇静 兰福旭 兰延祥 郎力辉 雷芳芳 

雷其山 雷世梅 黎闯 李宾 李彬 李斌 

李兵 李承洋 李传荣 李闯 李达 李丹丹 

李东峰 李法良 李凡凡 李改秀 李桂梅 李国庆 

李国涛 李浩亮 李浩然 李红义 李虹燕 李怀杰 

李会苹 李荟苹 李慧 李慧 李继涛 李家华 

李建顺 李金慧 李晶 李晶晶 李景钊 李静（2） 

李静（6） 李静（11） 李静波 李军周 李俊姗 李克 

李扣丽 李琨 李磊 李黎光 李留阳 李龙（3） 

李龙（5） 李璐 李曼 李梅 李梅香 李美言 

李萌 李萌迪 李梦洋 李明华 李娜 李宁 

李盼 李培利 李鹏 李倩倩 李庆辉 李秋忠 

李群 李如雪 李瑞芬 李瑞云 李飒 李圣卡 

李士龙 李世娟 李帅 李帅杰 李涛 李田净 

李婷婷 李婷婷 李同强 李瞳 李伟玲 李卫红 

李文平 李文涛 李武鹏 李想 李小乐 李小满 

李晓斐 李晓峰 李晓平 李晓伟 李晓艳 李晓勇 

李欣儒 李鑫磊 李星 李雪雁 李雅聪 李雅坤 

李雅媛 李亚飞 李亚辉 李岩 李彦乐 李艳 

李艳芳 李艳洁 李艳丽 李艳娜 李燕 李燕玲 

李叶宁 李轶晓 李英豪 李莹 李莹莉 李营 

李拥军 李永丰 李永杰 李永珍 李玉创 李玉洁 

李玉梅 李玉苏 李玉雪 李元元 李园园 李月喜 

李振鹏 李志杰 李宗富 梁澄辉 梁国红 梁军梅 

梁俊霞 梁丽娟 梁笑慧 梁燕 梁元元 林磊 

林培红 林逸轩 林永辉 铃培国 刘安琪 刘豹 

刘秉 刘冲 刘春晓 刘聪 刘丹 刘东峰 

刘芳 刘飞 刘高仁 刘光耀 刘佳豪 刘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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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欣 刘建华 刘杰 刘金峰 刘晋豫 刘俊沛 

刘凯川 刘兰克 刘垒 刘丽 刘丽娟 刘丽哲 

刘俐 刘璐 刘梦杰 刘娜 刘宁 刘宁博 

刘培杰 刘如意 刘茹梦 刘姗姗 刘世强 刘帅帅 

刘松 刘素美 刘素雅 刘廷炜 刘文涛 刘显勋 

刘宵 刘晓东 刘晓慧 刘晓静 刘晓宁 刘心想 

刘旭恩 刘亚清 刘亚茹 刘亚婷 刘延军 刘艳辉 

刘洋（2） 刘洋（5） 刘洋（13） 刘依雯 刘怡雪 刘莹 

刘玉琛 刘云霏 刘赵毅 刘智达 柳利红 娄昊 

娄丽娜 娄帅印 娄远 卢锋 卢弓静 卢晶 

卢静如 卢仁辉 卢瑞杰 卢艳秋 卢晏民 卢勇兵 

卢振坤 卢振威 芦珊 芦素霞 芦晓帆 陆科飞 

陆少飞 路晓峰 罗贝贝 罗贵玲 罗青 罗垚 

骆瑞 吕冬冬 吕复君 吕光华 吕纪平 麻小萍 

马彩霞 马海龙 马骥 马敬 马静 马珂 

马利新 马莉 马良 马若楠 马松杰 马苏苏 

马小柳 马晓聪 马欣 马鑫 马旭鸽 马旭阳 

马亚楠 马云龙 满慎南 毛云艳 毛治尉 卯姣娜 

孟锦博 孟刘号 孟明哲 孟娜 孟娜 孟伟娜 

孟霞 孟洋 孟媛媛 苗国印 苗慧怡 苗建伟 

苗培娟 闵倩 莫艺 牟旭伟 倪文娟 聂贺 

聂恒 宁康康 牛慧 牛林艳 牛青梅 牛书庚 

牛素芹 欧阳华 潘军尚 潘淑琪 潘伟盟 庞欣 

裴建阳 裴俊杰 裴利娜 彭莉普 彭胜伟 彭书杰 

骈朋云 戚冠斌 齐俊青 齐路 祁博 祁瑞琳 

祁文丽 钱深 乔冰 乔炳礼 乔霖 乔瑞云 

乔少培 乔伍营 乔雪冰 乔艳梅 秦贝贝 秦国顺 

秦海燕 秦詰 秦占平 屈丹丹 曲玲杰 冉富强 

冉小静 任聪聪 任国栋 任静 任梦娇 任囡囡 

任姗姗 沙润非 沙莎 尚佳 尚柳君 邵启国 

邵青青 邵瑞彬 邵圣洁 邵彦昌 邵颖影 申成芳 

申华 申潘 申鹏 申晓娟 师江鸽 师延刚 

石华 石俊生 石磊 石强 石向明 石晓晓 

石云霄 石志利 史峰峰 史源 史征 司文艳 

宋超 宋二军 宋国玲 宋亨达 宋欢欢 宋静文 

宋蔷薇 宋潇 宋晓杰 宋艳芳 宋艳红 宋玉华 

宋振原 苏丰鸣 苏航 苏欢欢 苏敏 苏娜娜 

苏琼琼 苏闪闪 苏晓 苏雨 苏玉锋 苏郑刚 

隋煜 孙彪 孙冰 孙国清 孙慧慧 孙佳亮 

孙丽丽 孙世超 孙淑卫 孙威 孙焱 孙屹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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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宇 孙哲 索瑞峰 谭高峰 谭金成 谭威 

唐晶晶 唐晓静 唐燕君 唐振强 陶然 陶政阳 

田娟 田润 田甜 田晓静 仝麟龙 仝莹莹 

童帅宏 涂小峰 万丹雨 万军委 万琳 万宇凯 

王安东 王蓓 王冰清 王超 王晨华 王成帅 

王翠 王丹 王东 王东良 王二敏 王繁盛 

王芳娟 王飞（4） 王飞（5） 王飞红 王高帅 王阁 

王冠宇 王国晓 王海杰 王海静 王海明 王海涛 

王豪丽 王好义 王浩然 王恒涛 王红彩 王红丽 

王红民 王宏超 王宏谦 王虎平 王慧军 王佳佳 

王贾文 王建峰 王建文 王健 王金墙 王金涛 

王京春 王晶 王晶晶 王敬 王娟娟 王军英 

王俊杰 王凯 王恪锋 王昆丽 王磊 王蕾 

王丽辉 王丽静 王丽娟 王丽娜 王利波 王利江 

王林梅 王留晏 王龙安 王龙洲 王璐 王璐璐 

王落蓓 王孟杰 王明航 王宁 王璞 王奇 

王琦 王迁 王巧云 王巧珍 王琴 王青虎 

王琼 王秋艳 王荣宝 王瑞 王瑞敏 王莎莎 

王莎莎 王韶花 王生 王世民 王淑敏 王栓伟 

王思敏 王体宾 王天茹 王天舒 王田田 王婷 

王维佳 王伟（1） 王伟（3） 王伟阁 王文江 王文杰 

王文雅 王湘萍 王向毅 王小超 王小星 王小雨 

王晓丹 王晓珊 王晓玉 王新法 王新龙 王新权 

王兴龙 王雪花 王雪艳 王亚娟 王亚丽 王延召 

王岩 王琰 王彦虎 王燕 王耀平 王一凡 

王寅起 王英 王莹莹 王拥涛 王永良 王永峥 

王勇 王宇（11） 王宇（13） 王玉才 王玉侠 王育勤 

王园园 王媛媛 王月 王月华 王真真 王直 

王志勇 韦安猛 韦炎彬 卫化民 魏红运 魏华伟 

魏凯旋 魏秋瑾 魏雪鹏 魏永鸣 魏兆勇 温世宝 

温文斌 巫家平 吴斌 吴迪 吴冠楠 吴金伦 

吴柯敏 吴宁 吴强 吴若楠 吴帅只 吴素真 

吴晓 吴亚锋 吴亚君 吴艳 吴艳彬 吴艳芳 

吴珍 仵福全 武海涛 夏梦琛 夏盈盈 谢海燕 

谢慧玲 谢晶晶 谢满仓 谢群星 谢雯 谢中亚 

辛留锋 邢德盛 邢龙 邢娜娜 徐峰 徐贵琴 

徐红波 徐建明 徐兰军 徐丽红 徐林倩 徐玲 

徐萌萌 徐娜 徐乃强 徐强 徐庆杰 徐秋香 

徐邵闽 徐亚辉 徐亚来 徐岩 许广见 许海峰 

许慧慧 许宁 许强 许霞 许新建 许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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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琰 轩文冰 薛海阔 薛岩 闫登峰 闫东升 

闫芳 闫风 闫磊 闫晓莹 闫旭辉 颜涛 

晏卫丽 燕重远 杨超 杨光埔 杨桂玲 杨静 

杨珂 杨磊 杨莉 杨林 杨林林 杨玲 

杨留洋 杨柳 杨柳青 杨明 杨茗 杨默 

杨秋敏 杨冉 杨赛 杨树娟 杨涛 杨文斌 

杨文洁 杨雯丽 杨霞辉 杨小燕 杨晓萌 杨秀秀 

杨亚飞 杨燕歌 杨永良 杨振强 姚宾涛 姚建刚 

姚凯 姚丽君 姚梦甜 姚韧松 姚锐芳 姚润果 

叶杰琼 叶田 殷仰仰 银蕊 尹晗 尹园园 

应鸽 于晨玲 于风景 于莉 于璐 于宁二 

于团结 员小利 袁斌 袁存发 袁海 袁君 

袁闪闪 袁水生 袁文明 袁艳青 袁玉博 原腾腾 

远淑敏 苑苗龙 云佳敏 臧博星 臧树志 翟毕险 

翟东来 翟贺杰 翟龙飞 翟晓楠 詹超杰 张宝瑞 

张宾 张斌 张冰 张婵婵 张超 张超奇 

张晨 张程 张翀 张丹 张德振 张飞龙 

张凤英 张钢强 张捍忠 张浩 张浩雪 张红超 

张洪亮 张辉 张慧芳 张继敏 张建宏 张建祥 

张洁 张金燕 张井兰 张娟娟（6） 张娟娟（10） 张军帅 

张俊晓 张宽顺 张坤坤 张丽（8） 张丽（8） 张丽芳 

张丽文 张丽霞 张梁 张林 张留阳 张龙 

张璐璐 张萌 张蒙蒙 张乾倩 张巧珍 张勤生 

张青 张琼阁 张泉 张然 张蕊 张瑞博 

张森磊 张闪烁 张少雄 张胜哲 张士杰 张世宽 

张世忠 张松 张素花 张天芳 张天恒 张微微 

张伟 张伟 张伟峰 张伟娜 张卫丹 张卫青 

张文才 张文静 张文君 张文学 张小鱼 张晓华 

张晓洁 张欣 张馨月 张旭华 张亚丽 张亚平 

张亚如 张亚枝 张妍妍 张彦涛 张艳芳 张艳勤 

张艳艳 张一红 张一冉 张艺迪 张银龙 张英 

张永凤 张永楠 张玉娟 张玉香 张煜 张园园 

张跃强 张运强 张兆甫 张喆 张贞 张振锋 

张铮杰 张致琴 张忠伟 张重雪 赵兵 赵超 

赵朝阳 赵耿霄 赵冠雷 赵国尧 赵贺辉 赵红梅 

赵建伟 赵金榜 赵静文 赵俊娟 赵丽霞 赵亮 

赵陆合 赵苗苗 赵敏 赵娜 赵鹏华 赵鹏辉 

赵萍 赵秋珍 赵升 赵松 赵涛 赵童 

赵伟鹏 赵文莉 赵晓欢 赵鑫 赵艳红 赵永宁 

赵宇 赵子瑜 郑福增 郑晶晶 郑蕾 郑蒙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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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向华 郑亚丹 郑园浩 职建军 周付喜 周纪妹 

周杰 周洁 周进涛 周俊贞 周凯 周莉莉 

周莉娅 周娜娜 周硕果 周亚丹 周亚红 周源 

周正 周志杰 朱欢欢 朱佳玉 朱健 朱姣姣 

朱凯军 朱丽娜 朱琳 朱灵生 朱孟轲 朱茜文 

朱声永 朱胜宏 朱世超 朱晓飞 朱亚楠 朱早君 

祝晓川 庄艳琴 邹辉煌    

资料来源：《“豫”你安康！1281 位河南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全名单》，搜狐网，2020 年 3 月 17 日，

https://www.sohu.com/a/380823461_119841，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附录（14）：黑龙江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533人） 

 

阿荣娜 艾海珍 艾丽伟 安月萍 白翠玉 白红亮 

白洪波 白雪 白羽 白钰 班兴巍 包崴葳 

鲍文锦 鲍永霞 毕宝 毕宏远 毕金艳 毕诗杰 

毕玉磊 边海岩 邴亚男 卜天祥 卜月 蔡宝春 

蔡宇 苍春阳 曹利 曹清翠 曹天辉 曹威 

曹雪 曹延会 曹焱 曹阳 曹智 柴欣 

缠晓滕 常晓明 常艳 常智达 车丹阳 车洪微 

车晓明 车禹馨 陈波 陈登彬 陈迪(2) 陈迪(5) 

陈东林 陈涵坤 陈昊冈 陈宏 陈宏丹 陈洪苹 

陈慧丽 陈佳伊 陈建辉 陈立艳 陈丽 陈丽佳 

陈连月 陈璐瑶 陈梅 陈鹏 陈鹏飞 陈思洋 

陈思颖 陈薇(2) 陈薇(4) 陈晓微 陈晓宇 陈岩(1) 

陈岩(3) 陈杨 陈瑶 陈音 陈英翔 陈莹 

陈颖(6) 陈颖(8) 陈玉超 陈哲 陈忠杰 成秉林 

程驰 程慧 程盼盼 程思雨 程文杰 迟柏娇 

迟菲 迟海洋 迟继岩 迟迺洵 崇学朗 初蕊 

褚晓丹 丛德权 丛冬瑶 丛开秋 丛楠 丛沛然 

丛云峰 崔德军 崔海琳 崔金娜 崔景乐 崔静雯 

崔力元 崔赛男 崔玉迪 崔玉静 崔悦 崔状 

代丹丹 代金霞 代美薇 代玥 戴莉 单丹 

单嘉怡 单丽娜 单书亮 邓蕾 邓霞 邓晔婷 

邸秀莹 刁思琪 刁玉玲 丁非凡 丁晶 丁明玉 

丁思航 丁微微 丁晓蕊 丁一 丁玉婵 丁云飞 

东时蕾 董忱忱 董放 董枫 董广涛 董丽丽 

董凌云 董文广 董雪 董亚娟 董一哲 董英 

董志厚 董卓 都基微 杜冰 杜宏斌 杜继伟 

杜菊 杜淼 杜珊 杜晓威 杜羽 杜园 

https://www.sohu.com/a/380823461_1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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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满鑫 段伟伟 鄂婷婷 樊爱霞 樊冬梅 范佳玲 

范伟 范玉莹 方庆伟 房乃迪 费秀斌 冯皞宇 

冯婉蓉 冯筱楠 冯欣 冯旭 冯雪 冯雪冰 

付春艳 付东旭 付君君 富成斌 高飞 高鸿雁 

高慧 高佳雨辰 高金国 高俊耀 高立娟 高丽英 

高岭 高娜 高茜梓 高珊 高泰嵩 高铁 

高微微 高巍 高昕媛 高鑫 高艳 高扬(3) 

高杨(8) 高英 高英宏 高玉娟 高玉美 高媛 

葛凤霞 葛丽伟 葛薇 葛新宇 耿洁 公宝霞 

公维云 宫玥 巩思佳 谷丽娜 谷妍晖 顾美佳 

顾泽鑫 关金星 关立冬 关敏 关琪 关舒 

关欣 关震 官占江 管洪影 管乐 郭常宁 

郭海涛 郭健 郭静 郭林泉 郭萌 郭淼 

郭楠 郭鹏 郭婷婷 郭薇 郭文霞 郭喜山 

郭雅馨 郭莹玮 郭莹莹 郭永山 郭媛媛 郭哲 

郭忠宝 国立祥 国舒淇 韩冰 韩春雷 韩丹 

韩冬梅 韩桂银 韩佳宁 韩开宇 韩菱 韩晓敏 

韩杏 韩雪(3) 韩雪(3) 韩业红 韩玉 韩月 

韩悦 韩云毅 韩紫薇 郝谦依 郝仁义 郝鑫 

郝迎秀 郝莹莹 何宝强 何宝婷 何佳玲(7) 何佳玲（8） 

何丽丽 何丽欣 何秋敏 何蕊鑫 何彦莉 何玉婷 

贺林 黑炳昌 衡国微 侯冬玉 侯家华 侯岳 

候伟 胡博懿 胡静宇 胡鹏 胡秀廷 胡雪妍 

胡艳敏 胡一涵 胡月 胡玥 怀鸿昌 黄大为 

黄大勇 黄东东 黄凤丽 黄福林 黄海 黄海英 

黄欢欢 黄焕 黄明月 黄荣 黄如 黄微 

黄文侠 吉庆 纪钟 祭炳亮 贾晶岩 贾莉 

贾鹏宇 贾千会 贾媛媛 贾振秋 姜大斌 姜冬冰 

姜国涛 姜海峰 姜宏佺 姜靖茹 姜君英 姜渴鑫 

姜立胜 姜丽(4) 姜丽(7) 姜丽娜 姜丽雪 姜录录 

姜明君 姜鹏 姜姗姗 姜文静 姜晓燕 姜许冬 

姜学伟 姜玉娇 姜缘 姜云飞 蒋传路 蒋琳琳 

焦桂微 焦佳 焦健 焦军东 焦雨 解来静 

解梦莹 金环宇 金辉 金丽 金鹭 金蕊 

金微微 金鑫 靳爽 景洪生 鞠凤祥 鞠英男 

阚欣鑫 康乃新 康鹏 康旭聪 孔晨爽 孔凡武 

孔佳宁 孔什 孔卫兰 孔祥凝 寇淑艳 寇增良 

兰春浓 兰凤竹 兰雪微 兰英华 冷菲菲 李爱迪 

李柏刚 李宝新 李兵 李波 李传斌 李聪 

李丹(1) 李丹(5) 李德彬 李东华 李冬超 李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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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宏 李海超 李海涛 李虹 李洪涛 李洪洋 

李会敏 李惠子 李慧娜 李霁妍 李加薪 李佳慧 

李佳宇 李家宁 李键 李金顺 李金洋 李京 

李晶(4) 李晶(4) 李靖 李静茹 李珂巍 李立群 

李丽丽 李丽娜 李莉莉 李林娜 李琳 李璐 

李璐瑶 李曼 李茂华 李梦曦 李明建 李娜(3) 

李娜(4) 李娜(7) 李娜(8) 李楠楠 李佩玺 李鹏 

李鹏 李谦 李乔 李权 李荣华 李瑞 

李绍华 李世敏 李树民 李爽 李顺玉 李天骄 

李天开 李婷婷 李万媛 李伟晶 李文蛟 李文松 

李文秀 李霞 李晓光 李晓晔 李晓宇 李孝林 

李啸峰 李欣 李新园 李鑫(4) 李鑫(4) 李鑫字 

李秀杰 李秀娟 李秀丽 李雪 李亚希 李妍 

李妍妍 李岩 李艳艳 李阳 李阳阳 李洋洋 

李瑶 李轶 李颖 李悠然 李玉玲 李元十 

李原超 李玥 李蕴红 李长娟 李昭 李兆国 

李子全 廉欣 梁栢峰 梁宏巍 梁丽娜 梁明 

梁晓东 梁志波 林美娇 林茜 林秀俊 林洋 

林宇 林玉华 刘安娜 刘百玲 刘斌 刘冰(1) 

刘冰(1) 刘彩雯 刘崇涛 刘殿新 刘丁毓 刘东芳 

刘东梅 刘冬冬 刘发 刘芳 刘沣仪 刘凤 

刘广新 刘广忠 刘桂娟 刘国良 刘海洋 刘海英 

刘鹤 刘红佳 刘洪丽 刘洪妍 刘洪阳 刘鸿飞 

刘慧敏 刘佳宁 刘家伟 刘家汛 刘建 刘建伟 

刘杰 刘洁琼 刘金金 刘金芝 刘静 刘静文 

刘蕾 刘立军 刘丽(2) 刘丽(3) 刘丽丹 刘丽丽(2) 

刘丽丽(4) 刘玲玲 刘龙 刘璐 刘璐 刘璐莹 

刘露 刘梦媛 刘敏 刘娜 刘妮娜 刘宁 

刘佩芳 刘鹏(1) 刘鹏(3) 刘琪 刘倩(4) 刘倩(5) 

刘清岩 刘庆华 刘珊珊 刘淑杰 刘爽 刘涛 

刘婷婷 刘万福 刘巍 刘伟芳 刘伟刚 刘伟奇 

刘玮 刘文 刘文术 刘欣磊 刘秀 刘旭 

刘旭之 刘雪婷 刘雅东 刘亚男 刘岩 刘彦 

刘杨 刘洋(4) 刘洋(4) 刘洋(5) 刘洋(5) 刘洋(7) 

刘洋洋 刘一鸣 刘伊彦 刘屹曦 刘英 刘莹 

刘影(5) 刘影(7) 刘瑜 刘雨松 刘云峰 刘长宇 

刘子仪 刘子钰 柳成蛟 柳丽丽 柳一艳 娄程程 

卢丹 卢俊菲 卢玲 卢统庆 卢艳 芦丹 

芦荟颖 芦婷婷 芦威 芦振华 鲁伟 罗群 

罗彦翠 骆立冬 吕岱宝 吕宏伟 吕佳瑞 吕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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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首旭 麻志明 马秉博 马朝明 马翀奕 马菲 

马辉 马嘉璐 马金波 马晶 马兰 马立通 

马丽丽 马丽岩 马娜娜 马宁宇 马荣娟 马胜男 

马书玲 马天星 马翔宇 马业平 马一荻 马英杰 

马永红 马玉瑶 毛成双 毛婕 毛林秋 梅淑慧 

孟丹丹 孟凡莹 孟繁琳 孟繁英 孟君 孟令淼 

孟庆利 孟庆爽 孟庆威 孟庆燕 孟庆洋 孟思含 

孟祥林 孟祥宇 孟鑫 孟泽 苗美伊 苗艳秋 

苗永秋 牟丹丹 牟海军 母长安 慕荣琪 穆丹 

南桂荣 倪春雪 倪晓丹 倪薪 聂雪丹 宁云琦 

牛玉兰 潘麒羽 潘姝含 潘易飞 潘长坤 潘志超 

庞荣 庞志娟 裴建强 裴丽春 裴涛 裴艳波 

彭晗 彭昊 彭寿霞 彭艳红 彭勇 蒲林林 

朴瑞卿 戚鑫 漆毅 齐聪 齐红伟 齐鹏飞 

齐然 齐姗姗 齐岩炎 齐玉 齐忠龙 齐梓邑 

祁朝玉 祁勇 钱聪 强丽霞 乔珺 乔适 

秦丛 秦贺 邱焕旳 邱景楠 邱武智 邱艳娜 

邱志丽 裘丹丹 曲宝珠 曲丽丽 曲梦竹 曲明月 

曲淑杰 曲爽 曲延章 曲叶为 曲永军 全红佳 

任大伟 任广辉 任金丽 任乐 任丽丽 任鹏超 

任爽 任志达 桑玉兰 沙伟彤 商伟玲 尚国印 

尚琦 尚雅珍 邵德荣 邵丽娜(3) 邵丽娜(3) 邵鹭维 

申傲 申思 沈楠 沈蕊 沈书 沈伟琛 

盛辛 石晶 石蕊 石瑞龙 石学凯 时军 

史东洋 史鹏 史雪丽 司玲玲 宋波 宋成刚 

宋宏达 宋宏伟 宋惠颖 宋吉涛 宋婧媛 宋立君 

宋玲丽 宋宁宁 宋书恒 宋淑霞 宋涛 宋铁友 

宋晓波 宋欣欣 宋兴华 宋雪 宋亚娟 宋艳南 

宋宇 宋悦 宋志强 宋志星 宋子恒 苏冬菊 

苏丽娜 苏晓鸣 苏子涵 隋佳宝 隋满姝 隋爽 

隋欣 隋振宇 孙碧男 孙丹凤 孙丹杰 孙东梅 

孙凤(5) 孙凤(6) 孙凤伟 孙冠群 孙海鑫 孙慧 

孙家妍 孙健 孙杰 孙敬 孙凯 孙雷 

孙磊 孙丽娟 孙琳琳 孙梦乔 孙沛 孙琪 

孙麒涵 孙蕊 孙松磊 孙婉意 孙维 孙伟举 

孙卫洁 孙显英 孙晓蕾 孙晓男 孙雪君 孙岩 

孙岩 孙宇 孙悦 孙湛凯 谭安琪 谭立民 

谭雯雯 谭雪 唐博弢 唐静 唐静萍 唐久涵 

唐丽 唐守瑞 唐晓微 唐颖 陶美聿 陶冶 

滕海艳 田浩 田慧 田甜 田雪 田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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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振楠 佟洋洋 万春英 万媛 汪洪艳 汪静仪 

汪洋(2) 汪洋(4) 王 一 王爱丽 王白兵 王冰心 

王博(3) 王博(8) 王超 王晨羽 王翀 王春梅 

王聪 王翠翠 王大鹏 王大卫 王丹 王迪 

王东博 王东国 王东晓 王冬冬 王冬梅 王峰 

王富成 王广瑜 王海娜 王海荣 王浩然 王贺田 

王宏伟 王宏霞 王宏兴 王虹 王洪亮 王洪宇 

王怀泉 王环宇 王辉 王惠惠 王慧(4) 王慧(7) 

王慧(7) 王慧敏 王际鹏 王家宁 王家腾 王剑峰 

王健 王洁 王金龙 王金微 王金赢 王金玉 

王晶 王景崑 王静(3) 王静(4) 王静(7) 王君玮 

王琨 王兰生 王澜 王乐乐 王磊 王立荣 

王丽 王丽杰 王丽娜(3) 王丽娜(4) 王丽娜(7) 王亮 

王琳(2) 王琳(3) 王琳(5) 王霖 王玲玲 王玲玉 

王璐(1) 王璐(1) 王璐(4) 王曼 王美艳 王淼 

王敏洁 王敏楠 王名琦 王明明 王启峰 王倩 

王倩倩 王琴 王秋军 王秋月 王然(1) 王然(8) 

王茹 王瑞雪 王莎莎 王士纲 王世波 王树民 

王爽(3) 王爽(3) 王爽(8) 王田甜 王甜甜 王铁源 

王宛茹 王威 王巍 王巍巍 王维佼 王伟 

王文斌 王文轩 王郗 王喜春 王晓斐 王晓丽 

王晓彤 王心博 王昕光 王欣燕 王新 王新航 

王新玲 王新婷 王秀敏 王秀微 王雪(2) 王雪(4) 

王雪(4) 王雪(6) 王雪（8） 王雪峰 王雪薇 王勋 

王雅静 王岩(4) 王岩(8) 王彦明 王艳 王洋 

王瑶 王野 王野虓 王义新 王英娣 王莹 

王影 王永余 王泳琦 王勇 王勇之 王有学 

王宇 王宇婷 王玉芹 王玉婷 王昱 王毓蕾 

王缘 王月 王玥 王悦(2) 王悦(8) 王昀 

王泽健 王增巧 王占 王喆(4) 王喆(8) 王真奎 

王政伟 王智伟 王中华 王子慧 王梓睿 韦南 

韦鹏 魏凤兰 魏广君 魏国 魏鹤群 魏金波 

魏丽 魏琦 魏文举 温明 翁玲 乌迪 

邬存秀 吴丹 吴帝 吴凤先 吴昊岚 吴浩 

吴丽杰 吴丽娜 吴明强 吴宁宁 吴琼 吴荣祥 

吴桐 吴宪 吴晓芳 吴晓亭 吴晓蔚 吴濯蓥 

武菲菲 武洪梅 武立刚 武猛 武新爽 西阳 

夏丽娜 夏明玥 夏淑莉 夏文娟 夏艳春 夏艳辉 

夏影涛 夏悦 项宏恩 项秋月 项征 肖柏春 

肖成军 肖迪 肖金玲 肖蓉儿 肖维艳 肖玮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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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洋 肖永双 谢明亮 谢荣盛 谢术娟 谢云龙 

辛宝华 辛玲玲 邢磊 邢其伟 邢文欣 邢衍锋 

邢玉楠 宿晓桐 宿鑫 胥晶菁 胥清华 徐畅 

徐超 徐凤 徐刚 徐宏伟 徐吉雪 徐佳慧 

徐建博 徐劼 徐金艾 徐晶 徐丽微 徐丽宇 

徐良 徐梦露 徐鹏 徐姗姗 徐守红 徐爽(5) 

徐爽(8) 徐硕 徐天娇 徐晓冬 徐晓婷 徐晓霞 

徐馨桐 徐洋(6) 徐洋(6) 徐月华 徐志强 许博薇 

许娣 许恩泽 许红伟 许杰 许婕 许名妍 

许平 许珊珊 许舒婷 许爽 许迎迎 许云 

轩卓丹 玄春艳 玄丽婷 薛乃正浩 闫冰雪 闫洪坤 

闫世佳 闫思 闫文慈 闫杨杨 严岁 颜红霞 

燕扬 杨宝东 杨春瑶 杨迪(5) 杨迪(8) 杨光 

杨广超 杨皓程 杨红艳 杨鸿波 杨欢 杨晶 

杨靖奎 杨静 杨君微 杨磊 杨立新 杨丽凤 

杨丽微 杨林 杨璐璐 杨美铭 杨梦露 杨宁 

杨琪 杨瑞雪 杨爽 杨硕 杨拓耘 杨万顺 

杨伟奇 杨文 杨文珅 杨晓巍 杨旭鸿 杨扬 

杨阳 杨洋 杨翼 杨永山 杨勇 杨原荻 

杨智 姚天虹 姚伟哲 姚雨蒙 姚源 叶倩云 

伊慧 殷积彬 殷乐 尹航 尹鸿 尹可心 

尹明潇 尹涛 尹文 于丹 于海棠 于海涛 

于海英 于洪彬 于洪双 于洪香 于健灏 于磊 

于美娜 于敏娜 于穆涵 于芮镔 于世寰 于爽 

于爽 于万义 于夕雯 于晓慧 于晓玲 于晓庆 

于晓芸 于燕婷 于洋 于洋 于志鸿 袁春梅 

袁梅 袁雪 苑蕾 苑世玮 岳波 岳辉 

岳天华 臧洪鹏 翟广健 翟界坤 翟卫东 战辉 

张本平 张斌 张冰 张冰 张丙才 张波 

张博 张晨 张春火 张春林 张春莹 张东海 

张东会 张东利 张帆 张海丽 张海涛 张海薇 

张晗 张浩 张红红 张洪岩 张鸿翔 张鸿雁 

张怀森 张怀艳 张怀勇 张寰宇 张慧 张佳慧 

张佳星 张嘉航 张嘉欣 张建茹 张金君 张晶 

张井悦 张静(6) 张静(8) 张俊 张可娇 张克玲 

张雷(4) 张雷(4) 张磊(3) 张磊(4) 张磊(7) 张蕾 

张黎黎 张立敏 张立秋 张丽 张丽娜(4) 张丽娜(6) 

张利娟 张莉(4) 张莉(6) 张莲美 张莲棠 张亮 

张琳(7) 张琳(8) 张玲 张鹭鹭 张美聪 张敏(1) 

张敏(3) 张敏(4) 张明慧 张明亮 张明智 张鹏程 



201 

 

张琪 张琦 张群 张瑞金 张睿桐 张若溪 

张书侨 张淑娟 张思 张思琪 张天洋 张铁军 

张婷婷 张婷雅 张威(1) 张威(3) 张微 张微微 

张伟(4) 张伟(7) 张文靖 张文文 张希满 张霞 

张晓飞 张晓刚 张晓辉 张晓娜 张晓婷 张晓香 

张晓宇(3) 张晓宇(4) 张晓宇（8） 张晓园 张效宇 张心明 

张馨 张馨瑜 张鑫 张秀玲 张雪(2) 张雪(4) 

张雪(4) 张雪娇 张雅巍 张岩松 张艳德 张艳柳 

张艳明 张扬 张烨 张尹薰 张有娣 张宇 

张宇佳 张玉瑾 张玉珍 张玥 张跃 张越 

张云鹰 张允熙 张兆金 张志伟 张智勇 张忠鹏 

张子英 赵兵 赵昶 赵丹 赵东辉 赵赫 

赵花 赵惠娟 赵继巍 赵晶 赵婧 赵君丽 

赵凯月 赵垒 赵磊 赵丽娜 赵亮 赵林 

赵凌斐 赵璐闻 赵娜 赵鹏 赵萍 赵琦 

赵蕊 赵帅 赵帅霖 赵爽 赵腾 赵微微 

赵薇 赵伟 赵晓琳 赵晓雪 赵欣鑫 赵许成 

赵阳 赵英莉 赵莹 赵莹 赵宇 赵玉石 

赵媛媛 赵媛媛 赵玥 赵越 赵长久 赵志刚 

赵仲梅 赵子贤 郑广玲 郑洪雷 郑洪生 郑俊波 

郑立敏 郑敏 郑培君 郑舒 郑秀萍 郑雪玉 

郑岩 郑艳鑫 郑杨 郑喆 钟福刚 钟红 

钟良波 钟琳 仲崇华 周爱君 周爱淇 周畅 

周传金 周春鹤 周丹 周静 周俊芳 周坤 

周兰昕 周立华 周丽丽 周亮 周琳琳 周美君 

周萌 周生艳 周思衡 周晓玉 周妍 周媛媛 

周云侠 周志明 朱程诚 朱宏武 朱寰 朱莉 

朱琳 朱莎 朱星羽 宗越 邹明英 邹姗姗 

邹舜夷 邹阳阳 左露然    

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报道组：《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公布》，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s://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附录（15）：湖南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498人） 

 

艾海南 艾藜莎 柏圳雄 包焰华 宾慧芳 卜平元 

卜晴 蔡涵 蔡宏坤 蔡杰 蔡良其 蔡亮 

蔡琳娜 蔡亚宏 蔡羽中 蔡云春 蔡泽民 蔡喆燚 

曹惠玮 曹慧 曹慧玲 曹建设 曹岚 曹丽君 

https://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4.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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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萍 曹玲 曹青毓 曹文辉 曹宇航 曹宇辉 

曹哲鸣 柴国庆 陈安安 陈彪 陈程 陈聪 

陈翠红 陈方芳 陈峰 陈果 陈寒 陈浩 

陈浩琦 陈红梅 陈华英 陈璜 陈晖可 陈坚志 

陈建明 陈建勇 陈洁 陈洁 陈金兰 陈瑾 

陈劲舟 陈靖靓 陈科 陈腊梅 陈磊 陈李英 

陈立秋 陈丽 陈丽艳 陈莉 陈琳琳 陈璐 

陈梦蝶 陈明 陈娜 陈芊妤 陈巧红 陈青林 

陈琼 陈琼妮 陈群 陈淑华 陈烁 陈思 

陈思 陈琬钰 陈伟 陈文峰 陈小英 陈旭 

陈旭东 陈雅兰 陈艳萍 陈阳 陈愔音 陈毓 

陈媛佳 陈哲 陈哲 陈振浩 陈志衡 陈志平 

陈志英 陈智敏 谌莺莺 成龙 成湘红 成小芬 

成智 程家玉 程明 程荣 程思杰 程思哲 

程薇 池杨 仇铁英 褚冬燕 崔成群 崔强 

崔蓉 崔尧红 代芳元 戴飞跃 戴欢 戴晶 

戴苗 戴敏 戴娜 戴思智 戴新贵 戴怡勰 

戴宇 党芝蓉 邓超 邓冠 邓桂元 邓国栋 

邓海霞 邓胡梦婷 邓慧妮 邓建斌 邓俊鸿 邓丽斯 

邓亮飞 邓玲金 邓铃涓 邓露 邓梦婷 邓祁祁 

邓莎 邓世梅 邓水云 邓思瑞 邓永 邓勇军 

丁爱莲 丁广湘 丁娟 丁丽 丁莉娜 丁小芳 

丁源 丁志祥 董海云 董青艺 杜苗 段娟 

段凝 段世焕 段武生 段晓芳 段阳 段应龙 

段佐浪 樊柯麟 范爱德 范德军 范梦萍 范荣 

范晓 方春燕 方进 方磊 方听 方艳萍 

方政华 粪丽娟 封敏 冯国强 冯群英 冯雁 

冯源 冯展 符卉红 符敏 付峰波 付敏 

付秦辉 付妍 付艳萍 付洋 傅芳荣 傅汩 

傅红萍 傅真 甘桂香 甘廷俊 高惠 高纪平 

高琳 高敏 高劝 高雪屏 高艳 高艳辉 

高誉方 龚芳 龚媚 龚素波 龚莛子 龚小戎 

谷家仪 谷婷婷 呙琳萍 郭刚文 郭红波 郭佳 

郭科 郭美蓉 郭名根 郭铭 郭宁 郭鹏 

郭蓉 郭松文 郭涛 郭希 郭祥 郭艳 

海贝 海磊 海娜 韩朝飞 韩秋艳 韩睿 

韩赛 韩同 韩韵 郝琳 何蒂 何海玉 

何佳薇 何嘉澍 何金华 何静 何莉 何烈人 

何林珊 何玲 何朋英 何奇 何青 何清 

何珊 何微 何学帆 何一伟 何颖 何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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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 贺冬平 贺兼斌 贺金玲 贺菊红 贺军 

贺丽 贺良锋 贺梦云 贺娜 贺宁馨 贺翔 

贺怡 贺子安 洪余德 侯飞艳 侯念南 侯鹏 

侯亦平 胡濒尹 胡灿 胡丹 胡洪源 胡华 

胡蛟 胡晶 胡珂 胡浪 胡蕾 胡莉 

胡铃 胡迈玉 胡美华 胡鹏 胡丕显 胡青 

胡庆兵 胡睿 胡邵仑 胡婷婕 胡文 胡文斌 

胡霞 胡晓娜 胡馨 胡学兵 胡亚敏 胡艳 

胡雨琪 胡哲 胡志婷 华光 华景莹 黄彬倩 

黄斌 黄芳 黄费洋 黄谷香 黄桂平 黄果 

黄华勇 黄辉 黄慧 黄洁 黄娟 黄蕾 

黄丽 黄丽丽 黄利辉 黄炼 黄梦甜 黄沐琳 

黄琦珊 黄瑞 黄思斯 黄涛 黄伟 黄湘 

黄小波 黄小军 黄晓庆 黄雪 黄雅雯 黄艳 

黄艳清 黄燕 黄垚燏 黄瑜清 黄雨婧 黄长翼 

黄哲 黄知果 黄忠华 黄宗 吉琴 贾哲勇 

简珊 翦淑芬 翦奕兵 江大洋 江冬连 江叶 

江玉莹 姜彩萍 姜飞军 姜江 姜鹏 姜山 

姜维 姜晓凤 姜志胜 蒋传好 蒋德娥 蒋芳曦 

蒋含钰 蒋浩 蒋欢 蒋洁琼 蒋丽 蒋俪 

蒋莉 蒋淑云 蒋苏婷 蒋铁斌 蒋铁建 蒋文娟 

蒋霞 蒋小军 蒋雨行 蒋玉莲 蒋元卿 蒋云 

蒋泽文 蒋政 蒋智钦 蒋中标 焦海禄 金朝晖 

金欢欢 金霞 金先秀 金晓燕 景虹 康佳威 

康璐 康清铕 孔军梅 匡世勇 匡小波 邝代斌 

赖晓珊 雷建华 雷静 雷军 雷艳敏 雷正文 

黎丁丹 黎祺 黎荣虎 黎娅 李安莹 李波 

李超 李成媛 李川 李春耕 李妲 李丹凤 

李冬梅 李栋炜 李朵华 李芳 李芳 李芳 

李芳 李芳 李飞亚 李非 李非霏 李峰 

李凤姣 李海 李晗 李好 李红刚 李辉 

李惠玲 李慧红 李继斌 李佳 李佳慧 李佳宁 

李嘉彬 李嘉茜 李建华 李建民 李健 李江 

李娇婷 李解生 李金花 李菁 李娟 李军 

李康 李康花 李丽 李丽 李良 李良瑜 

李林娜 李凌 李绿林 李满江 李曼婷 李孟帆 

李敏 李明霞 李妮 李妮林 李牛秀 李平 

李萍 李萍 李奇 李琦 李倩 李清凤 

李秋月 李秋月 李茸 李锐 李沙陵 李珊 

李守根 李书杨 李淑鸣 李思思 李思思 李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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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林 李肽芝 李婉贞 李伟 李炜成 李卫晖 

李武 李霞 李湘湘 李小雨 李晓 李新中 

李鑫 李亚红 李亚娟 李艳 李艳 李艳春 

李燕飞 李一叶 李益涛 李英 李勇 李宇峰 

李媛 李苑银 李云峰 李泽颖 李展 李志龙 

梁海英 梁好 梁恒星 梁敉宁 梁善义 梁彦超 

梁志敏 廖红兰 廖惠萍 廖佳颖 廖建芬 廖立梅 

廖瑞云 廖先华 林凌 林敏 林泉成 凌芳 

刘安娜 刘畅 刘春艳 刘春园 刘纯 刘葱 

刘大民 刘丹 刘丹 刘东海 刘凡 刘峰 

刘刚 刘浩 刘红莲 刘红平 刘红艳 刘洪平 

刘欢 刘欢 刘佳芳 刘佳仪 刘佳仪 刘珈琪 

刘家敏 刘建成 刘进 刘晶晶 刘晶晶 刘军 

刘俊 刘俊 刘俊永 刘磊 刘磊 刘亮 

刘琳琳 刘玲 刘梅 刘美 刘美玲 刘梦兰 

刘宁 刘盼 刘培 刘佩 刘鹏 刘频 

刘倩 刘倩 刘琴 刘琴 刘榕梓 刘润昌 

刘升平 刘双 刘水芳 刘思敏 刘素珍 刘笋 

刘涛伟 刘婷 刘霆 刘微婷 刘文峰 刘午 

刘兮 刘先领 刘小敏 刘晓鹏 刘晓琴 刘晓容 

刘欣欣 刘歆 刘鑫 刘秀清 刘胥 刘雅骞 

刘亚 刘亚琪 刘亚娴 刘艳 刘洋 刘洋腾宇 

刘毅 刘英 刘勇 刘勇光 刘玉姗 刘玉桃 

刘玉珍 刘煜钰 刘元芳 刘园 刘云 刘沼清 

刘召 刘振中 刘志勇 刘宗道 刘作良 柳鑫城 

柳竹佳 龙彩霞 龙冬桃 龙飞艳 龙果 龙敏 

龙佩梅 龙琪 龙秋菊 龙烁 龙小娴 龙艳玲 

龙宜顺 龙勇 卢碧霞 卢晨佳 卢辉 卢靖 

卢娟 卢礼齐 卢平 卢蓉 卢新兵 卢志星 

芦琳 鲁努 鲁琴 陆桂香 路彩霞 罗程 

罗丹 罗朵 罗芬 罗芬 罗逢春 罗海源 

罗辉 罗卉 罗垲炜 罗良初 罗明 罗佩佩 

罗嫔 罗平 罗棋文 罗巧 罗巧俐 罗青 

罗庆凯 罗细萍 罗香玲 罗兴伟 罗雅倩 罗亚 

罗燕华 罗阳阳 罗宜军 罗翌 罗银鸽 罗珍 

罗征 罗志红 罗志华 罗志香 骆绍琴 吕波 

吕恺林 吕梁 吕庆 吕滢 马丽君 马咪 

马新华 毛丹 毛小娟 毛以林 梅海秀 梅慧 

蒙振波 孟飞 米允仕 明鑫燕 缪江华 缪姿情 

莫佳美 莫军峰 聂八玉 聂斌 聂飞燕 聂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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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婷瑶 聂响斌 聂学佳 宁港 牛丽萍 牛艳霞 

欧飞宇 欧琳 欧蓉 欧文波 欧小红 欧阳波 

欧阳杰 欧阳娓 欧阳文南 欧阳奕 潘洁 潘丽 

潘频华 潘思文 潘永珍 庞浪 裴兴华 彭安 

彭彩霞 彭曾津 彭丹 彭放 彭锋 彭惠婷 

彭建强 彭杰 彭捷 彭锦玲 彭俊 彭礼明 

彭丽 彭丽华 彭丽萍 彭平 彭巧 彭蓉 

彭珊珊 彭涛 彭涛 彭伟莲 彭文华 彭稳中 

彭小贝 彭小芳 彭晓 彭馨童 彭瑶 彭颖 

彭雨珊 彭誉 彭云坤 彭张哲 彭正良 皮龙凤 

皮勇 蒲淑芳 蒲唯丹 蒲学明 祁双林 畦浩文 

钱淑琴 钱招昕 秦建军 秦岭 秦山嵩建 邱春 

邱蕾 邱爽 邱亿 邱勇民 邱瑜 邱园 

屈桂月 屈明俐 瞿佳 全承炫 全慧君 全慧敏 

全萍 任丹 任翔 任玉钢 上官丹罡 佘克勤 

佘龙江 申剑 申少辉 申秀云 申艳涛 申逸 

申种美 沈波涌 沈道谦 沈美华 沈志莹 盛欢欢 

盛润杉 盛望 盛夏 师银莎 施莉娜 施弦 

石光绪 石红印 石晶 石琳 石琪 舒娟 

舒卓 宋林 宋奇 宋炜 宋小花 宋晓蕲 

宋延民 苏红辉 苏华 苏乐 苏宁宇 苏斯 

苏涛 苏婉 孙岸中 孙迟霞 孙慧 孙娟 

孙娟 孙淑娟 孙爽 孙婷 孙杨 孙永超 

孙玉枝 索冉冉 台适 覃芳华 覃桂香 覃莉枝 

覃曼丽 覃晟卉 覃婷 谭炳山 谭洪毅 谭卷 

谭凯 谭立文 谭敏杰 谭晓茜 谭艳 谭烨 

谭英征 谭媛 谭再华 谭重庆 汤聪 汤芬 

汤惠高 汤丽莎 汤联 汤晓源 唐成 唐杜薇 

唐芬芬 唐光耀 唐海波 唐慧宇 唐佳宇 唐建军 

唐剑瑛 唐娟娟 唐立业 唐丽群 唐亮 唐林欣 

唐玲艳 唐明杰 唐佩茜 唐秋林 唐松华 唐涛 

唐微 唐肖春 唐亚斌 唐岩峰 唐仪珂 唐忠礼 

陶玉琼 滕德智 田芳芳 田晶 田玖萍 田魁 

田密 田苗 田明超 田鹏伟 田倩 田莎 

田湘君 田小凤 田亚文 田沂 涂丽 万李 

万齐全 汪健健 汪洋 汪洋 汪勇 汪玉林 

王德强 王芳 王菲菲 王桂珍 王国阳 王国宇 

王海英 王华锋 王辉武 王嘉铭 王娇 王晶 

王净 王菊花 王菊林 王娟 王军 王立忠 

王丽霞 王柳 王露丹 王露平 王曼 王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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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竹 王青 王青霞 王瑞见 王睿 王莎 

王莎 王莘智 王淑锋 王天立 王天文 王薇 

王维 王文丽 王潇 王小华 王小亮 王小平 

王晓妍 王鑫 王勋 王妍 王琰 王叶 

王叶玲 王晔晖 王易 王印 王颖 王育林 

王煜 王哲 王珍 王知非 王志凌 王志平 

卫东明 魏执中 魏灼美 文川 文令军 文思维 

邬蕾 吴安华 吴丹霞 吴国雄 吴海燕 吴洁 

吴静芳 吴巨仁 吴立伟 吴美玲 吴娜 吴佩 

吴佩芬 吴勤勇 吴思容 吴威 吴小慧 吴兴媛 

吴秀颖 吴伊雨 吴宇 吴玉琴 吴志红 伍凌萧 

伍沐岚 伍香 武华杰 习蓉 郃红妍 夏婧 

夏沛瑶 夏琼 夏滔 夏微微 夏智丹 向飞 

向福友 向海山 向红群 向宏军 向佳佳 向金艳 

向开旺 向丽 向林军 向鲁南 向梅花 向美媛 

向荣 向婷 向薇 向亚运 向艳琳 向艺 

向毅 向玉清 向玉清 向珍香 向芷威 项勤东 

肖彩霞 肖静 肖奎 肖兰 肖岚 肖乐 

肖蕾 肖玲英 肖敏 肖明珠 肖素平 肖婷婷 

肖伟 肖伟 肖霞 肖湘成 肖小玉 肖雪飞 

肖艳超 肖扬帆 肖一佳 肖咏蓓 肖昭君 肖舟 

谢畅 谢伏娟 谢建丰 谢建梅 谢静 谢丽芬 

谢丽雅 谢琪琳 谢琼 谢秀秀 谢璇 谢亚平 

谢燕飞 谢颖 谢宇雯 谢月圆 谢云风 谢志惠 

谢志娟 辛梦雪 邢祖忠 熊纯燕 熊辉 熊佳丽 

熊浪鏖 熊曼 熊明华 熊南轩 熊仁明 熊湉 

熊文 熊兴 熊艳花 熊焱臻 熊杨 熊英 

徐灿 徐芳 徐芙蓉 徐佳佳 徐军美 徐敏 

徐双 徐婷 徐文彬 徐武 徐寅 徐哲文 

许兵 许凤娇 许海清 许兰 许萍 许庆 

许婷 许霞美 许娅鹂 许依 许玉婷 续秀秀 

薛红 寻娟 严彬 严波 严莉 严素芬 

颜寒斌 颜湘琳 颜映 颜泽梅 晏迎珍 阳媚 

阳琦珂 阳文 杨兵厂 杨春奇 杨芬 杨宏发 

杨佳 杨江 杨婕 杨进权 杨晶 杨晶 

杨静 杨炯 杨丽珍 杨霖 杨名 杨琴 

杨沁婧 杨晴 杨荣 杨顺 杨思瑶 杨涛 

杨薇 杨文娟 杨霞 杨小曼 杨小敏 杨晓禹 

杨艳 杨艳 杨艳 杨扬 杨异仙 杨永强 

杨宇林 姚承明 姚浩 姚华 姚辉 姚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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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绍富 姚婷 姚专 叶琼子 叶舒婷 叶星明 

易斌 易代骄 易琴 易莎 易兴科 易亚辉 

易杨梦妮 易钊泉 殷俊 殷明媛 银春梅 尹恒 

尹晖 尹慧竹 尹蕾佳 尹罗娟 尹瑞英 尹欣林 

尹艳 尹泽黎 尤献芳 于碧莲 于四景 余静 

余昆 余苹 余婉懿 余晓 俞华 禹细阳 

郁灵芝 喻东材 喻郭兰 喻惠 喻惠兰 喻俊 

喻玲 喻赛红 喻谆均 袁丹 袁芳 袁海芳 

袁涵辉 袁建军 袁静 袁平 袁雪芳 曾爱春 

曾爱群 曾楚滢 曾丹 曾芳 曾光 曾光 

曾槐柳 曾慧娴 曾景亭 曾靖芳 曾磊 曾礼 

曾礼华 曾丽佳 曾丽娟 曾玲 曾玲 曾能娟 

曾普华 曾乾 曾巧苗 曾蓉 曾铁兵 曾拓业 

曾文珍 曾宪祥 曾小明 曾晓花 曾杏芳 曾艳 

曾阳阳 曾瑜 曾志衡 翟芝群 詹敏 张婵 

张晨 张春虎 张春艳 张帆 张淦 张赣 

张更姣 张鸿 张怀英 张辉 张慧琳 张洁 

张静 张可萌 张乐蒙 张磊 张磊 张磊屹 

张丽 张丽娜 张利辉 张琳 张媚 张旻 

张乃文 张朋飞 张娉 张奇 张琪 张强 

张球 张如胜 张上 张胜雄 张盛 张世阳 

张淑珍 张斯钰 张四方 张田慧 张庭艳 张婷 

张婷颋 张文 张文辉 张雯 张曦 张霞 

张小波 张小崔 张小红 张小龙 张晓伟 张晓燕 

张新科 张鑫威 张星 张旭 张雅琴 张艳 

张艳生 张燕 张瑶 张也 张译 张瑛 

张颖慧 张永丹 张永红 张勇 张玉萍 张圆 

张洲 张宗荣 章成武 章芳 章灵博 章琼 

赵春光 赵洪 赵静 赵敏 赵双 赵伟 

赵文 赵晓勇 赵兴娥 赵艳 赵振 赵志东 

赵志鸿 郑静静 郑琼 郑宜翔 郑云鹏 钟芳 

钟美云 钟晓平 钟月文 钟竹青 钟卓弦 周波 

周波 周才贵 周婵娟 周丹 周飞洋 周霏 

周华波 周佳 周坚 周建辉 周杰楠 周静 

周蓝 周立涛 周丽 周丽凤 周林 周玲 

周玲 周玲 周盟 周明亮 周娜 周娜 

周琦光 周琴 周权 周群辉 周赛群 周生成 

周双双 周顺香 周顺盈 周湘 周新荣 周鑫 

周星 周莹 周勇 周钰琼 周志强 周秩权 

周智 周中华 朱爱群 朱才高 朱頔 朱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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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浩华 朱华波 朱加亮 朱佳辉 朱家荣 朱嘉伟 

朱静 朱娟玲 朱磊 朱丽凤 朱莉 朱恋 

朱玲娜 朱素翠 朱望君 朱威宏 朱薇霖 朱薇薇 

朱湘 朱晓芳 朱艳 朱莹 朱永朋 朱志文 

朱宙雁 卓琳 宗华丽 邹静 邹涛 邹小风 

邹宇航 邹雨静 邹镇 左琴晶   

资 料 来 源 ：《 湖 南 支 援 湖 北 医 疗 队 批 次 名 单 》， 长 沙 本 地 宝 ， 2020 年 3 月 18 日 ，

http://cs.bendibao.com/news/2020318/58800.shtm，查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附录（16）：吉林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224人） 

 

艾 华 艾贵奇 安东善 安虎杰 敖禹 白舒羽 

白雪 白越 柏文喜 包丽洁 鲍 琪 暴 雨 

毕 萍 毕明明 毕雪娇   毕园园 边钟柳 邴永 

蔡 丹 蔡勇 蔡玉琰 蔡媛媛 曹会平 曹杰 

曹婧 曹群 曹婷婷 曹月萍 曾 雪 曾显茹 

柴巍巍 常宏 常琳 常晓东 常晓丽 常英杰 

常颖 陈 超 陈 鸽 陈 光   陈 宁 陈 雪 

陈 卓 陈邦秋 陈勃 陈福东 陈井柱 陈静涛 

陈琳琳 陈璐 陈梦竹 陈娜 陈帅 陈思兵 

陈雯雯 陈潇竹 陈晓丹 陈星海 陈雪 陈雪凤 

陈雪杰 陈岩 陈彦飞 陈颖 陈永一 陈余 

陈月 成 巍 程 静 程诚 程海娇 程丽 

程连文 程晓丹 程艳华 程玉华 池国男 迟丽艳 

丛 琳 丛龙静 崔常雷 崔丹 崔牧晨 崔晓丽 

崔笑 崔笑莹   崔雪 崔亚娟 崔瑛 崔勇 

崔志远 戴 璐 戴爽 单雪 党淑云 邓海龙 

邓秋霞 丁 岩 丁卉 丁丽 丁璐 丁梅 

丁文雯 丁雅明 董 兵 董 帅 董海宾 董红梅 

董婧 董梦缘 董明慧 董铁成 都珊珊 窦明阳 

杜鹤 杜卿莹   段奥凇 段德翠 段宛辛 段晓玲 

段雅玲 段义民 范宝莹 范雨佳 房旭 封锐 

冯 鑫   冯立雪 冯小洋 冯晓红 冯阳阳 伏鑫 

付 聪 付春郁 付广双 傅 琳 傅正婷 高 晶 

高 宁 高 越 高红丽 高红艳 高岚 高玲 

高鹏 高千鸿 高蓉 高山 高学海 高影 

高原 高媛媛 高源 高祯鹏 高芝晶 葛春秋 

葛明扬 葛星 葛兴秋 葛莹 葛云鹏 耿伟 

宫 晶 宫立程 宫睿阳 宫旭影 龚伟 顾 昱 

http://cs.bendibao.com/news/2020318/58800.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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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丹   关 晶 关宝兴 关宁 关汭昕 关淑红 

关雪纯 管 聪 管 明 管荥鑫 郭 媛 郭建涛 

郭明明 郭淑君 郭小龙 郭影 郭志钢 国 家 

国宇昕 海云骢 韩 莹 韩春宇 韩方雷 韩今华 

韩晋峰 韩静静 韩琳 韩梅 韩宁 韩晓雨 

韩旭 韩莹莹 韩玉艳 韩志峰 郝 杰 郝宴 

何 杰 何 伟 何慧冰 何新颖 何岩 和今城 

赫 巍 侯海龙 侯睿哲 侯婷婷 侯晓东 侯宇 

侯筑林 胡高宇 胡光磊 胡少丹 胡水晶 胡鑫 

胡娱新 华洪柱 华灵娜 桓清秀 黄 宁 黄 涛 

黄 焱 黄佰超 黄丹 黄丹 黄鹤 黄锐 

黄淑兰   黄杏 霍 烽 霍 帅 霍艳 吉兴旺   

纪 红 纪 婧 纪富溪 纪连锋   纪永志 贾蕾 

贾丽梅 贾庆魁 贾艳楠 贾冶 江雪 姜 帆   

姜 欢 姜 鲨 姜 帅 姜 微 姜聪聪 姜大伟 

姜冬岩 姜南 姜琦 姜启发 姜莹莹 姜永川 

蒋敬华 蒋立昀 焦 健 金彩云 金春杰 金光华 

金林梅 金鑫 金银华 金玉 金月香 鞠 虹 

阚 旋 康 凯 康利波 康琳琳 孔繁娟 孔繁荣 

孔庆辉 孔祥敏 孔雪 赖冰洁 兰汝春 雷风远 

雷振春 冷向阳 冷向阳 李 刚 李 涵 李 红 

李 建 李 京 李 娜 李 南 李 强 李 秋 

李 茹 李 雪   李 扬 李 莹 李 悦 李佰萍 

李彬 李彩莲 李超 李春艳 李春颖 李德生 

李迪原 李冬辉 李凡 李芳增 李凤娇 李福玮 

李格慧 李贺楠 李鹤 李红岩 李宏爽 李慧影 

李继军 李剑 李姣言 李金华 李金梁 李金玲 

李津阅 李京 李君瑶 李立娜 李丽 李林啸 

李琳琳 李龙波 李美佳 李美霖 李敏 李敏 

李沐航 李娜 李娜 李南 李宁 李平 

李桥 李瑞华 李珊珊 李胜夫 李盛男 李士杰 

李抒墨 李姝姝 李思佳 李思潼 李思月 李松泽 

李填茹 李婷婷 李婷婷 李婷婷 李婉璐 李韦瑩 

李文勇 李文宇 李小敏   李晓光 李晓慧 李晓娇 

李晓静 李晓静 李晓伟 李星岩 李兴方 李秀凤 

李雪 李雪 李雪莲 李雪婷 李雪微 李延吉 

李艳玲 李艳玲 李洋 李野 李艺璇 李轶梅 

李莹莹 李颖娇 李勇 李雨蔚 李媛媛 李云星 

李哲 李智 连绯 连雯雯 梁 爽 梁 颖 

梁博众 梁春丽 梁茜 梁雪 林风武 林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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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 林秋霞 林艳辉 刘 冰 刘 博   刘 畅 

刘 丹 刘 红 刘 慧 刘 杰 刘 洁 刘 敏 

刘 娜 刘 柠 刘 荣 刘 婷 刘 威 刘 伟 

刘 鑫 刘 洋 刘 印 刘 月 刘柏辉 刘博 

刘畅 刘春娇 刘春晓 刘春园 刘大铮 刘丹 

刘丹丹 刘德新 刘冬 刘冬蕾 刘飞 刘丰玮 

刘广杰 刘国晖 刘洪侠 刘晶 刘俊彤 刘黎黎 

刘丽 刘丽明 刘丽娜 刘利 刘龙 刘美茹 

刘梦侨 刘名鹤 刘明曦 刘宁 刘启迪 刘倩 

刘强 刘世存 刘世林 刘爽 刘思玮 刘天贺 

刘天戟 刘婷婷 刘婷婷 刘婷婷 刘婷婷 刘伟明 

刘夕源 刘相海 刘向阳 刘晓丹 刘晓东 刘晓睿 

刘欣 刘欣敏 刘新梅 刘新颖 刘馨泽 刘雪松 

刘雪彦 刘艳华 刘阳 刘轶男 刘懿漫 刘莹 

刘颖 刘影 刘俞 刘玉娇 刘玉英 卢丽利 

卢应 芦婧 鲁 晶 鲁博爱 鲁丽丽   陆 瑶 

陆芃竹 路 瑶 路宇峰 栾 芳 栾 峦 栾婷婷 

罗超 罗京 骆振艳 吕冰 吕春梅 吕国悦 

吕杭闱 吕玲玉 吕晓鹏 吕雪 马 丽 马 爽 

马春雨 马丹阳 马佳慧 马静 马静宇 马龙飞 

马丕勇 马清华 马天罡 马维辉 马文跃 马喜玲   

马小野 马新利 马学文 马岩 马忠莹 满莉 

毛 维 毛婷 梅花 孟 欣 孟凡竹 孟繁坤 

孟广平 孟令俊 孟庆余 孟晓丽 明 鑫 牟舒月 

牟宗良 牟宗毅 穆炜 穆晓佳 南光华 聂海英 

聂亚南 宁 微 牛红胜 牛梦媛 牛延军 牛玉雪 

潘 岳 潘海燕 潘金龙 潘英伟 潘莹 庞鸿垠 

庞伟娜 逄利 彭 澎 彭爱爱 彭诗媛 彭筱宁 

皮艳 皮壮 朴 仙 朴昌永 朴粉淑 朴明梅 

亓玉伟 齐嘉俊 齐鹏 齐鹏 齐文龙 齐艳玲 

祁红娇 其其格 乔艳东 乔云峰 郄 莹 秦赫泽 

秦晶 秦楠 秦爽 秦彦国 秦泽雨 秦治刚 

邱洪亮 裘英楠 屈冲 曲娇 曲丽莹 曲兴龙 

曲艳辉 曲艳双 曲云龙 全春兰 全毅 任 锦 

任静 任力鹏 任美思 任平 任彦 任艳聪 

任媛 任忠良 商国丹 尚宇航 邵广洲 沈成杰 

沈希 生璐璐 盛 男 盛岩 施欢 施琦 

施宇 石 颖 石佳 石晶波 石路 石矛 

石悦 史册 史大治 史惠萍 史绍丽 史永锋 

束淑梅 司道远 宋 龄 宋 岩 宋 杨 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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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丙辉 宋丹丹 宋德彪 宋建华 宋金莹 宋宽跃 

宋林蔚 宋思萌 宋宛彧 宋薇 宋晓南 宋艳玲 

苏海秘 苏杭 苏林 苏擎 苏莹莹 苏玉静 

苏玉雪 苏振中 孙 超 孙 佳 孙 晶 孙 鑫 

孙博 孙丹丹 孙桂莉 孙恒宇   孙宏志 孙欢 

孙惠敏 孙家文 孙锦花 孙立红 孙丽娜 孙丽平 

孙丽萍 孙亮 孙孟尧 孙敏 孙佩玉 孙瑞 

孙文闻 孙向阳 孙晓杉 孙晓岩 孙秀敏 孙雪迪 

孙艳茹 孙洋 孙月 孙云鹏 邰佳起 邰丽烨 

谭慧群 谭茜倩 谭天宝 汤赫男 汤华丽 汤雪婷 

唐颖 陶彬 田 地 田 地 田 琳 田静 

田静飞 田琳琳 田玲玲 田润辉 田振玮 田尊 

佟爽 万春丽 万宇 万昀抒 汪东 王 冰 

王 波 王 超 王 超 王 广 王 虹 王 慧 

王 健 王 晶   王 珂 王 丽 王 柳 王 猛 

王 萍 王 奇 王 琪 王 蕊 王 帅 王 帅 

王 双 王 爽 王 檀 王 涛 王 伟 王 晓 

王 雪 王 岩 王 岩 王 岩 王 颜 王 艳 

王 瑶 王 跃   王 震 王安琪 王傲然 王宝 

王宝燕 王斌 王斌 王博 王博楠 王春蕾 

王大为 王丹 王丹 王丹丹 王得文 王东方 

王东生 王东轩 王福梅 王光 王海艳 王海宇 

王航 王红丹 王洪斌 王洪伟 王华萍 王继发 

王绩群 王佳 王佳佳   王佳莹 王佳玉 王家茹 

王嘉琪 王金娇 王金秋 王金尧 王晶 王景宇 

王静 王九华 王力娟 王立君 王丽辉 王丽杰   

王丽娜 王连成   王林翠 王龙 王鹭 王露露   

王美慧 王美子 王苗苗 王明慧 王娜 王娜 

王乃玉 王南南 王楠 王楠楠 王鹏举 王秋 

王锐 王杉杉 王少玉 王树东 王树岐 王帅 

王双 王爽 王婷婷 王微微 王巍 王伟 

王伟 王文佳 王文静 王文玲 王先文 王晓鸿 

王晓明 王晓霞 王晓旭 王晓研 王晓阳 王晓宇 

王心 王欣 王新昕 王鑫夷 王秀江 王秀萍 

王旭明 王雅岩 王岩 王艳军 王艳秋 王艳荣 

王奕文 王英心 王莹 王莹 王颖 王勇杰 

王瑜 王宇纯 王宇石 王禹潼 王玉莲 王媛 

王振华 王仲坤 王卓 韦卫 魏 颖 魏鸿美 

魏依含 温 洁 温馨 温元凯 温中梅 吴 娇 

吴超   吴春佼 吴迪 吴冬妍 吴晗 吴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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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若然 吴文旭 吴学娇 吴雪花 吴彦红 吴艳峰 

武 鹏 武宝平 武铁力 武越航 席东月 席中原 

夏 薇 夏芳菲 夏减丰 肖帅 肖婷 肖巍 

肖新新 肖馨慧 肖永洁 辛 艳   辛春红 辛大印 

辛雨桐 信冬 邢 芳 邢国燕 邢军 邢笑佳 

邢雪松 邢艳华   熊英丹 胥阳 徐 晶 徐 路 

徐宝罡 徐大海 徐冬梅   徐家萍 徐丽婷 徐敏楠 

徐文翠 徐晓光 徐新早 徐艺纯 徐英红 徐长龙 

徐征 徐子淇 许 晶 许 姗 许兵兵 许乘馗 

许雷 许丽娜 许天扬 许崴崴 许晓秋 许欣平   

许哲男 薛 菲 薛 奇 薛凯 薛歆 闫 雪 

闫百灵 闫冰迪 闫玲玲 闫巍中 闫云禄 杨 帆 

杨 晶 杨 晶 杨 磊 杨 青 杨 涛 杨彬 

杨波 杨大明 杨栋 杨风平 杨航   杨昊天 

杨贺 杨洪军 杨景德 杨静 杨俊玲 杨林 

杨柳 杨沫 杨楠 杨荣荣 杨婷婷 杨文博 

杨晓琳 杨兴禄 杨秀阳 杨艳丽 杨尧 杨云海  

杨忠久 姚东雪 姚瀚鑫 姚来顺 衣红亮 易梦秋 

殷如 尹航 尹永杰 于 贺 于 欢   于 蕾 

于 蒙 于 淼 于 滢 于博文 于程程 于丹 

于欢 于焕红 于佳 于淼 于奇志 于帅 

于帅 于涛 于婷婷 于童 于文天 于秀婷 

于秀微 于洋 元光喜 袁 莉 袁 媛 袁欣 

袁野 苑 雪 岳 悦 岳茗 越明 宰 坤 

昝涛 臧静波 张 奥 张 丹 张 丹 张 华 

张 卉 张 佳 张 晶 张 静 张 丽 张 琳 

张 霖 张 敏 张 鹏 张 爽 张 鑫   张 岩 

张 炎 张 月 张 振 张碧莹 张彩娇 张超   

张诚 张程程 张春华 张春玲 张春雪 张春艳 

张存博 张丹 张丹 张丹 张东 张冬梅 

张帆 张福亮 张付良 张钢强 张国辉 张国强 

张海驰 张海军 张海涛 张贺 张红 张鸿雁 

张会 张佳琳 张佳琪 张佳琦 张家彭 张金梦 

张京 张京晓 张晶 张俊楠 张乐宁 张蕾 

张力男 张立艳 张立钊 张丽博 张丽娜 张砾尹 

张连欢 张琳琳 张露露 张满璐 张漫 张楠 

张宁 张强强 张睿 张爽 张天毅 张稳 

张潇月 张晓慧 张晓琳 张晓雨 张欣婷 张新妍 

张秀利 张旭东 张旭岩 张雅男 张亚范 张艳 

张扬扬 张瑶 张义全 张英惠 张莹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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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行 张元馨 张月 张哲 仉配惠 赵 杰 

赵 猛 赵 雪 赵 莹 赵 越 赵斌 赵程程 

赵丹梅 赵冬旭 赵尔为 赵海晶 赵宏艺 赵景伟 

赵丽娜 赵丽燕 赵丽媛 赵朦朦 赵孟秋 赵平平 

赵青松 赵庆国 赵书理 赵舒畅 赵双艳 赵文佳 

赵小艺 赵雪文 赵亚昆 赵阳 赵阳 赵洋 

赵一波 赵一阳 赵永彩 赵永娟 赵宇博 赵玉彪   

赵媛 郑 伟 郑 莹 郑金平 郑军 郑美玲 

郑婷婷 郑秀艳 郑杨 钟 心 钟文玥 仲营营 

周 浩 周 洁 周 蕾 周 琳 周 璐 周海燕 

周海英 周洪慧 周黎黎 周丽丽 周璐娜 周娜娜 

周淑芹 周思文 周万鹏 周文洋 周鑫 周悦 

周正 朱 迪 朱 雷   朱 媛 朱秉秋 朱成杰 

朱丹 朱龙有 朱同刚 朱晓旭 朱雪娇 朱志华 

朱忠申 祝艳华   庄艳慧 卓玉伟 邹函书 邹佳霖 

邹婧远 邹丽媛 邹明远 邹诗冉 邹晓华 邹晓岩 

 资料来源：《1222 位吉林英雄即将凯旋，让我们铭记这些为湖北拼过命的名字！》，中国吉林网，2020 年

3 月 19 日，http://media.cnjiwang.com/biaoge1/index.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文中称

“1222 位”，实际 1224 位。 

 

 

附录（17）：江苏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2802人） 

 

安伯萍 安华 安晓燕 安子若兰 敖丹 白丽萍 

白琳 白明月 白洋 柏基梅 柏健 柏静 

柏珺珺 柏倩雯 柏如静 柏振江 包华成 包萍萍 

包泉磊 鲍洁 鲍捷 毕红萍 毕立清 卞博 

卞翠琴 卞红红 卞彦君 卜林 卜锐 卜芸芸 

蔡崔春 蔡海晶 蔡建 蔡洁 蔡君燕 蔡玲 

蔡苗 蔡仁田 蔡伟 蔡亚红 蔡英辉 蔡勇 

蔡云倩 仓霞 曹广科 曹航 曹晶晶 曹娟 

曹娟 曹俊 曹凯 曹力 曹丽君 曹励强 

曹柳兆 曹璐璐 曹梦漪 曹男兰 曹鹏 曹琦 

曹芹 曹群 曹伟 曹亚洁 曹莹 曹蕴娇 

曹主凤 曾大雄 曾洁 曾雪梅 曾永清 曾元英 

曾珍 曾智慧 查白 查翔远 柴濮政 常保坤 

常黛敏 常江 常晟 常小峰 晁亚丽 陈安妮 

陈安琪 陈波 陈波 陈波 陈波波 陈超 

陈晨 陈丹 陈冬梅 陈豆豆 陈凡 陈凡思 

陈芳 陈飞 陈飞 陈飞 陈菲 陈风 

http://media.cnjiwang.com/biaoge1/index.html
http://media.cnjiwang.com/biaoge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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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勇 陈海峰 陈浩 陈红岩 陈洪广 陈欢欢 

陈晖 陈辉 陈慧 陈慧 陈慧 陈慧丹 

陈慧梁 陈慧文 陈佳 陈佳琦 陈建军 陈建培 

陈建新 陈剑 陈剑超 陈娇 陈金亮 陈进 

陈婧婧 陈静 陈静 陈静 陈静静 陈久栋 

陈君 陈俊 陈凯伦 陈立娟 陈丽 陈丽 

陈丽佳 陈良莹 陈亮 陈林妹 陈琳 陈琳 

陈玲 陈玲玲 陈龙 陈马飞 陈梅 陈敏敏 

陈明祺 陈楠楠 陈念 陈宁 陈茜茜 陈倩 

陈倩 陈倩倩 陈倩蓉 陈强 陈巧平 陈庆丰 

陈庆会 陈秋成 陈群 陈荣超 陈姗 陈珊珊 

陈淑娴 陈树珍 陈帅 陈松华 陈苏 陈素明 

陈婷婷 陈婷婷 陈伟 陈文森 陈文雅 陈曦 

陈显成 陈小潍 陈晓峰 陈晓虎 陈晓敏 陈晓宇 

陈旭 陈旭锋 陈雪松 陈亚男 陈艳 陈艳萍 

陈雁 陈雁翎 陈燕 陈燕 陈阳 陈阳 

陈叶 陈莹莹 陈勇 陈宇 陈宇轩 陈玉丹 

陈圆 陈月琴 陈云凤 陈志 陈志斌 陈智堃 

陈中 陈祖涛 谌利民 成翠娥 成栋 成丽华 

成婷 成威 成炜 成向进 成璇 成艳 

程浩然 程静娟 程科萍 程琳 程明 程鹏 

程诗怡 程卫勤 程晓庆 程雪 程阳升 程宇 

程志 程忠静 仇嘉诚 仇婷 仇烨琦 储嘉欣 

储怡鑫 褚敏娟 褚小朋 崔娣 崔梦娇 崔敏敏 

崔明珠 崔朋伟 崔尚卿 崔维春 崔亚苹 崔益明 

崔振 代静泓 代玉平 戴春月 戴翠梅 戴德 

戴飞飞 戴国峰 戴静洁 戴娟 戴莲 戴楠楠 

戴如珍 戴婷婷 戴伟华 戴亚男 戴轶 戴迎龙 

戴莹 戴颖 戴雨薇 戴云 单燕芳 淡华臣 

邓飞 邓净 邓露茜 邓猛 邓娜 邓天星 

邓秀英 邓莹歌 狄恒丹 丁东亮 丁枫 丁辉 

丁惠丹 丁江涛 丁洁 丁金花 丁婧婧 丁莉莉 

丁亮 丁玲玲 丁明 丁明 丁倩 丁思思 

丁思艳 丁薇 丁文秋 丁晓 丁晓燕 丁雅琴 

丁峣 丁瑶 丁咏霞 丁禹夫 丁玉洁 丁政 

丁志鹏 丁宗励 董春华 董傅燕 董红娣 董露 

董明 董乔菁 董蓉蓉 董善臣 董文君 董文霞 

董艳 窦英茹 杜蓓华 杜继元 杜家俊 杜金龙 

杜静芝 杜萌 杜咪 杜鹏飞 杜雯 杜向东 

杜小雨 杜永亮 杜雨婷 杜自强 端木剑宇 端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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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光军 段晓曼 段雅妮 樊金昌 樊小倩 范春霖 

范春亚 范春艳 范芳仪 范杰 范菁菁 范晶晶 

范娟 范萍 范诗敏 范卫新 方晨 方方 

方海燕 方丽 方小谦 方啸 方薛雯 房芳 

房会娥 房慧 房娜 房学祥 房以芹 费国 

费榕 费素萍 费扬 封曼曼 冯丹丹 冯凡超 

冯旰珠 冯健 冯杰维 冯丽萍 冯青 冯庆钊 

冯亚萍 冯阳艳 冯赟 伏竟松 伏蜜蜜 符岱佳 

付贵化 付鹏 付星转 付逸超 付勇超 傅蔚 

盖斌 甘玉英 高春平 高芬 高峰 高歌军 

高宏彪 高慧芳 高嘉 高娟 高娟 高君吟 

高坤 高立梅 高莉 高琳 高梦静 高敏毫 

高宁宁 高庆梅 高秋燕 高寿娟 高松 高婷曦 

高伟 高伟 高锡坤 高鑫 高雅 高燕 

高颖 高永霞 高媛媛 高悦 高侦源 高珍珍 

高振云 高子宁 葛陈娟 葛德芹 葛高原 葛洪兵 

葛焕青 葛辉 葛佳亮 葛经武 葛林阳 葛慕莲 

葛宁海 葛培培 葛颂 葛婷 葛玮 葛锡娟 

葛肖平 葛小青 葛新国 葛学顺 葛愿 耿玉欣 

龚陈伟 龚健 龚健 龚力 龚凌雁 贡欢欢 

古彦 谷全水 谷伟 顾保娣 顾斌 顾春云 

顾德玉 顾飞 顾海虹 顾海浪 顾海燕 顾昊 

顾红艳 顾纪红 顾娇 顾洁 顾金玲 顾俊 

顾丽丹 顾丽艳 顾玲玲 顾美娜 顾明静 顾溶倩 

顾寿永 顾素莲 顾涛 顾晓青 顾晓雯 顾晓霞 

顾新南 顾学明 顾雪 顾叶华 顾轶 顾玉玉 

顾云云 顾中盛 顾祖佳 顾遵才 关宏磊 关甜 

管光辉 管天文 管晓盈 管孝艳 桂静 郭春辉 

郭宏卿 郭宏雄 郭科营 郭亮 郭玲玲 郭苗苗 

郭敏 郭强 郭唯 郭伟伟 郭玮 郭祥君 

郭晓伟 郭一言 郭媛 郭振 国思雨 哈维超 

韩海峰 韩海清 韩洁珣 韩珺 韩丽娟 韩丽莉 

韩珮莹 韩翩 韩萍 韩倩倩 韩如意 韩涛 

韩雯 韩小文 韩信 韩旭东 韩艺 韩溢庭 

杭剑龙 杭玲 杭萍 郝红红 郝秀洁 何丹燕 

何欢欢 何金凤 何丽慧 何青 何婷婷 何洋洋 

何耀 何应丰 何媛媛 贺镜羽 贺龙云 洪慧娟 

洪捷 洪利娟 洪美琳 洪晓雅 洪雅妍 侯红艳 

侯杰 侯慕蓉 侯婷婷 侯小锋 侯亚玲 侯亚楠 

侯有婷 候淑洁 胡博文 胡大玲 胡丹丹 胡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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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飞 胡慧敏 胡洁 胡竫 胡娟 胡乐乐 

胡美露 胡梦云 胡敏 胡明朝 胡明星 胡茜 

胡冉 胡守震 胡斯明 胡伟伟 胡晓晗 胡星星 

胡艳 胡英 胡玉姣 胡彧波 胡媛媛 胡玥 

胡张红 胡振奎 花蕊 花侠玲 华菲 华吉 

华茜 黄安 黄宝驹 黄彩燚 黄超 黄春香 

黄芳 黄刚 黄国赟 黄汉鹏 黄璜 黄惠 

黄建丽 黄建伟 黄杰 黄杰玉 黄晋博 黄静 

黄康 黄丽娟 黄利民 黄玲 黄梅 黄苗苗 

黄明勇 黄铭 黄婷 黄文娟 黄文娟 黄夕华 

黄侠侠 黄霞 黄新奎 黄艳 黄燕 黄耀禹 

黄英 黄英姿 黄羽尘 黄雨欣 黄玉民 黄珍恺 

黄智勇 惠亮亮 惠敏 霍仁超 嵇静 吉海宁 

吉佳慧 吉丽 吉宁飞 吉士佳 吉婷 吉祥 

吉晓建 纪寸草 纪婕 纪仕静 季冬梅 季华 

季娟 季申健 季想成 季阳阳 季业娟 季怡 

季忆 荚玉云 贾蓓 贾博 贾春红 贾静 

贾凌 贾斯月 贾文飞 贾小辉 贾艳 贾燕 

贾燕 柬王敏 江冠霆 江乾芳 江雨璐 姜闯 

姜岱山 姜斐 姜海 姜火军 姜洁 姜金龙 

姜利霞 姜晽 姜萍 姜秋萍 姜荣明 姜迅 

姜燕萍 姜月 姜中华 蒋大明 蒋国涛 蒋胡虹 

蒋华 蒋会琴 蒋炬 蒋蕾 蒋丽 蒋丽华 

蒋丽娟 蒋梅 蒋梦佳 蒋敏 蒋明琛 蒋楠茜 

蒋培荧 蒋秋霞 蒋珊 蒋淑宏 蒋文 蒋雯 

蒋小惠 蒋心怡 蒋心自 蒋亚根 蒋烨烨 蒋祎宁 

蒋银珠 蒋永珍 蒋云宇 焦娇 焦梦宇 焦淞 

揭燕 解超超 解丽娜 解千羽 解洋 金爱涓 

金晨华 金柯 金曼丽 金萍 金秋芬 金小洁 

金晓洁 金雪 金一 金展 金正芳 靳其臻 

荆亚莉 井权 景抗震 居超 居香名 居雅蓓 

鞠云枫 阚冬英 阚小华 康国栋 康惠琦 康璐 

康艳艳 康珍珍 柯俊 柯莹莹 柯章敏 孔超萍 

孔辉 孔剑 孔丽梅 孔令娟 孔婉如 孔维月 

孔炜伟 孔燕燕 匡敏 兰月敏 雷晓婷 冷惠阳 

冷俊岭 冷牧薇 黎红梅 黎俊宏 李爱娟 李爱玲 

李安琪 李宝川 李冰 李朝阳 李晨 李传威 

李传文 李春华 李丹 李丹 李芳 李飞 

李飞 李锋 李逢 李佛萧 李刚 李冠男 

李国云 李海泉 李韩 李红苗 李红生 李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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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建 李欢欢 李晖 李辉 李慧 李慧 

李慧 李慧 李慧 李慧 李箕君 李佳 

李建理 李建秋 李娇 李姣姣 李洁 李洁 

李金海 李金金 李锦 李晶晶 李晶晶 李静 

李静 李静波 李娟 李娟娟 李磊 李蕾 

李蕾 李丽 李莉 李林 李路生 李璐 

李曼 李梅 李美玲 李孟玲 李梦德 李梦娇 

李梦影 李苗苗 李敏 李敏 李敏 李敏敏 

李明 李明艳 李莫言 李娜 李平 李萍 

李萍 李琴 李勤 李青 李青青 李卿 

李晴 李全业 李如华 李如芝 李锐 李若然 

李莎莎 李闪 李师娟 李书清 李淑芳 李淑艳 

李爽 李速 李婷 李威 李维露 李维亚 

李伟 李伟豪 李文 李文飞 李雯 李雯雯 

李霞 李霞 李祥幸 李响 李小龙 李小民 

李晓梅 李晓梅 李晓青 李晓宇 李鑫 李秀珍 

李旭然 李雪 李雪冰 李雪梅 李雪倩 李雪松 

李亚丽 李亚萍 李妍 李彦玲 李艳 李艳 

李燕 李燕兰 李扬 李洋 李晔 李漪 

李荧莹 李莹 李莹莹 李永丽 李永萍 李勇 

李玉峰 李玉敏 李悦 李昀泽 李允模 李赞 

李占结 李贞 李振 李执 李志佳 李洲 

李灼 李宗育 廉海容 梁冰 梁高旗 梁梅兰 

梁梦晓 梁森 梁肖 梁宵 梁璇 廖素香 

廖妍妍 林嫒嫒 林凤芹 林贵宇 林建琴 林梦 

林宁 林青青 林茹 林双静 林玉博 林照 

林志娟 凌蓉 刘安琪 刘波 刘才冬  刘婵娟 

刘成林 刘成元 刘冲 刘春慧 刘德卫 刘芳 

刘芳 刘飞 刘风 刘峰 刘高园 刘国华 

刘海兵 刘欢 刘辉 刘辉 刘慧芳 刘佳 

刘佳 刘见芸 刘建芳 刘健 刘江 刘杰 

刘金龙 刘锦霞 刘瑾 刘晶晶 刘晶晶 刘竞 

刘婧婧 刘静 刘凯强 刘昆明 刘鯤 刘骊娟 

刘立轩 刘丽 刘丽 刘丽 刘莉 刘玲 

刘玲俊 刘璐 刘梦月 刘淼波 刘敏 刘敏 

刘名芳 刘明 刘娜娜 刘宁利 刘培 刘培聪 

刘平莉 刘齐琴 刘奇 刘清 刘琼琼 刘秋兰 

刘仁红 刘日记 刘三峰 刘莎莎 刘姗姗 刘少华 

刘世江 刘书来 刘舒 刘苏卿 刘素霞 刘腾飞 

刘婷 刘婷 刘文东 刘向阳 刘小丽 刘小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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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 刘晓光 刘晓庆 刘秀 刘秀芬 刘璇 

刘璇 刘艳 刘艳 刘洋 刘洋 刘叶超 

刘莹 刘莹 刘颖 刘宇 刘宇 刘玉 

刘玉洁 刘玉尧 刘月 刘云 刘云 刘珍珍 

刘振 刘忠祥 刘柱成 刘子禹 柳敏 柳巧云 

柳小霞 柳莹 龙丹 卢爱明 卢冰 卢玲 

卢慕菊 卢小菊 卢芸 鲁翔 鲁莹 陆兵 

陆芳静 陆海林 陆红兵 陆晶晶 陆菊 陆露 

陆曼 陆敏 陆敏媛 陆明雅 陆嫔嫔 陆清 

陆上 陆沈栋 陆舒 陆素英 陆彤 陆炜青 

陆卫 陆心传 陆雪琴 陆艳华 陆业成 陆叶倩 

陆熠 陆永安 陆勇峰 陆蕴樱 陆兆双 陆真 

路雯 路玉 栾诚 栾立敏 罗二平 罗瑾瑾 

罗开萍 罗谦 罗为 罗文静 罗鑫倩 骆春苗 

骆继业 闾小勇 吕宝林 吕成伟 吕成银 吕锋 

吕红 吕洁 吕军 吕明艳 吕宁波 吕肖 

吕小娟 吕晓静 吕晓霞 吕玉玲 马飞 马夫芹 

马航 马红霞 马杰 马洁 马进榕 马珺 

马丽 马丽婷 马莉 马良超 马孟蕊 马苗 

马娜 马巧英 马青 马婷婷 马皖苏 马馨 

马雪岩 马玉娇 马云蛟 满芳 毛二莉 毛金燕 

毛婧婧 毛韦文 毛玮 毛玉琴 毛月 毛芸 

毛正道 茅秋霞 茅一萍 梅高鹏 梅宏斌 梅琼 

梅小员 梅勇 梅震 孟德芳 孟海 孟健 

孟洁 孟丽华 孟令栋 孟芹 孟庆亚 孟婷 

孟宪杰 孟小梅 孟晓军 孟醒 孟雅 孟元元 

苗立云 苗丽 苗晓 闵凌峰 闵文珺 闵志华 

明蕾蕾 缪娇 缪洁 缪丽莉 缪林忠 缪舜 

缪小浪 缪鑫 缪亚琴 缪愿戍 莫敏 穆传勇 

穆根华 倪翠兰 倪健花 倪杰 倪萍萍 倪晓辉 

倪卓丹 聂国祥 牛常明 牛勇 牛玥 欧阳春 

欧阳云磊 潘纯 潘静婉 潘璐 潘蒙蒙 潘梦飞 

潘鹏杰 潘松燕 潘寅兵 潘莹霞 潘振国 裴金盛 

彭爱林 彭晶晶 彭厉康 彭苗新 彭书芝 彭卫琴 

彭小雨 彭雪蕾 彭雪莉 彭玉清 皮学珍 濮德松 

濮阳娟 浦秦华 浦浙宁 戚建伟 戚明 戚文洁 

戚宇华 齐鹤 齐栩 齐艳丽 祁桂苗 祁佳丽 

祁亮 祁琦 祁万芹 钱斌 钱楚君 钱斐 

钱红英 钱进 钱进先 钱静 钱静芳 钱静娟 

钱静兰 钱来 钱莉 钱玲玲 钱明月 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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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琪 钱数银 钱伟玲 钱晓东 钱晓冬 钱新 

钱雅君 钱莹莹 钱映晨 钱愉 钱宇 钱芸 

强萍萍 乔积民 乔继红 乔静 乔莉 乔凌云 

乔伟 郄中如 秦丹 秦娇 秦朗 秦丽丽 

秦悌芳 秦天娥 秦天华 秦霞 秦艳 秦艳萍 

秦杨 秦宜梅 秦颖 秦湧 秦玉娇 邱海波 

邱峘 邱焘 邱玉玉 邱泽森 裘小凤 屈昌雪 

屈峰 渠方方 渠丽娟 瞿留 饶显群 任飞龙 

任杰 任静 任良湘 任思芳 任婷 任文静 

任侠芳 任晓波 任一美 任园园 任志敏 任重远 

阮晓莉 桑合珍 桑华超 桑宁 桑蕊 桑智慧 

沙杜鹃 沙丽雪 邵冰 邵峰 邵晗祺 邵佳亮 

邵洁 邵菊香 邵俊 邵龙刚 邵明月 邵秋红 

邵思语 邵思钰 邵向荣 邵祖婷 佘晓蕾 申晶莺 

申秀红 沈百庆 沈冰清 沈灿 沈豆豆 沈含美 

沈红 沈洪菊 沈华 沈基 沈家豪 沈家辉 

沈金菊 沈丽丽 沈琳 沈龙 沈明珠 沈鹏 

沈琴琴 沈婷 沈蔚 沈晓伟 沈晓燕 沈雪寅 

沈艳 沈燕 沈燕 沈怡卿 沈媛 沈悦 

圣奎 圣玲玲 师刚 施春霞 施冬冬 施海 

施海燕 施红娟 施姣娜 施娟 施萍 施乾坤 

施晓青 施晓松 施宇佳 石俊 石磊 石丽萍 

石婷婷 石莹 时玉璇 史建平 史娇丽 史可云 

史俪婧 史萍 史锁芳 史雯 史湘琳 史妍妍 

史园园 史云平 史云奇 史志雪 侍学 舒磊 

舒心 舒雅娟 束丽 帅小兰 司煜安 宋兵战 

宋丹丹 宋德胤 宋广清 宋厚梅 宋继东 宋佳 

宋瑾 宋磊 宋丽丽 宋美云 宋莹莹 宋远营 

苏成程 苏磊 苏梦雪 苏楠 苏唯一 苏莹莹 

苏雨 孙宝迪 孙兵 孙伯超 孙晨晨 孙春选 

孙丹 孙芳 孙国付 孙晗 孙红婷 孙加奎 

孙杰 孙金花 孙科 孙克艳 孙磊 孙立果 

孙立红 孙立群 孙莉 孙敏 孙芹 孙庆霞 

孙士富 孙树欣 孙伟 孙玮 孙卫 孙卫超 

孙蔚 孙文 孙文娟 孙雯 孙湘 孙晓兰 

孙雪春 孙艳虹 孙燕华 孙亦晖 孙颖 孙玉娇 

孙玉洁 孙煜然 孙跃辉 孙珍花 孙政 孙志玲 

孙志伟 孙竹青 谈伟 谈欣 谈雅琼 谭飞龙 

谭俊华 谭寅巍 汤晨 汤佳美 汤建伟 汤铭阁 

汤倩 汤闪闪 汤苏川 汤亚茹 汤寅莲 汤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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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智钦 汤忠泉 汤壮 唐宝贝 唐晨虎 唐传媛 

唐大川 唐珩 唐慧琳 唐佳佳 唐健 唐杰 

唐磊磊 唐礼霞 唐立萍 唐丽雯 唐龙 唐莫萍 

唐佩 唐顺广 唐万琴 唐晓凤 唐晓军 唐新仿 

唐燕 唐洋洋 唐钰 唐玥 陶丹 陶国斌 

陶华奎 陶婧婧 陶连姗 陶麟 陶鹏飞 陶亭亭 

陶艺凡 陶雨霞 陶钰 滕昌军 滕洁 滕龙 

田凌云 田秋月 田书琴 田小红 田野 田野 

田英 田月香 田章萍 佟艳飞 童昕 万兵 

万朝琪 万芬 万婠 万国强 万金甫 万娟 

万娟 万凌峰 万淑华 万霞 万亚媛 万颖 

万元静 万园园 汪海波 汪红月 汪洁 汪洁 

汪静 汪静波 汪珺 汪礼月 汪蔷薇 汪青 

汪思敏 汪涛 汪甜甜 汪文洁 汪翔 汪妍妍 

汪洋洋 汪志兵 汪子冉 王爱鹏 王宝 王蓓 

王犇 王灿 王超 王晨飞 王冲 王大勇 

王大玉 王丹 王丹蕾 王德耿 王德生 王冬 

王冬娇 王霏霏 王斐 王凤凤 王福如 王高洁 

王海翔 王好 王昊飞 王贺 王红梅 王红明 

王洪 王洪兵 王厚奎 王华荣 王怀成 王欢 

王辉 王辉 王慧 王慧敏 王纪梅 王纪银 

王佳佳 王建霞 王江 王杰 王杰 王洁茹 

王金菊 王金荣 王津津 王京 王京京 王菁 

王菁 王晶 王晶晶 王婧 王静 王娟 

王娟 王娟 王娟 王军 王军 王君磊 

王俊 王克俭 王孔成 王坤 王坤 王昆 

王兰 王磊 王蕾 王蕾 王丽 王丽 

王丽丽 王莉 王笠 王亮 王琳 王琳 

王玲 王凌逸 王璐 王露 王梦兰 王梦兰 

王梦萍 王明 王娜 王南南 王宁 王培涓 

王鹏 王琪 王琦 王谦 王茜 王倩 

王芹 王清 王庆东 王秋艳 王任重 王莎 

王师 王诗雨 王世文 王舒亚 王双欢 王双霜 

王素梅 王涛 王天路 王田燕 王婷婷 王婷婷 

王婷婷 王微微 王嵬 王伟 王伟伟 王玮 

王蔚萍 王魏魏 王文慧 王文娟 王文俊 王文强 

王雯雯 王稳 王武盛 王霞 王祥 王向明 

王小丹 王晓蕾 王晓森 王晓燕 王新安 王新宇 

王醒 王旭东 王学成 王雪妹 王雪芹 王洵 

王雅丽 王雅萍 王亚会 王亚琪 王亚琴 王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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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 王岩 王彦丽 王雁 王燕 王瑶 

王烨 王一 王胤雯 王英 王英 王英杰 

王迎东 王莹莹 王滢 王颖 王颖 王永红 

王永桃 王永欣 王友龙 王雨涛 王玉 王玉意 

王昱 王煜 王毓琳 王元刚 王媛媛 王源 

王苑 王跃琴 王赟赟 王云 王云 王兆露 

王珍妮 王珍珍 王峥犁 王正 王志栋 王志花 

王志骏 王志平 王峙 王智兰 王忠超 王舟 

王子申 韦锋 韦佳 韦俊羽 韦青 魏爱芝 

魏从享 魏翠 魏芳 魏海明 魏佳 魏建 

魏静 魏淼 魏庆娟 魏雪 魏叶 魏银丽 

魏瑜 魏峪清 温利华 闻立新 巫章娟 吴爱梅 

吴爱萍 吴波 吴超 吴超杰 吴成婷 吴存恩 

吴大广 吴东梅 吴冬 吴丰芹 吴付兵 吴罡 

吴昊 吴红 吴红辉 吴佳 吴娇 吴杰 

吴静文 吴军 吴军伟 吴钧 吴雷 吴丽华 

吴丽华 吴莉 吴莉琴 吴林珂 吴明景 吴倩倩 

吴苏凌 吴天姿 吴恬 吴婷 吴婷 吴婷 

吴婷婷 吴伟 吴卫华 吴卫娟 吴霞 吴小龙 

吴晓晶 吴晓松 吴晓燕 吴晓燕 吴兴飞 吴秀梅 

吴洵瑜 吴艳 吴燕 吴樱 吴圆圆 吴云 

伍梦雅 伍宇婷 武婷婷 武文娟 奚爱冬 奚柏剑 

席风贵 席海伟 夏彩芬 夏辰露 夏峰 夏光进 

夏慧 夏静芳 夏镭 夏乾颖 夏清 夏容 

夏添 夏维海 夏晓芳 夏阳阳 夏莹 夏月 

相潇潇 向清茹 肖海玲 肖花 肖佩华 肖圆 

谢大昌 谢丹 谢冬静 谢宏超 谢剑锋 谢晋 

谢梦珍 谢敏 谢念叶 谢巧娟 谢琴 谢群 

谢润平 谢世雅 谢小敏 谢晓莉 谢永鹏 谢宇 

谢芸 邢虎 邢建东 邢玲 邢鸣 邢星敏 

熊佳 熊少敏 熊亚莉 熊一婷 胥跃 徐保俊 

徐蓓 徐宾新 徐博 徐超 徐朝晖 徐春建 

徐春明 徐道亮 徐德宇 徐飞 徐改兰 徐高飞 

徐桂冬 徐海玲 徐海艳 徐红 徐宏娟 徐虹 

徐华 徐华丽 徐欢 徐慧婷 徐佳 徐佳丽 

徐剑 徐静霞 徐俊 徐俊杨 徐磊 徐磊磊 

徐礼白 徐丽雅 徐林 徐林林 徐林楠 徐玲 

徐玲玲 徐凌臻 徐刘媛 徐曼玉 徐梅 徐梦瑶 

徐敏敏 徐娜 徐盼盼 徐鹏飞 徐萍 徐萍 

徐巧芳 徐秦 徐青 徐庆 徐庆庆 徐胜宏 



222 

 

徐世凤 徐树平 徐帅 徐素萍 徐婷婷 徐婷婷 

徐婷婷 徐佟 徐望宁 徐卫国 徐奚如 徐霞 

徐鲜 徐宪韬 徐香 徐晓佳 徐晓敏 徐鑫梅 

徐星星 徐星怡 徐雪云 徐亚雯 徐艳 徐艳云 

徐燕玲 徐一鸣 徐贻芬 徐益明 徐英平 徐颖 

徐永谦 徐媛媛 许彬彬 许博 许超 许春阳 

许芳兰 许红阳 许家豪 许俊 许庆敏 许瑞丽 

许莎 许珊 许思瑶 许万紫 许伟伟 许文锦 

许雯娇 许夏梦琦 许晓泉 许璇 许雪强 许艳 

许洋洋 许莹 许颖 许颖 许尤玲 宣东亚 

薛冬娉 薛峰 薛浩 薛金志 薛丽 薛申 

薛文雅 薛雯雯 薛晓 薛颖 薛玉蕾 薛园馨 

薛媛 薛志平 荀坤平 闫纪强 闫霜 闫庭赞 

闫晓 闫影 严红红 严红燕 严卿 严万里 

严晓敏 严秀芳 严正平 颜春燕 颜孝悦 演欣 

燕辛 羊海峰 阳韬 杨彩连 杨晨 杨晨 

杨芳 杨芳 杨福龙 杨刚 杨广德 杨国凤 

杨海龙 杨洪娇 杨慧 杨慧 杨洁 杨洁 

杨洁 杨敬辉 杨静 杨静 杨娟 杨康 

杨乐 杨丽萍 杨琳 杨柳 杨敏 杨明 

杨明 杨茗岚 杨牡丹 杨宁 杨平玉 杨奇 

杨琴 杨清 杨秋悦 杨泉 杨荣芳 杨睿 

杨润 杨慎玲 杨婷婷 杨挺 杨炜娟 杨卫东 

杨文芬 杨文静 杨雯 杨雯 杨贤君 杨晓燕 

杨旭 杨旭蓓 杨雪 杨燕初 杨叶 杨叶萍 

杨轶涵 杨益 杨永 杨永峰 杨永刚 杨勇 

杨雨静 杨芸 杨振华 杨志 杨中英 姚翠 

姚丹 姚芳 姚红 姚会 姚佳 姚坚 

姚俊 姚岚 姚丽华 姚茂元 姚婉君 姚欣 

姚瑶 姚裕亭 姚志娟 叶彬 叶芳 叶飞 

叶风华 叶静 叶丽敏 叶梦雅 叶倩男 叶青 

叶青青 叶桐 叶晓丽 叶珣 易毅 殷超 

殷非 殷慧慧 殷晋伟 殷凯 殷科 殷柳梅 

殷青 殷人麟 殷雯雯 尹成龙 尹滇 尹江涛 

尹玲玲 尹蒙 尹娜 尹庆 尹卫琴 尹肖祥 

尹小竹 尹志强 印洁 尤海萌 尤虹 尤洁 

尤路 尤明干 尤宜 尤勇 由振华 於华 

於惠芬 于彬 于成功 于春雨 于吉友 于晶晶 

于咪 于敏 余芳 余慧 余金凤 余娟 

余乐 余莉 余敏 余强 余秋里 余荣玲 



223 

 

余舒 余天驰 余贤 俞冲 俞惠萍 俞建峰 

俞克纯 俞陵彬 俞敏娟 俞佩瑶 俞蓉 俞砚喆 

俞燕 虞晨 虞海燕 虞红兰 虞景 虞乐群 

虞文魁 郁丹 郁昊达 郁智慧 袁保慧 袁彬 

袁晨琳 袁翠 袁存慧 袁华 袁建明 袁杰清 

袁良才 袁琴琴 袁庆 袁受涛 袁帅 袁涛 

袁婷 袁炜 袁欣羽 袁园 袁园 袁玥 

袁征 袁志萍 袁祖亮 苑冬梅 恽波 臧鑫 

臧雪锋 臧娅 臧艳 臧雨晴 臧芝栋 翟璐璇 

翟晓娟 詹丽丽 詹琼琼 詹莹莹 占红霞 湛敏 

张安惠 张佰奎 张蓓蓓 张滨洋 张彩宏 张成舜 

张传羽 张春兰 张聪 张翠玲 张存兰 张东良 

张二露 张凡 张方园 张芳草 张菲菲 张峰 

张峰 张烽 张刚 张古方 张国富 张国新 

张国怡 张海东 张海伟 张浩瀚 张弘韬 张华 

张华敏 张华勇 张欢欢 张辉 张惠力 张慧 

张慧绘 张慧娟 张慧婷 张佳佳 张建 张建春 

张建国 张建生 张健 张洁 张洁 张捷 

张金花 张锦龙 张进华 张劲松 张荆晓 张晶晶 

张竞文 张婧 张静 张静 张娟 张娟 

张娟 张俊 张俊东 张俊月 张骏骥 张雷 

张蕾 张黎 张立 张丽 张丽 张丽慧 

张丽娟 张利娟 张利敏 张俐 张莉 张梁 

张琳 张玲 张玲玲 张露艳 张梅 张美玲 

张萌 张蒙 张蒙 张蒙蒙 张敏 张敏 

张敏 张明 张明明 张明燕 张铭 张年 

张朋磊 张平 张萍 张齐 张琦 张琦婉 

张启兵 张倩 张倩 张倩文 张蔷 张巧云 

张琴 张青 张卿 张庆 张琼 张秋平 

张秋香 张秋岩 张群 张荣 张蓉 张如艳 

张瑞 张睿 张闰 张少华 张申 张诗雨 

张双圆 张涛 张婷 张婷婷 张婷婷 张婷焱 

张伟 张伟 张伟丽 张卫红 张文凤 张文龙 

张文龙 张惜 张先进 张翔 张小凡 张小辉 

张小铨 张晓枫 张晓辉 张晓燕 张晓雨 张新星 

张馨 张鑫 张胥磊 张学娟 张雪 张雪峰 

张雪松 张亚 张亚涛 张亚洲 张妍 张艳 

张艳 张艳红 张燕 张扬 张业鹏 张叶楠 

张译丹 张轶俊 张逸峰 张莹 张颖 张颖 

张颖 张颖 张影 张永华 张永丽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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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微 张玉娟 张玉梅 张玉婷 张玉珠 张钰 

张钰 张园英 张园园 张媛 张远尚 张月华 

张月鑫 张云 张云 张云云 张长青 张铮 

张志俊 张志民 张子龙 章菲 章国访 章璐 

章梅妹 章敏泽 章文豪 章文娟 赵璨 赵成林 

赵程 赵川 赵春红 赵春喜 赵大国 赵华 

赵华清 赵慧 赵佳佳 赵金璇 赵静 赵娟 

赵君 赵乐 赵柳华 赵美 赵敏 赵敏 

赵宁玲 赵萍 赵琪 赵启林 赵乾 赵琴 

赵情 赵邱霞 赵瑞峰 赵珊珊 赵绍林 赵生洋 

赵诗怡 赵世敏 赵顺叶 赵苏利 赵甜甜 赵韦 

赵伟 赵炜 赵新国 赵星 赵旭明 赵亚敏 

赵嫣然 赵炎梅 赵龑 赵艳 赵燕燕 赵益槽 

赵毅飞 赵莹 赵永巧 赵玉婷 赵月香 赵云 

赵志 赵志坤 赵志玲 赵重阳 镇晶晶 郑江南 

郑金凤 郑林 郑梦晓 郑宁宁 郑庆斌 郑瑞强 

郑侠 郑绪梅 郑雁 郑轶群 郑智宙 支曼曼 

钟静艳 钟莉莉 钟姝 钟晓媛 钟益珏 仲崇俊 

仲芬芳 仲怀凤 仲磊 仲蓉蓉 仲瑜 仲昭金 

周保纯 周楚 周春香 周春娅 周聪 周冬芳 

周范兵 周方 周峰 周国平 周海芹 周海燕 

周海燕 周楫 周继圣 周洁 周婕 周金红 

周锦桃 周晶 周静 周静 周恺 周立杰 

周丽华 周莉 周连 周亮亮 周玲 周玲华 

周玲瑞 周路阳 周美君 周敏 周敏 周敏 

周宁 周宁人 周萍 周萍 周倩华 周琴 

周晴 周蓉 周蓉 周茹 周曙俊 周思莹 

周苏 周涛 周婷婷 周婷婷 周童 周童 

周玮 周文慧 周文珍 周雯雯 周希妹 周小靖 

周晓晨 周晓兰 周鑫 周鑫 周徐春 周燕 

周叶青 周漪 周颖 周颖 周颖 周颖 

周永梅 周游 周玉 周玉清 周媛苑 周赟 

周云 周运海 朱安华 朱安秀 朱宝 朱蓓 

朱碧琳 朱伯金 朱成华 朱传龙 朱丹 朱德梅 

朱发勇 朱凤才 朱凤娟 朱凤娟 朱浩 朱红 

朱红林 朱欢欢 朱佳 朱杰 朱俊岭 朱康琦 

朱莱 朱乐 朱丽华 朱丽娟 朱利玉 朱琳娜 

朱玲 朱玲 朱刘金 朱璐 朱美玲 朱萌 

朱敏 朱明星 朱乃胜 朱盼盼 朱平 朱秋籽 

朱荣鑫 朱素文 朱玮晔 朱卫华 朱魏 朱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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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祥 朱小涵 朱晓 朱晓娟 朱晓蕾 朱晓沁 

朱晓莹 朱孝雷 朱旭涛 朱轩成 朱雪娟 朱亚卉 

朱亚军 朱妍 朱艳 朱艳飞 朱阳阳 朱晔 

朱一新 朱祎娜 朱莹 朱影 朱玉 朱玉琴 

朱远礼 朱月娟 朱跃红 朱云鸿 朱志红 朱珠 

诸晓美 竺婷婷 祝芳芳 祝清 庄君 庄蕾 

庄丽燕 庄涛静 庄文静 庄小莉 庄晓冰 庄谊 

庄珍 訾野 宗虎 宗明珠 邹春芳 邹君俊 

邹磊 邹丽婷 邹莉莉 邹平 邹王军 邹小兰 

祖梦婷 左靖芳 左静 左美云 左祥荣 左亚玲 

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报道组：《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公布》，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https://unn.people.com.cn/2020/0228/c14717-31609930-5.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附录（18）：江西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225人） 

 

艾秋旬 艾涛 鲍立杰 鲍燕芳 蔡飞燕 蔡荣娣 

蔡淑红 蔡紫云 曹春水 曹晶 曹竣 曹梦玲 

曹群梅 曹英 曹志忠 曾冬珍 曾凡荣 曾福梅 

曾桂花（1） 曾桂华（8） 曾丽萍 曾林祥 曾璐 曾明婷 

曾省都 曾宪忠 曾小军 曾小莉 曾小庆 曾晓琴 

曾欣荣 曾焱英 曾燕晶 曾照彬 曾振国 查夏琴 

查小琴 陈爱英 陈斌燕 陈冰 陈财秀 陈彩萍 

陈琛 陈诚 陈传辉 陈翠琴 陈丹 陈丹丹 

陈芳 陈芬 陈福英 陈抚平 陈国峰 陈宏 

陈洪 陈欢 陈卉 陈慧芳 陈继林 陈佳琦 

陈锦峰 陈凯 陈蕾 陈丽娟 陈丽婷 陈林 

陈灵伟 陈路榕 陈美玲 陈美茜 陈明 陈萍华 

陈茜 陈上学 陈升 陈姝慧 陈姝燕 陈淑婷 

陈淑云 陈陶 陈婷越 陈舞英 陈小珍 陈晓敏 

陈雪梅 陈扬扬 陈阳 陈杨媛 陈瑶 陈懿建 

陈英 陈莹 陈勇 陈玉玲 陈钰浠 陈月萍 

陈珍珍 陈志 谌文静 谌欣 成娟 程斌 

程辉 程薇 程晓萍 程柚圆 程媛 楚瑞阁 

代丹丹 戴福荣 戴莉璟 戴青 戴少华 戴棠华 

戴小燕 戴燕灵 邓福谋 邓慧芳 邓晶 邓久 

邓丽花 邓丽萍 邓明鸿 邓啟双 邓卫国 邓文洁 

邓小香 邓育航 邓媛媛 丁成志 丁菲燕 丁健 

丁杰 丁岚 丁一梅 董东伟 董红红 董露露 

董美玲 董日 董双虎 杜安乐 杜晓红 杜雪英 

https://unn.people.com.cn/2020/0228/c14717-31609930-5.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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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明 段娟娟 段晓萱 段雪芳 段亚芸  段云霞 

段志胜 樊笑 范俐华 范琦茜 范瑞琪 方佳 

方军华 方亮 方玲 方苗苗 方素萍 方小梅 

冯丽萍 冯美英 冯艳明 付爱清 付俊杰 付淼 

付绍燕 付书彩 付婷婷 付苑歆 付正芳 傅丽萍 

傅欣瑶 傅银娣 甘露 淦鑫 高成军 高春丽 

高军 高梅梅 高明龙 高雪萍 高仪 葛善飞 

龚俊平 龚良国 龚梦云 龚苗苗 龚敏 龚小青 

龚毅 龚园其 龚赞江 龚志斌 顾咸斌 顾雅斯 

顾云雨 桂玲 郭宝明 郭桂芳 郭惠香 郭俊清 

郭昆 郭兰 郭丽华 郭莉媛 郭莲 郭林 

郭美娟 郭明 郭起财 郭青 郭水华 郭燕花 

郭猷殚 韩飚 韩海云 何佰顺 何海林 何菊贤 

何亮 何林 何敏 何平 何书婷 何树添 

何显炬 何晓维 何耀琴 何媛媛 何炤锋 何珍 

贺璐 贺雅琳 洪鐙光 洪金花 洪涛 洪文娟 

侯良 胡诚 胡春芳 胡春艳 胡德飞 胡根 

胡海霞 胡红梅 胡家旭 胡健 胡锦清 胡晶 

胡君 胡磊 胡丽平 胡灵燕 胡玲 胡露露 

胡美玉 胡敏华 胡佩 胡谦 胡俏 胡涛 

胡婷 胡万峰 胡向 胡星 胡衍辉 胡燕燕 

胡洋 胡耀飞 胡亦伟 胡翌 胡月鹏 胡芷君 

胡志华 胡著芹 华福洲 华伟 华懿 黄碧 

黄丹 黄朵 黄芬 黄恭强 黄鹤 黄坚 

黄建生 黄江 黄娇 黄娟萍 黄乐 黄黎 

黄丽青 黄琳 黄璐璐 黄平 黄琦 黄倩 

黄琴 黄清 黄仁发 黄神安 黄庭 黄婷 

黄文静 黄文蕾 黄仙保 黄先豹 黄显斐 黄小瑜 

黄鑫 黄秀华 黄姚 黄永琪 黄振飞 黄震 

黄正明 黄自珍 季媛 贾丹 贾龙睿 贾婷 

江帆 江丽 江魏 江小杰 江瑶 姜超 

姜艺 蒋孔明 蒋星 蒋雪莲 金凤奎 金甜甜 

金星 金玉梅 阚静 康莉萍 康满云 康云 

柯有韬 孔爱民 匡志超 邝丽娟 况丹丹 况夏云 

来娇 赖朝晖 赖红琳 赖家连 赖玲玲 赖小婧 

赖晓勇 赖永辉 赖芸 兰全明 蓝丽芳 蓝希燕 

蓝欣 乐丽华 雷洪峰 雷慧娟 雷玲 雷晓晓 

雷宇鹏 黎昌茂 黎春花 黎芳 黎凤 黎进 

黎丽兰 黎琪 黎青兰 黎曙霞 黎婷婷 黎雯 

黎一群 李阿芳 李宝兰 李超 李超琴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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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如 李帆 李凡 李芳萍 李飞红 李福太 

李福星 李国强 李海林 李红花 李华东 李华丽 

李健雄 李娇 李洁（1） 李洁（2） 李俊玉 李兰红 

李乐 李立岩 李丽 李莉（2） 李莉（5） 李靓萍 

李玲玉 李璐 李敏 李铭 李萍 李强 

李琴 李润萍 李赛金 李珊珊 李少峰 李苏田 

李腾龙 李文峰 李稳 李小芳 李彦珊 李燕 

李玚 李宜锋 李玉珍 李媛媛 李召军 李政嫱 

李志峰 李智琴 李中静 李州 历风元 利玲 

梁欢欢 梁洁娴 梁娟娟 梁敏 梁启军 梁倩英 

梁文英 梁燕芸 梁应平 两虹 廖剑平 廖璐 

廖满飞 廖少源 廖婷 廖伟 廖娅婷 廖雁 

廖燕婷 廖颖 廖玉田 林海 林红兰 林童 

凌华 刘邦 刘必成 刘超 刘楚君 刘春亮 

刘定华 刘芳 刘海燕 刘红红 刘鸿宇 刘惠芳 

刘佳 刘佳星 刘建 刘建华 刘建生 刘江 

刘洁 刘金明 刘静 刘娟（3） 刘娟（5） 刘娟（8） 

刘娟娟 刘君 刘俊娣 刘骏 刘兰凤 刘丽 

刘丽芳 刘丽华 刘丽琴 刘莉 刘玲 刘玲玲 

刘凌 刘璐 刘萍 刘齐芳 刘强 刘桥生 

刘琴 刘清江 刘珊 刘松 刘素珍 刘涛 

刘桃 刘威 刘文婷 刘文霞 刘小华 刘小良 

刘小燕 刘晓峰 刘晓辉 刘晓龙 刘晓明 刘筱珺 

刘新 刘新举 刘鑫 刘星华 刘轩 刘雪妹 

刘炎萍 刘燕（3） 刘燕（6） 刘燕（7） 刘燕军 刘瑶 

刘毅 刘友饶 刘瑜 刘月忠 刘泽圣 刘志红（1） 

刘志红（8） 刘智勇 刘仲阳 柳建 柳群艳 柳霞 

龙璜 龙婷婷 卢娟 卢美玲 卢其玲 卢绍辉 

卢文凤 卢艳 芦梵 陆景华 陆鹏 罗斌华 

罗才祥 罗丹 罗佛全 罗佳 罗金莲 罗玲 

罗满生 罗钦勋 罗琼清 罗燃燃 罗书华 罗涛 

罗文英 罗艳 罗燕 罗义国 罗宇 罗玉芳 

罗雲娇 罗蕴琛 吕红梅 吕虹 吕华玉 吕林荣 

吕品 吕晓逵 吕信华 吕学富 马久红 毛洪涛 

毛梅 毛盛勋 毛志发 梅舒翀 闵彩云 闵香连 

明心海 牡霞 聂庆 聂同 牛凡 欧阳春华 

欧阳萍 欧阳松茂 欧阳远辉 欧阳泽 欧阳长生 帕让甘鹏燃 

潘泓 潘长霞 庞水子 裴玉苹 朋程 彭德昌 

彭凤 彭红星 彭丽欢 彭丽燕 彭联平 彭林梅 

彭林敏 彭敏 彭蓉萍 彭涛 彭婷 彭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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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杰 彭小平 彭志慧 齐秋梅 秦志文 邱晗晖 

邱结华 邱祺 邱诗发 邱兴庭 邱雪花 邱艺 

邱莹莹 邱玉芳 瞿丽娟 瞿璐吉 全丽萍 饶海红 

饶堃 饶鹏程 饶运帷 任智珍 阮灵玲 沙娟 

尚清 邵青霞 沈娟 沈佩雷 沈威 沈晓炎 

盛蕾 盛亚萍 施彦卿 施艳 石峰 石建邦 

史鹤 史荣萍 舒欣 舒徐 双小燕 宋萍 

宋婷 宋枝 苏强 苏勇 孙芬芳 孙海康 

孙黄涛 孙娇娇 孙洁 孙珂 孙雁 谭春红 

谭佳 谭巍 谭紫忆 汤佳珍 唐从发 唐海花 

唐海芸 唐红丽 唐建 唐杰 唐浪娟 唐刘巧 

唐庆武 唐荣繁 唐琬钧 唐文静 唐晓媛 唐翼龙 

唐涌通 陶剑 陶洁 陶洁 陶丽玲 陶少宇 

陶寻 陶颖 陶玉茹 田佩珊 童建林 童立云 

童旭芳 涂堃 涂乐佳 涂理花 涂琳 涂美珍 

涂杳然 土萍 宛婷 万蝉俊 万道谋 万芬 

万慧敏 万建国 万凯琳 万丽 万琳 万梅珍 

万梦清 万三艳 万思 万松 万婷 万小玲 

万小艳 万璇 万莹 万宇频 万赟 汪芳 

汪芬 汪广凤 汪明雪 汪沛沛 汪琴 汪淑英 

汪玉枝 汪云梦 王陈 王春 王春梅 王丹丹 

王芳 王芬（3） 王芬（5） 王富波 王馥君 王冠兰 

王洪涛 王慧 王佳 王佳明 王瑾 王娟 

王俊 王开阳 王恺 王丽晖 王丽娟 王利芳 

王玲 王禄 王梅珍 王美秀 王萌 王平 

王萍 王启平 王倩 王润秀 王省堂 王圣英 

王书明 王树生 王婷 王婷婷 王薇 王希 

王细金 王香 王小惠 王小建 王艳 王玚 

王义兵 王义为 王艺 王印花 王颖娟 王瑜 

王玉华 王圆媛 王媛 王玥 王振霞 王治华 

王珠君 韦华璋 魏乐琴 魏婷 魏益平 魏远江 

温金玲 温薇 文通 文秀兰 翁华娟 翁建光 

翁文轩 翁小丽 吴白慧 吴翠丽 吴芳 吴国军 

吴海鑫 吴佳健 吴佳乐 吴军 吴丽花 吴丽娟 

吴连祯 吴美凤 吴鹏 吴琦雯 吴巧珍 吴庆飞 

吴韧洁 吴眚 吴婷 吴弯弯 吴西雅 吴贤秋 

吴小华 吴小丽 吴晓春 吴晓昇 吴亚萍 吴艳 

吴燕（2） 吴燕（6） 吴燕蓉 吴瑶君 吴寅 吴莹 

吴映霖 吴泽娣 吴支喜 吴芷钦 吴智丽 伍超 

伍梅凤 伍琪 伍秀燕 伍焱 席文娜 席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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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林 夏引芳 夏莹 向晖 肖春红 肖萃 

肖嘉 肖军健 肖龙琴 肖彭 肖谦 肖清英 

肖甜 肖翔宇 肖雅萍 肖羽娟 肖钺 肖峥 

谢芬 谢芬芬 谢璐 谢琴 谢秋霞 谢伟军 

谢卫 谢文 谢湘梅 谢小梅 谢晓静 谢晓娜 

谢艳梅 谢奕亮 谢玉兰 谢昀 辛倩 熊博文 

熊丹 熊芳婷 熊红 熊华东 熊华苓 熊佳佳 

熊洁 熊丽玲 熊丽娜 熊琴 熊青媛 熊淑珍 

熊衍峰 熊艳云 熊悦涛 熊云 熊振强 熊政 

吁慧娜 徐超 徐春燕 徐丹 徐富武 徐刚 

徐港连 徐辉艳 徐建军 徐洁 徐晶宜 徐婧 

徐凯亮 徐康 徐立新 徐丽 徐连强 徐美瑛 

徐梦韩 徐清辉 徐庆金 徐琼 徐思思 徐婷 

徐小军 徐晓明 徐燕娟 徐宇霞 徐玉辉 许奔 

许芬 许建宁 许庆琴 许娴 薛小琴 薛正彪 

鄢波 严俊 严琳 严树梅 颜红 颜金花 

颜伟中 杨蓓琦 杨成 杨欢（8） 杨欢（9） 杨辉利 

杨佳 杨剑斌 杨金玉 杨娟 杨丽兰 杨丽珠 

杨莉 杨柳（3） 杨柳（6） 杨曼 杨梅 杨娜 

杨茜 杨琴 杨青 杨群 杨文龙 杨显 

杨小刚 杨小艳 杨晓芙 杨玄勇 杨阳 杨洋 

杨宇 杨悦雯 杨政 尧文钟 姚传 姚翠玲 

姚晖明 姚佳丽 姚景春 姚声珉 叶柄锋 叶江浙 

叶李莎 叶仁江 叶荣峰 叶文峰 叶小建 叶心杰 

易继三 易晶 易凯芳 易丽平 易利波 易玮沂 

易卫环 易勇 易宇玲 殷慧 殷美霞 殷琪 

殷然 殷小平 尹玉婷 应红波 游思梦 游雪娇 

余爱云 余华 余佳菊 余娇 余科京 余腊梅 

余丽 余素娟 余小燕 余小云 余英荪 余知依 

余舟 俞嘉昳 宇翔 喻华 喻杰 喻玲艳 

喻企青 喻秋平 袁菁 袁林辉 袁朋朋 袁茜 

袁善斌 袁水生 袁小莲 袁小亮 袁雨娇 袁玉娇 

岳诗琪 詹传斌 詹芳芳 詹湾湾 詹亚琨 詹勇慧 

占城 占艳芳 张灿玲 张超 张慈 张东东 

张庚华 张国妹 张海琼 张海容 张红进 张会娜 

张金财 张乐 张丽 张丽青 张莉琴 张麟 

张玲 张梅芹 张美凤 张觅 张明华 张鹏 

张琪 张倩影 张强 张巧玲 张士妮 张婷 

张微 张巍 张维新 张伟红 张文峰 张心怡 

张勋 张燕燕 张翊欣 张莹 张友来 张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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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珍 张圆 张赞 张志忠 张祖英 章芳 

章际云 章诺贝 章奇 章琦 章婷 章小丹 

章莹 章玉琼 章志伟 赵冲 赵东旭 赵静 

赵琳 赵娜 赵青 赵婉如 赵雅萍 赵云 

郑芬 郑海珍 郑建刚 郑静文 郑丽琴 郑莉瑶 

郑文龙 郑雅清 郑媛媛 钟宝林 钟春兰 钟海丽 

钟晶 钟利华 钟美娟 钟明星 钟盼 钟庆媛 

钟世琳 钟双凤 钟欣 钟义华 钟玉芬 钟渊斌 

衷存智 衷文婷 周冬莲 周冬霞 周多琦 周嘉敏 

周朗 周李香 周莉莉 周亮 周玲慧 周佥 

周强 周世妹 周淑萍 周双燕 周小平 周星 

周序锋 周艳芬 周燕红 周益毅 周莹 周颖婷 

周宇璇 周玉妹 周钰 周忠忠 朱陈梅 朱丹妮 

朱地养 朱莞萱 朱海燕 朱慧敏 朱家毛 朱建伟 

朱剑 朱江珍 朱洁源 朱利梅 朱荔昆 朱涟敏 

朱琳 朱凌倩 朱敏 朱倩倩 朱尚文 朱小萍 

朱晓威 朱颖 朱宇佳 朱运林 朱志方 祝新根 

祝正誉 宗俊 宗颖 邹程燕 邹丹 邹飞 

邹福瀛 邹慧 邹俊韬 邹令 邹颞 邹蓉 

邹时林 邹维 邹燕 邹玉婷 邹镇洪 邹志胜 

左慧敏 

 

     

 资料来源：《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公布》，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文中言“1237

人”，实际 1225 人。 

 

 

 

附录（19）：辽宁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2054人） 

 

安宁 

 

安晓慧 

 

安欣 

 

安之珺 

 

安子英 

 

敖娜 

 巴楠 

 

白肪 

 

白景舒 

 

白玲赫 

 

白晓刚 

 

白秀峰 

 白雪 

 

白亚男 

 

白燕 

 

白洋 

 

白玉娇 

 

柏云光 

 班雷 

 

包蕾 

 

包梦雨 

 

包月华 

 

包志敏 

 

宝春辉 

 鲍策 

 

鲍静 

 

鲍文成 

 

毕赛男 

 

毕雪 

 

毕莹 

 边凌 

 

才权 

 

蔡宏宇 

 

蔡静 

 

蔡丽红 

 

蔡哲 

 曹晶晶 

 

曹丽华 

 

曹琳 

 

曹露 

 

曹宁 

 

曹蕊 

 曹珊珊 

 

曹爽 

 

曹晓宁 

 

曹兴革 

 

曹阳 

 

曹轶 

 曹迎 

 

曹宇勃 

 

常玓 

 

常文鑫 

 

常雯 

 

常雪 

 常袁龙 

 

车辉 

 

车丽燕 

 

车梦昕 

 

车妍 

 

陈宝石 

 陈波 

 

陈岑 

 

陈晨 

 

陈达 

 

陈道磊 

 

陈冬梅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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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敏 

 

陈芙 

 

陈汉敏 

 

陈慧敏 

 

陈火元 

 

陈佳 

 陈佳鑫 

 

陈晶 

 

陈晶玉 

 

陈峻鹏 

 

陈磊 

 

陈丽（5） 

 陈丽（9） 

 

陈丽君 

 

陈良宏 

 

陈亮 

 

陈列 

 

陈琳琳 

 陈玲 

 

陈明 

 

陈莫 

 

陈娜 

 

陈宁（5） 

 

陈宁（9） 

 陈鸥 

 

陈平（11） 

 

陈平（12） 

 

陈然 

 

陈时雨 

 

陈书音 

 陈斯 

 

陈松惠 

 

陈婷婷 

 

陈巍巍 

 

陈晓楠 

 

陈晓旭 

 陈晓英 

 

陈晓钰 

 

陈晓芸 

 

陈鑫 

 

陈雪 

 

陈雅静 

 陈亚庆 

 

陈彦竹 

 

陈艳 

 

陈艳兰 

 

 陈阳 

 

陈杨 

 陈颖 

 

陈有秀 

 

陈媛 

 

陈缘 

 

陈玥 

 

陈泽慧 

 陈之光 

 

成百超 

 

程丹 

 

程莉莉 

 

程琳 

 

  

程青 

 程拓 

 

程熙 

 

程岩 

 

迟向一 

 

崇巍 

 

初欣欣 

 初阳 

 

褚燕 

 

丛凤秋 

 

崔本科 

 

崔春生 

 

崔丹 

 崔浩 

 

崔京爱 

 

崔丽颖 

 

崔楠楠 

 

崔圣一 

 

崔文权 

 崔啸 

 

崔欣 

 

崔雪曼 

 

崔艳（5） 

 

崔艳（10） 

 

 崔赢 

崔赢 

崔赢 

崔赢 

崔赢 

 

崔赢 

 

崔赢 

 

崔颖 

 

 

崔长征 

 

代茹玲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代晓红 

 

戴聪 

 

戴红 

 戴丽婷 

 

戴若琳 

 

单丽沈 

 

党一兵 

 

邓虎 

 

邓莉 

 邓林琳 

 

邓明涵 

 

邓娜 

 

邓淑玲 

 

邓硕 

 

邓天宇 

 刁亚萍 

 

丁芳 

 

丁洪川 

 

丁雷 

 

丁立岩 

 

 丁丽丽 

丁丽丽 

 

丁丽丽 

 

丁宁（3） 

 

丁宁（5） 

 

丁仁彧 

 

丁晓欢 

 

丁宇琦 

 

丁元媛 

 丁钊 

 

丁峥 

 

董畅 

 

董晨光 

 

董承舒 

 

董春钵 

 董翠 

 

董菲 

 

董翰博 

 

董华承 

 

董华承 

 

董慧 

 董丽 

 

董霖 

 

董瑞环 

 

董婷婷 

 

董晓璐 

 

董啸旺 

 董旭 

 

董营 

 

董赢 

 

董颖 

 

董永鑫 

 

董云丽 

 都天鹅 

 

杜健 

 

杜美娇 

 

杜守治 

 

杜伟 

 

杜文萍 

 杜晓琳 

 

杜鑫涓 

 

杜银科 

 

杜莹 

 

段德强 

 

段佳雪 

段桂雪 

 

段桂雪 

 

段秋宇 

 

段小宇 

 

鄂爽 

 

鄂小宇 

 

樊兴强 

 

范丽敏 

 范庆 

 

范蓉 

 

范淑波 

 

范为王 

 

范彦敏 

 

方及男 

 

方及男 

 

方丽卉 

 

方璐 

 

房松 

 

房鑫 

 

房亚妮 

 

房亚妮 

 

房媛媛 

 费莹 

 

封琳 

 

冯国和 

 

冯济龙 

 

冯娇 

 

冯洁明 

 冯丽 

 

冯琳 

 

冯龄慧 

 

冯龄慧 

 

冯敏 

 

冯伟 

 

冯献荣 

 冯星火 

 

冯秀琴 

 

冯栩姁 

 

冯雪 

 

冯永良 

 

冯雨婷 

 冯悦 

 

冯卓 

 

符加红 

 

付刚 

 

付贺飞 

 

付兰迪 

 付晓庆 

 

付晓鑫 

 

付延阳 

 

付艳 付艳冬 付瑶 

付瑛 付玉 付悦 傅莹 富妍妍 盖永健 

盖宇 高凡 高放 高菲 高寒 高洪娟 

高欢欢 高焕 高君兰 高恺 高磊 高丽红 

高利丽 高蒙 高蒙蒙 高倩 高强 高荣 

高上雅 高尚飞 高诗博 高翔（5） 高翔（5） 高亚维 

高艳 高阳（5） 高阳（5） 高杨 高洋 高英哲 

高媛 葛百平 葛君 葛庆达 葛壮 耿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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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锋 耿松 宫丽影 宫茜 龚平 龚晓男 

巩立丽 巩晓雪 勾英杰 勾玉莉 古羽 谷冰 

谷春月 谷苗 谷晓娜 谷志龙 顾吉国 顾明媚 

顾昕 顾莹 关惠丹 关娇 关丽丽 关梅 

关娜 关韧 关巍 关文贺 关晓宣 关雪峰 

关英杰 关爰 关兆媛 关智超 管秋实 管鑫 

郭斌 郭闯 郭丹 郭峰 郭海梅 郭鹤 

郭洪亮 郭洪泉 郭佳 郭家琪 郭丽华 郭丽丽 

郭琳 郭思雨 郭晓明 郭雪 郭亚男 郭亚微 

郭研 郭颖 郭媛媛 郭云芳 郭中献 国莉 

国文慧 哈欣 韩冰 韩兵 韩超 韩承孝 

韩春明 韩聪 韩丹丹 韩峰 韩敬文 韩坤 

韩卿 韩帅 韩爽 韩微 韩贤茹 韩小明 

韩晓丹 韩旭 韩雪 韩艳（5） 韩艳（5） 韩迎春 

韩影 韩永艳 韩卓越 杭帆 郝华龙 郝媛媛 

何畅 何丹 何海 何家惠 何金余 何平 

何倩 何声秀 何微 何巍 何欣 何雪娇 

何晔 赫佳 洪丞丞 洪德巍 洪源源 侯刚 

侯海燕 侯晶星 侯秋阳 侯思思 侯思远 侯薇 

侯文艳 呼风 呼娜 胡安格 胡博 胡丹 

胡东祥 胡林林 胡楠楠 胡铁成 胡巍娜 胡晓乐 

华泽玲 黄福林 黄海南 黄洪彬 黄建宁 黄美玲 

黄秋颖 黄蕊 黄婷婷 黄伟（5） 黄伟（5） 黄耀国 

黄瑛琪 黄颖林 黄映辉 霍巍 霍焰 吉凯强 

戢新平 计雪梅 纪春东 纪宏丽 纪丽丽 纪晓红 

贾宝娟 贾冬 贾放 贾宏磊 贾佳 贾梦璐 

贾娜 贾楠 贾伟 贾玉洁 贾子毅 江浩 

姜德鹏 姜慧 姜军 姜凯丽 姜丽 姜丽莉 

姜璐 姜明 姜楠 姜蕊 姜珊 姜夕姣 

姜小茜 姜晓丹 姜晓东 姜旭东 姜学智 姜艳 

姜义双 姜作勇 蒋世伟 焦光宇 焦龙友 焦阳 

矫晴 解吉雄 解莹 金宝双 金科姬 金娜 

金珊 金实 金思思 金玉 金钰 金元哲 

金月 金征 靳荣丽 荆昉宇 荆雨 景新云 

景颖 琚一鸣 鞠婷婷 孔祥鹏 孔滢雪 寇馨元 

匡丹 来晓玉 兰东旭 兰晶 兰天 兰伟浩 

蓝涛 雷露 冷彬彬 冷美君 李安 李柏新 

李宝华 李滨 李冰（10） 李冰（5） 李彩霞 李春 

李春柳 李春伟 李丛新 李丹（5） 李丹（6） 李道伟 

李德斌 李德明 李丁蕾 李东 李东杰 李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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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李丰满 李付立 李广丹 李桂金 李国栋 

李国福 李国林 李海丽 李捍司 李杭 李红 

李红茹 李宏宇 李洪亮 李洪石 李环 李慧（5） 

李慧（11） 李佳 李佳玮 李佳洋 李娇娇 李教 

李杰 李洁 李菁 李晶（1） 李晶（1） 李晶（5） 

李靖 李静 李娟 李俊杰 李俊美 李乐 

李丽 李丽萍 李良 李亮 李林泽 李玲 

李璐 李论 李曼 李芒 李淼 李珉 

李敏 李明东 李明飞 李明辉 李明明 李娜（5） 

李娜（9） 李楠（10） 李楠（5） 李楠（5） 李楠（5） 李楠楠 

李宁 李澎 李齐 李奇 李茜 李强 

李庆松 李秋 李让 李锐 李珊珊 李诗 

李帅 李双艳 李爽（5） 李爽（11） 李爽（11） 李思露 

李思遥 李松孺 李潭 李添丁 李铁英 李万志 

李威 李薇（5） 李薇（5） 李唯一 李维杰 李伟（5） 

李伟(11)

（11） 

李卫洪 李文雅 李霞（5） 李霞（5） 李霞（5） 

李响 李枭雄 李晓川 李晓飞 李晓玲 李晓梅 

李晓彤 李晓婴 李晓瑛 李欣 李新 李新宇 

李馨 李鑫 李秀英 李旭阳 李学渊 李雪（5） 

李雪（5） 李雪（5） 李雪（9） 李雪（9） 李雪松 李雅君 

李延辉 李岩 李彦蓉 李艳 李艳霞 李燕 

李阳（5） 李阳（5） 李阳毓 李杨 李洋 李叶卿 

李英 李英慧 李莹莹 李颖 李影 李永凤 

李永杰 李永忠 李勇 李雨薇 李玉龙 李煜 

李圆圆 李媛媛 李悦 李云光 李长辉 李兆群 

李振兴 李志祥 李治国 李智慧 李竹 李壮 

李卓 李作华 李作坤 李作盐 历红 厉春 

连捷 梁峰硕 梁宏军 梁杰 梁坤 梁亮 

梁明星 梁爽 梁燕 梁雨鑫 廖东 林岚 

林权 林群 林爽 林霞 林跃强 刘爱玲 

刘斌 刘冰 刘波 刘波 刘博阳 刘昶 

刘晨曦 刘冲 刘丹（1） 刘丹（3） 刘丹（5） 刘丹（5） 

刘丹（5） 刘丹（11） 刘丹丹 刘丹舟 刘娣 刘冬冬 

刘冬洋 刘璠 刘芳 刘飞 刘菲 刘刚 

刘哥良 刘鸽 刘海鹏 刘海涛 刘晗喆 刘赫 

刘宏梅 刘宏宇 刘虹坚 刘洪波 刘辉 刘吉义 

刘佳（5） 刘佳（5） 刘佳英 刘珈宁 刘骞楠 刘金忠 

刘军格 刘凯（3） 刘凯（5） 刘颗超 刘立宪 刘丽 

刘丽娜 刘丽颖 刘亮 刘列 刘林（4） 刘琳（5） 

刘琳琳 刘美 刘美玲 刘苗苗 刘沐涵 刘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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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6） 刘盼盼 刘茜 刘倩（5） 刘倩（5） 刘倩茹 

刘庆阳 刘莎 刘珊珊 刘胜 刘盛力 刘士杰 

刘世朋 刘首阳 刘殊 刘帅 刘双 刘爽 

刘思德 刘思嘉 刘涛 刘天尧 刘婷 刘薇 

刘文利 刘文婷 刘文忠 刘纹波 刘夏 刘先芹 

刘宪峰 刘小飞 刘晓东 刘晓翔 刘晓云 刘昕 

刘新宇 刘馨羽 刘鑫(5) 刘鑫(5) 刘秀丽 刘秀梅 

刘旭 刘旭龙 刘旋珺 刘学文 刘学勇 刘雪丹 

刘雪娇 刘妍君 刘岩峰 刘艳 刘艳红 刘艳华 

刘艳君 刘阳 刘杨 刘洋（1） 刘洋（11） 刘一樾 

刘奕辰 刘英楠 刘莹莹 刘颖 刘永娜 刘永宁 

刘宇峰 刘宇焓 刘宇秋 刘玉 刘悦 刘芸含 

刘兆崇 刘震 刘志宇 刘智清 刘卓 刘子龙 

刘子薇 刘子仪 柳立岩 柳士博 柳雯悦 龙泽南 

卢春茂 卢春明 卢文宇 卢晓博 芦志丹 鲁杰 

陆常玲 陆丹 陆佳 陆美慧 陆美艳 陆洋 

鹿红静 路栋栋 栾博 栾博楠 栾天驰 栾晓春 

栾正刚 罗丽 骆影 吕博燕 吕萃萃 吕菲菲 

吕含 吕娇 吕丽 吕鹏 吕胜男 吕舒婕 

吕述明 吕文琦 吕艳东 吕耀莹 吕志远 马波 

马芳 马国玲 马汇竹 马江伟 马娇 马金娜 

马景宏 马君倩 马凯达 马立东 马丽 马丽影 

马林 马凌元 马璐璐 马楠 马宁 马千惠 

马蕊 马若强 马爽（5） 马爽（11） 马望 马葳威 

马晓欢 马新跃 马旭 马雪 马岩岩 马英 

马玉东 毛艳平 毛俣贺 孟大为 孟凡亮 孟焦 

孟娜 孟齐 孟田田 孟婉晴 孟希 孟晓丹 

孟泳廷 孟震 苗驰 苗桧勇 苗俊晓 明宁 

明莹莹 穆倩仪 穆晓宇 穆雪 那娜 那齐超 

那莹 奈作姝 聂丹凤 聂芳 聂恒 聂取 

聂树志 聂颖 宁婷婷 宁欣 宁雪娇 牛承运 

牛琳 牛猛 牛永军 牛玉龙 牛志强 欧阳健 

潘百灵 潘丹丹 潘多 潘佳丽 潘琳 潘启民 

潘树民 潘晓玉 潘修皎 潘艺方 潘英狭 潘颖 

潘颖丽 潘月 潘振强 庞昶 庞朝 庞大勇 

庞立娟 庞文跃 庞怡 逄双双 裴丽 彭博 

彭永锋 蒲宇赋 戚慧霞 亓磊磊 齐红阳 齐慧莲 

齐卿杉 齐向秀 齐小雪 齐志莹 祁欣 祁迎春 

綦美玲 綦美艳 钱丽鑫 乔辉 乔天驰 乔天琪 

乔兴科 乔璋晓 秦维 秦叶红 秦铮 邱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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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丽华 邱胜男 邱实 屈盈 曲波 曲博文 

曲春颖 曲丹 曲东霞 曲冬梅 曲范杰 曲慧 

曲惠惠 曲丽 曲蕊 曲艳红 曲莹莹 曲蕴憧 

曲芷萱 权红 任迪 任海波 任家洋 任洁 

任静 任立杰 任丽霜 任玲（7） 任玲（10） 任闽敏 

任宪军 任晓艳 任毅 任莹 任颖 任颖颖 

任永鑫 任玉峰 任媛 任越磊 茹娲 阮琳 

桑甜 桑晓娜 沙楠楠 沙芷伊 尚东 尚文飞 

尚占鑫 邵丹 邵海南 邵会来 邵龙 邵文娟 

邵云 邵忠 佘艳君 申丽丽 申申 申思隽 

申斯 申斯 沈国强 沈海涛 沈明 沈毅 

生薪彤 盛晓丽 石峰 石晗 石佳 石可 

石天奇 石旭满 石雪 石岩 时娜 时伟楠 

史册 史翠华 史珂凡 史可 史丽虹 史丽玲 

史丽娜 史旭 宋贝贝 宋军民 宋丽娟 宋丽萍 

宋娜 宋文良 宋研 宋扬 宋莹莹 宋宇 

宋宇宁 宋悦玲 宋喆辉 苏金霞 苏琳娜 苏琦 

苏小妹 隋吉峰 隋佳伶 隋韶光 隋泰北 孙博 

孙畅 孙丹丹（5） 孙丹丹（7） 孙德日 孙殿鹏 孙东 

孙东升 孙冬 孙积镔 孙佳音 孙健 孙京亚 

孙晶晶 孙景涛 孙来仁 孙丽丽（5） 孙丽丽（9） 孙丽萍 

孙莉莉 孙璐璐 孙曼倩 孙密密 孙妮 孙琦 

孙倩 孙荣娇 孙蕊 孙诗尧 孙书字 孙爽 

孙婷(5) 孙婷(5) 孙巍巍 孙维巍 孙伟民 孙文娟 

孙锡同 孙喜家 孙晓晶 孙晓楠 孙晓旭 孙晓莹 

孙晓云 孙筱蕾 孙笑竹 孙秀婷 孙雪红 孙雅琦 

孙亚囡 孙洋 孙野 孙一夫 孙瑜 孙园园 

孙月 孙蕴文 孙哲 孙政延 孙忠双 索琳娜 

泰研 谭枫 谭晓彤 谭银 谭永峰 唐晋 

唐丽萍 唐鹏 唐瑞博 唐士菊 唐小莹 唐燕 

陶绪 滕晓泉 田富祥 田庚欣 田玲 田琦 

田庆 田爽 田薇 田晓梅 田勇 田玉 

田园 佟菲 佟明媚 佟淑玲 佟惟屹 佟岩 

佟毅 万洪波 万佳彤 汪彬 汪海源 汪晗 

汪家宇 汪金方 汪琳 汪秋艳 汪涛 汪一萍 

王阿楠 王爱群 王斌 王博（5） 王博（9） 王常昊 

王畅 王畅 王臣 王成军 王春丹 王春玲 

王翠辉 王丹 王丹丹 王东波 王芳 王飞雪（5） 

王飞雪

（5） 

王凤 王符琳 王冠 王光 王国力 

王国双 王海龙 王海双 王海霞 王海旭 王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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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河 王宏宇 王虹锦 王洪波 王欢（5） 王欢（5） 

王欢（5） 王欢（5） 王慧声 王佳 王佳佳 王佳旭 

王家乐 王家亮 王嘉 王健（5） 王健（5） 王娇 

王姣 王杰 王金瑛 王金悦 王锦丽 王晶晶 

王敬辰 王敬茹 王静（5） 王静（5） 王静（5） 王俊 

王俊龙 王可心 王克海 王磊 王丽 王丽君 

王丽爽 王丽微 王利 王利菊 王莉莉 王莉舒 

王林贵 王琳（8） 王琳（11） 王琳琳 王玲 王璐（8） 

王璐（12） 王露华 王曼 王美玲 王明鹤 王明利 

王囡 王楠（5） 王楠（5） 王妮 王妮妮 王宁 

王盼盼 王鹏 王奇 王琦 王启龙 王茜 

王倩(5)

（11） 

王倩（11） 王蔷 王巧 王巧蓉 王琴琴 

王晴 王庆（6） 王庆（9） 王庆玺 王锐 王瑞(5) 

王瑞 王瑞超 王珊 王珊珊（5） 王珊珊（7） 王圣治 

王诗宇 王舒 王帅 王双 王斯阳 王涛 

王天竹 王婷 王童 王威 王威威 王薇 

王巍 王为斯 王玮 王畏 王文冰 王文思 

王文婷 王文玉 王锡刚 王羲 王湘南 王晓晨 

王晓蕾 王晓梅 王晓美 王晓妍 王昕 王欣 

王新 王新亮 王新伟 王鑫 王鑫 王旭梅 

王学慧 王雪 王雪 王雅楠 王亚娜 王亚男 

王亚楠 王妍 王妍力 王岩 王岩 王艳红（5） 

王艳红

（9） 

王艳丽 王艳玮 王洋（3） 王洋（5） 王洋洋 

王怡 王怡清 王旖旎 王艺潼 王英丽 王瑛慧 

王迎莉 王莹 王营 王颖 王颖妍 王映涵 

王勇（5） 王勇（9） 王宇 王宇婷 王语嘉 王语嫣 

王玉 王媛（5） 王媛（9） 王媛媛 王月亮 王月龙 

王月新 王玥 王悦 王悦伟 王越洋 王哲 

王振宁 王振强 王正则 王政华 王之余 王志宇 

王治斌 王中行 王卓 王子江 王子骄 王梓芳 

卫桂霞 卫宏 魏洪艳 魏来 魏伟 魏蔚 

魏晓婉 魏昕 魏欣 魏旖旎 温德辉 闻鹏飞 

吴岑 吴丹 吴迪（3） 吴迪（11） 吴菲 吴海洋 

吴坤 吴磊 吴丽艳 吴梅梅 吴奇泽 吴瑞琪 

吴爽 吴思倩 吴薇薇 吴文佳 吴文政 吴晓宇 

吴筱屿 吴旭楠 吴艳红 吴艳华 吴洋 吴漾 

吴莹 吴莹薪 吴跃 吴云 吴智堃 武强 

夏冰 夏静 夏俊哲 夏梦岩 夏明 夏明珠 

夏榕 夏园建 線佳威 向蓂 肖秀良 肖洋 

肖尊瑶 谢昂 谢佳宁 谢坤 辛永波 辛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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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玉冬 信志华 星月 邢程 邢程程 邢海洋 

邢静 邢小艺 邢晓雷 邢晓月 邢星 邢月 

兴海涛 熊军宁 熊英 修国权 修美凤 徐程洁 

徐翠 徐芳芳 徐国君 徐海峰 徐浩 徐洪斌 

徐焕铭 徐继昌 徐家亮 徐婧 徐昆 徐莉莉 

徐林松 徐明秀 徐宁 徐青 徐庆鹏 徐锐 

徐婷婷 徐彤 徐小嫚 徐晓萌 徐晓轩 徐雪锦 

徐阳 徐杨 徐烨 徐英辉（5） 徐英辉（5） 徐瑛 

徐莹莹 徐颖（5） 徐颖（5） 徐智 许朝霞 许聪 

许洪波 许洪卫 许蕾 许立薇 许巍 许颖 

许志欢 许志荣 薛梵石 薛海英 薛红 薛宏丽 

薛洁 薛玲玲 薛满全 薛婷婷 薛晓莹 延飞飞 

闫春来 闫凡芝 闫舒 闫雪 闫玉翠 严正东 

阎冬旭 阎璐 颜秉菊 颜菊 颜丽 燕搏 

杨昌平 杨超 杨晨 杨承国 杨初蔚 杨丹 

杨帆 杨帆 杨馥睿 杨桂玲 杨海燕 杨华 

杨辉 杨佳莉 杨洁 杨金霞 杨晶 杨靖岫 

杨君 杨俊波 杨乐 杨丽 杨丽丽 杨丽平 

杨柳 杨璐 杨璐璐 杨漫 杨美子 杨猛 

杨男 杨琦 杨谦 杨秋 杨斯涵 杨婷 

杨威 杨薇 杨文姝 杨骁 杨晓婷 杨旭 

杨学平 杨亚丽 杨扬 杨银凤 杨英辉 杨盈 

杨颖 杨玥 杨赟 杨泽辉 杨振 杨振宇 

杨筝 姚程程 姚欢欢 姚霁桐 姚佳 姚鹏梅 

姚世明 姚文 姚文艳 姚秀林 要文静 叶红 

叶明月 叶蕊 叶斯文 伊静 易先丽 易园园 

殷丹 殷彭 尹超 尹冬雪 尹方 尹文 

尹欣欣 尹雪 尹媛 尤博 尤莉 由继鑫 

于博 于超 于臣 于迪 于丁一 于东月 

于刚 于国洋 于航 于浩 于洪波 于欢 

于辉 于家伟 于杰 于景乾 于苓 于苗苗 

于淼（5）

(（11） 

于淼（11） 于敏 于娜（5） 于娜（6） 于娜（9） 

于蕊 于睿 于莎 于绍英 于田鹏 于王彦 

于维君 于小淳 于晓明 于欣（5） 于欣（5） 于雅秋 

于艳 于洋 于野 于映 于永平 于永祥 

于泳 于悦 于志超 余晓凌 余砚华 元成海 

袁丹 袁菁 袁玲 袁中武 原艺 岳宗彦 

臧明月 臧哲 迮玉杰 翟桂兰 翟相举 翟艳 

翟永贞 战婷婷 战玉华 张 d 丹 张阿玲 张波（1） 

张波（4） 张波（5） 张勃 张博强 张博泉 张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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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莹 张弛 张春艳 张春雨 张翠婷 张翠英 

张德鹏 张东伟 张东勇 张芳 张凤香 张钢 

张戈 张贵月 张国昌 张海明 张海兴 张红英 

张宏宇 张洪颖 张辉（4） 张辉（5） 张佳会 张家勇 

张建（8） 张健（4） 张健（6) 张蕉 张杰 张洁 

张尽晖 张晶 张婧竹 张静（5） 张静（5） 张静伟 

张筠 张俊丽 张珂鑫 张奎军 张蕾 张黎黎 

张丽杰 张丽丽 张丽嫚 张丽嫚 张丽萍（8） 张丽萍（9） 

张莉（9）

（10） 

张莉（9） 张莉（10） 张莉（11） 张亮 张玲(5) 

张玲(10) 张璐（10） 张璐（11） 张露 张曼 张曼桐 

张眉眉 张萌 张苗 张敏琪 张明明 张洺康 

张娜（5） 张娜（5） 张楠 张鹏 张琦 张棋 

张倩（5） 张倩（5） 张倩（5） 张倩雯 张强毅 张汝峰 

张入月 张睿 张善红 张诗梦 张树军 张霜 

张嗣颖 张松 张素文 张甜 张婷 张婷婷 

张彤 张巍 张维蔚 张伟 张文俊 张文雪 

张雯 张惜妍 张显赫 张向东 张肖冰 张小庆 

张晓博 张晓丹 张晓盼 张晓旭 张晓宇 张笑天 

张笑竹 张心刚 张欣 张新 张新财 张新宇 

张鑫 张鑫微 张星辰 张醒 张兴华 张秀阁 

张秀娇 张秀霞 张旭 张旭 张亚玲 张亚男（5） 

张亚男

（5） 

张延鹏 张岩 张岩 张艳江 张阳 

张野 张一径 张颐华 张英 张迎春 张莹 

张颖 张影 张永利 张勇 张宇（1） 张宇（3） 

张宇（5） 张宇（9） 张雨婷 张峪 张钰卿 张元元 

张媛桢 张玥 张韵岩 张哲 张芝瑶 张志鹏 

兆慧丹 赵安琪 赵冰冰 赵博（5） 赵博（8） 赵晨 

赵春静 赵丹 赵东 赵冬芳 赵冬梅 赵冬雪 

赵海鹰 赵红艳 赵宏宇 赵洪露 赵鸿梅 赵辉 

赵佳明 赵姣 赵晶晶 赵婧含 赵克明 赵黎黎 

赵黎明 赵立 赵丽娜（1） 赵丽娜（5） 赵连琪 赵濛 

赵孟 赵娜 赵楠 赵宁 赵琪 赵琦 

赵强 赵巧玲 赵庆华 赵庆丽 赵珊 赵树宏 

赵爽 赵婷婷 赵伟烨 赵晓慧 赵晓颖 赵晓宇 

赵新 赵鑫 赵旭东 赵雪娇 赵亚东 赵亚静 

赵砚 赵艳敏 赵懿倩 赵莹莹 赵永娟 赵勇 

赵宇 赵宇航 赵雨 赵玉影 赵钰 赵媛 

赵媛媛 赵越 赵赜 赵真 赵卓 郑艾琳 

郑飞飞 郑海涛 郑华 郑继峰 郑立敏 郑璐 

郑琦 郑蕊 郑世野 郑伟 郑炜东 郑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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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雨 支宇 钟倩 钟威 钟雪焱 仲丹微 

仲书白 周宝玥 周楚铭 周丹 周殿运 周贺 

周洹 周慧芳 周佳敏 周健 周晶 周军 

周珂 周美多 周明萍 周晴 周庆伟 周仁 

周铁柱 周文姣 周霞 周晓平 周鑫 周旸 

周暘 周野 周一萌 周月 周长铭 周兆悦 

朱芳 朱贺麟 朱佳卉 朱婧 朱凯 朱丽娜 

朱莉莉 朱琳 朱楠楠 朱庆华 朱庆焱 朱晓明 

朱新江 朱育苇 祝佳佳 庄成君 庄熙晶 宗丽 

邹方兴 邹嘉慧 邹美红 邹凝 邹琦 邹素云 

邹坛 邹天资 邹昕 邹韵 左中印  

资料来源：《“辽”表寸心！2054 位辽宁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2

日，https://mp.weixin.qq.com/s/x9ls8R24S-YoRO6ZyysvJ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日。 

 

 

附录（20）：内蒙古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849人） 

 

阿拉玛斯 阿拉坦 阿日根 阿如娜 安东琴 安娇 

昂格丽玛 敖门 敖日格乐 巴根那 巴特 巴音那 

巴音通拉嘎 白阿如娜 白海峰 白吉日嘎啦 白吉日木吐 白金宝 

白岭晓 白卫平 白新宇 白艳东 白玉亮 白云 

包冬梅 包根兄 包国祥 包玲 包莎日娜 宝美玲 

宝鹏飞 宝塔娜 宝音那 鲍海文 毕红岩 毕晓波 

毕彦伟 边艳辉 蔡红霞 蔡丽丽 蔡玉萍 曹宝杰 

曹宏旺 曹晶星 曹娜 曹艳 曹洋 曹影丽 

柴红 常虹 常越 朝乐门图雅 陈辰 陈海叶 

陈佳乐 陈建功 陈洁 陈俊杰 陈乐 陈丽华 

陈丽丽 陈亮 陈美娜 陈思 陈晓静 陈鑫 

陈紫婷 晨乐木格 程慧 程立峰 程艳 程艳艳 

池礼捷 崔久红 崔瑞清 崔小玲 崔玉莹 代兄 

岱日 戴晓燕 戴兴儒 单鸿伟 单楠楠 道龙 

邓斯琴 丁家新 丁丽 丁瑞娟 丁叶飞 董奥辰 

董彩凤 董海涛（1） 董海涛(3) 董浩 董江 董丽杰 

董素艳 董天培 杜海宽 杜丽萍 杜瑞娜 段春红 

段红霞 段娟 段培林 额尔敦呼 樊笛 樊茹 

樊长娥 方国峰 冯东梅 冯丽丽 冯丽艳 冯洋 

付学锋 傅文斌 高东升 高佳 高丽霞 高敏(6) 

高敏(8) 高鹏 高润喜 高天野 高娃 高向楠 

高学学 高亚楠 高艳红 高宇超 高宇婷 高志华 

高志强 葛壮壮 耿建明 耿文娟 弓孟夏 宫宝泉 

https://mp.weixin.qq.com/s/x9ls8R24S-YoRO6Zyysv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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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翠翠 宫梅 龚志新 关智芳 郭风清 郭浩楠 

郭佳灵 郭佳妮 郭俊清 郭丽丽 郭娜 郭平 

郭瑞 郭淑红 郭伟光 郭小兵 郭鑫亮 郭雅波 

郭亚男 郭亚萍 郭艳丽 郭英晨 郭玉 国平 

国文霞 海兰 海日恒 海岩 韩丹 韩慧慧 

韩丽娟 韩蓉蓉 韩文豹 韩昕颐 韩至娇 杭盖 

杭睿 航海尔汉 郝翠霞 郝芳 郝乐 郝巧枝 

郝双喜 郝晓翠 郝艳芳 郝玉霞 何春梅 何芳 

何佳木 何淑花 贺利平 贺青云 贺引弟 贺月新 

侯磊 侯丽娟 侯丽娜 侯嵋峰 侯明星 侯颖 

呼格吉乐 胡格吉力图 胡晓春 胡伊婧 黄初一 黄鹤强 

黄琳 黄树青 黄汀碑 黄乌云高娃 黄雅云 黄裕丰 

霍沛新 霍现宾 霍炫宇 霍引军 纪瑞晓 贾翠萍 

贾国英 贾娜娜 贾晓芳 贾志喆 姜磊 姜亚龙 

蒋欣茹 焦娇 焦志刚 焦志娟 解文涛 金花 

金林 金桃 靳慧 靳尚武 景斌 景磊 

剧锦杨 康磊 科尔钦 孔繁熙 孔菲 兰志宏 

兰志君 李爱华 李宝荣 李斌 李彩东 李程 

李春波 李春卉 李春阳 李带娣 李德锋 李冬雪 

李方林 李霏霏 李凤斌 李革新 李海丽 李浩军 

李红娟 李红玲 李洪岩 李后云 李慧敏 李佳洋 

李建明 李杰 李洁 李今圣 李进鑫 李晶 

李静静 李凯 李利荣 李莉 李靓 李美桃 

李美桃 李梦颖 李明亮 李明洲 李娜 李娜 

李鹏飞 李品 李强 李燃 李淑芳 李淑芬 

李淑雯 李树欢 李树全 李天骄 李维娜 李文琴 

李秀艳 李续 李雅卿 李亚男 李娅芳 李艳楠（1） 

李艳楠（1） 李燕 李阳 李莹 李勇 李予阳 

李月娥 李云鹏 李志聪 李志蕊 厉静辉 丽丽 

利利 连欣 梁改莲 梁欢 梁连生 梁双福 

梁瑛 林东雨 蔺婷 刘春 刘春艳 刘翠芬 

刘丹丹 刘德江 刘东明 刘芳芳 刘国英 刘佳雯 

刘晶晶 刘景彬 刘靖 刘静 刘娟 刘俊祥 

刘凯 刘磊 刘立红 刘丽菲 刘荔 刘明智 

刘培云 刘全 刘蕊 刘瑞金 刘淑慧 刘淑君 

刘淑艳 刘爽 刘婷婷 刘小丰 刘晓飞 刘晓航 

刘晓燕 刘欣(2) 刘欣(6) 刘亚光 刘亚慧 刘亚琦 

刘妍 刘艳丽 刘轶夫 刘颖 刘颖 刘芝 

刘志强 刘智超 刘卓 柳彩红 龙淑宏 隆海莲 

卢爱桃 卢东杰 芦林佩 鲁长胜 逯晓娇 罗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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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婷 吕昊欣 吕娟 吕香君 吕远征 吕悦 

马滨楠 马超 马芳 马改霞 马娇 马皎月 

马静 马俊艳 马兰芝 马亮 马寺艳 马韦德 

马小燕 马云飞 马占青 毛义很 梅玲 孟苓玉 

孟庆鑫 孟雯惠 孟宪峰 孟祥云 弥义德 米月静 

苗建彬 苗雨露 敏敏 木日额 那仁格日勒 娜仁 

娜仁昭日格 乃日嘎 南晓伟 倪鑫 年英 聂俊英 

牛晶 牛强 牛青春 欧桂英 潘宏达 潘素芳 

潘小建 潘小利 庞斯琴 裴宪桐 彭丽媛 彭伟 

彭召萌 齐根全 齐慧莉 乔树娟 乔薇 秦丰 

秦瑞文 秦胜楠 秦艳芳 秦志华 青格勒 邱海静 

邱昕 邱长海 屈铭 瞿祖立 任爱花 任东健 

任珂 任丽娟 任胜利 任永利 任永青 萨其胡 

萨仁托亚 萨日娜(5) 萨日娜(5) 萨如拉 赛娜 莎日娜 

商艳昭 尚婧 邵华 申娜 沈爱萍 石奉碔 

石海 石辉 石文静 拾兆丰 史丽英 史绍荣 

史天福 史永志 史占华 斯楞格 宋大伟 宋丽敏 

宋锐 宋甜 宋英姿 宋智华 苏畅 苏科 

苏力德 苏鲁德夫 苏梅芳 苏日力格 苏芮 苏云 

隋东媛 隋洋 孙凤雷 孙海龙 孙家润 孙建春 

孙建峰 孙立圆 孙璐 孙淑敏 孙玮 孙岩 

孙艳辉 孙占山 孙朕宇 所鸿 索晓红 泰彤 

谭静 唐浩 唐红英 唐悦 陶然 滕晓红 

田丹丹 田坤 田丽娜 田溥雨 田园 田媛媛 

铁佩君 图雅 万全 王爱荣 王宝英 王彩霞 

王晨霞 王成南 王春燕 王丹 王峰 王凤 

王桂兰 王海宏 王海军 王海燕 王红 王珲（2） 

王晖(4) 王惠 王慧梅(7) 王慧梅(8) 王慧敏 王济 

王坚 王金玲 王锦 王军 王克也 王坤 

王乐 王磊 王丽君 王丽娜(6) 王丽娜(8) 王丽娜(8) 

王丽婷 王利红 王利军 王利纳 王连成 王亮 

王玲玲（1） 王玲玲(7) 王敏 王敏 王明 王娜仁 

王妮 王庆奎 王瑞霞 王双 王爽 王婷 

王佟拉嘎 王文静 王文娟 王霞 王霞 王小萌 

王晓虹 王晓琴 王晓霞 王亚娟 王亚丽 王亚茹 

王娅杰 王彦 王彦丹 王艳花 王艳玲 王燕燕 

王瑛琦 王莹莹 王颖 王永亮 王雨胜 王玉荣 

王智慧 韦伟 伟伟 卫永红 魏娜娜 文锋 

雯洁 乌兰图雅 乌兰图雅 乌日汗 邬珂 邬利君 

邬素荣 邬泽亮 吴阿如那 吴丹 吴建宇 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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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进龙 吴玲萱 吴明 吴青松 吴笑妍 吴燕 

吴燕燕 武利平 武素青 武文静 席鹏飞 席宇红 

郃永丽 夏凌 项雪莲 肖玮茹 肖翔 孝媛媛 

谢晶莹 谢坤 谢山丹 谢小会 谢晓婷 辛启蒙 

邢红伟 邢娜 邢文艳 徐光启 徐海渊 徐鸿儒 

徐磊 徐毛宁 徐田 徐晓娟 徐鑫哲 徐雅男 

徐迎霞 许鹏帅 许汝毅 许晓燕 薛德军 薛永红 

闫冰 闫嘉琦 闫坤 闫蕾 闫丽 闫丽娜 

闫茹雪 闫婷婷 闫雪敏 闫燕茹 闫真 闫志虹 

杨帆 杨飞 杨桂娟 杨海丽 杨慧冬 杨洁（1） 

杨洁(5) 杨婧 杨炯 杨敏 杨清媛 杨荣 

杨世界 杨婷 杨晓斌 杨晓蕾 杨亚君 杨艳 

杨颖 要晓霞 银岳峰 尹美歌 于爱利 于成 

于海霞 于鹤 于红娟 于静 于丽丽 于婷婷 

于泳萍 于震江 袁大伟 袁慧忠 袁梅 袁美琦 

袁少芬 原芳 苑洁汝 苑胜男 苑婷 岳川璐 

岳文娟 云兰 云丽 云利虹 云妙珍 詹霞 

张波 张成伟 张赤龙 张春梅 张春梅 张道全 

张登 张恩铭 张凤云 张改宁 张冠群 张桂琴 

张国斌 张海兵 张海丽 张海荣 张海云 张弘 

张华 张佳 张嘉兴 张建新 张洁 张静（2） 

张静(8) 张娟（1） 张娟(8) 张乐 张立伟 张立新 

张丽 张丽民 张丽娜（1） 张丽娜（2） 张丽妍 张利 

张莉丽 张亮 张猛 张梦颖 张敏 张明娜 

张培青 张鹏远(8) 张鹏远(8) 张平 张萍 张启光 

张强 张卿 张少丹 张帅帅 张双林 张松 

张文娟 张析哲 张喜春 张小娟 张晓英 张晓颖 

张晓源 张秀琴 张旭东 张雪 张雪龙 张雪梅 

张亚囡 张亚男 张妍 张燕 张一笛 张永丽 

张永明 张永萍 张瑜 张宇 张宇超 张郁微 

张钰梓 张志强 张志勇 赵 晓敏 赵博 赵晨光 

赵丹 赵凡青 赵宏斌 赵佳佳 赵佳莉 赵丽萍 

赵美丽 赵美琴 赵楠楠 赵秋红 赵瑞霞 赵树郁 

赵婷 赵巍 赵文玲 赵兴敏 赵璇 赵艳杰 

赵颖楠 赵永仁 郑冬梅 郑惠颖 郑伟 郑昕 

郑永强 郑子瑜 钟冬青 钟高凤 周俊玲 周乐 

周乐飞 周文浩 周雪秋 周艳丽 朱国兵 朱虹 

朱丽娜 朱琴 朱淑芬 祝洁 庄娜 庄万如 

邹彩珍 邹涵旭 邹玉秀    

资料来源：《勇“蒙”果敢！849 位内蒙古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2

日，https://mp.weixin.qq.com/s/upAkdeLVQNDsSE9WAm-dN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4日。 

https://mp.weixin.qq.com/s/upAkdeLVQNDsSE9WAm-dNQ，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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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1）：宁夏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785人） 

 

阿永辉 安艳芳 奥海航 白桂荣 白姣娇 白金川 

白娟 白丽华 拜瑞 包芳英 包马丽 鲍利 

卜阳 蔡芸芸 曹昆 曹霄娜 曹兴荣 曹雪燕 

曹艳 常保生 常海强 常小娟 陈波 陈冬月 

陈国琼  陈红翠 陈洪锋 陈华 陈慧 陈慧瑜 

陈佳琪 陈建东 陈杰 陈进东 陈景燕 陈静 

陈立娜 陈荣 陈茹 陈曦 陈晓娇 陈心悦 

陈学红 陈艳荣 陈媛媛 陈中伟 程岩 崔伟 

崔勇 代江群 党丽 党艳 邸晓君 丁海艳 

丁欢 丁洁  丁奎兵 丁妮 丁世慧 杜佳丽 

杜娟 段晶晶 段丽娟 段利宁 段强 段伟 

段雅芳 樊继军 樊瑞 樊文霞 樊燕敏 樊钟艳 

范国俭 范龙 范杉珊 方媛 方媛媛 冯珂 

冯佩 冯荣灿 冯瑞 冯文 冯晓娟 冯羽瑶 

冯育 付晶琎 付磊 高芬 高婕 高晶 

高军 高娜 高素兰 高文琴 高瑜 葛琴 

耿静 苟涛 谷文博 顾婷 关骥 官荣华 

郭海东 郭静 郭丽荣 郭璞 郭清如 郭茹 

郭锐 郭瑞锋 郭小霞 哈思瑶 韩列梅 韩小娟 

韩勇 郝倩倩 郝绍文 郝晓明 郝晓燕 郝学辉 

郝学军 郝志蓉 何芳 何华 何莎 贺晓 

赫天辉 黑娟 侯娜 侯瑞莲 侯文刚 侯月珍 

胡甲龙 胡丽红 胡晓芳 胡耀晖 胡莹 胡莹 

胡瑜 虎娜娜 虎倩 虎彤辉 虎勇 黄海燕 

黄河 黄花 黄利红 黄明晖 黄婷 黄晓芳 

黄燕飞 黄涌 黄志荣 火霞 姬赐祥 姬淑光 

纪燕燕 季春晓 季新忠 冀丹 贾巧巧 贾严 

蒋帆 蒋桦 金建宁 金纹芝 靳美 荆晓惠 

阚天燕 孔丽 兰晓娟 雷斌 雷亚南 冷万军 

黎萍 李爱飞 李波 李勃彤 李晨 李春霞 

李存英 李芳（4） 李芳（5） 李芳（5） 李海燕 李红 

李宏亮 李惠 李慧梅 李慧萍 李建春 李晶 

李敬菊 李俊荣 李凯（1） 李凯（6） 李兰 李丽杰 

李莉娟 李玲 李孟飞 李敏 李娜 李潘龙 

李盼盼 李鹏 李强 李琼 李瑞 李淑娅 

李双庆 李思瑜 李涛 李婷（1） 李婷（2） 李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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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武 李翔 李小丽 李小琴 李晓艳 李鑫 

李秀忠 李艳 李艳玲 李燕红 李杨 李艺萌 

李永琴 李雨萌 李媛 李月娥 李云 李云鹤 

李云霄 李云阳 李长寿 李振华 连军 廉鹏 

梁健 梁学娟 林泉营 凌梦如 刘彩霞 刘婵 

刘昌龙 刘道章 刘福清 刘福芸 刘红 刘华 

刘辉 刘惠莉 刘佳 刘佳丽 刘江龙 刘晋芳 

刘静 刘静 刘蕾 刘利平 刘龙霞 刘璐 

刘璐璐 刘梅 刘明 刘倩 刘勤富 刘瑞 

刘婷 刘婷婷 刘霞 刘晓菲 刘新 刘鑫 

刘学文 刘雪岩 刘艳红 刘艳丽 刘洋 刘伊莎 

刘艺璇 刘莹 刘玉梅 刘玉雯 刘钺 刘云佳 

刘长芬 刘志军 刘志如 刘中华 刘中慧 柳慧 

柳宁霞 柳婷 柳真 龙誉婧 楼晨雁 卢燕 

芦芳 陆晓华 陆永珍 逯曌玲 路霞 雒丽娜 

吕娟 吕君其 吕良德 吕娜 吕永刚 吕远 

马爱民 马成兰 马春梅 马春梅 马丹 马刚 

马贵英 马国兰 马国强 马海涛 马海忠 马汉宁 

马红 马慧林 马吉杰 马佳 马江涛 马金玲 

马静 马娟 马磊 马黎娟 马丽 马丽 

马丽红 马丽花 马丽娜 马瓅娟 马玲 马梅 

马强 马琴 马秋实 马如鸿 马甜 马伟 

马文静 马小斌 马小玲 马小燕 马晓玲  马晓燕 

马秀蓉 马旭升 马学花 马艳 马瑶 马耀武 

马英 马玉龙  马月 马云涛 马振荣 麦莉莉  

满毅 毛慧芸 门娟 孟娟娟  米龙 闵国军 

莫静 南亚昀 倪小青 聂丽娟 宁小菊 牛盼莉 

牛盼盼 牛世雄 潘佳 潘家鸣 裴莎莎 彭丽 

彭莉君 平欣琴 齐弟霞 齐丰梅 齐明山 祁彩霞 

乔英 秦凤 秦荣荣 屈文慧  曲凌光 任红 

任华丽 任佳 任静 任璐 任淑锋 任英杰 

任玉杰 撒荣 桑洋 商倩华 尚锐军 尚涛 

邵继璁 邵萍 沈丹阳 师蕊 师文慧 石芳 

石鸿蓝 石慧 石静 史晓东 舒彦桂 宋爱华 

宋春玲 宋丽群 宋薇 宋莹莹 苏建军 苏萍 

苏晓荣 苏亚军 苏艳玲 苏钊 孙丽 孙伟 

孙晓雪 孙永涛 孙志薇 索学荣 谭海 汤磊 

汤自芳 唐丹 唐莉 唐莉娟 陶宁宁 田红芳 

田晶 田灵燕 田璐 田盼盼 田莎莎 田思露 

田涛 田涛 田伟伟 田炜宁 田文琴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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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刚 童慧萍 拓守娟 万君 王爱芳 王蓓 

王彬 王斌 王彩霞 王翠霞 王丹丹 王凤霞 

王芙蓉 王浩 王红 王洪波 王桦 王惠敏 

王慧玲 王吉荣 王季春 王建峰 王建华 王瑾 

王晶 王静 王娟（1） 王娟（4） 王娟（5） 王娟娟（5） 

王娟娟（6） 王乐 王丽 王莉 王明秋 王楠 

王宁 王宁宁 王强强 王蓉 王茹 王茹玉 

王瑞娟 王莎莎 王珊珊 王绍政 王淑玲 王淑芹 

王朔辉 王素莉 王婷婷 王万宝 王伟 王文庆 

王潇庆 王晓霞 王鑫 王学芸 王雪 王亚妮 

王延琴 王彦红 王艳 王艳飞 王艳红 王业兴 

王莹 王玉巧 王煜 王越 王昭昭 王志华 

王忠恩 王转红 韦性坪 卫夏利 尉亮红 魏皎皎 

魏静茹 魏骏 魏龙霞 魏强 魏艳琴 吴爱娟 

吴丹 吴娟 吴丽 吴荣 吴文华 吴霞 

吴艳玲 吴岳轩 伍玲 伍梅芳 伍振娟 武霞 

武彦斌 武艳 郗燕 夏彩荷 夏岑峰 肖爱民 

肖波 肖会荣 肖莉 谢丽红 谢婷 谢文婷 

谢晓敏 谢亚亚 辛雪 邢葳宏 宿冰娥  徐家宝 

徐建国 徐克炜 徐力 徐梅珍 徐鸣峰 徐士媛 

徐婷 徐婉婷 徐卫国 徐彦荣 徐一璟 徐振艳 

许东 轩杰 薛蓉 薛睿 荀少花 闫丽华 

闫莉婷 闫荣 杨保金 杨超 杨春丽 杨春燕 

杨飞 杨桂红 杨海霞 杨会利 杨继芹 杨晶 

杨静（1） 杨静（5） 杨娟娟 杨俊芳 杨兰 杨丽琼 

杨梅 杨美霞 杨娜 杨平 杨萍  杨且 

杨荣 杨荣荣 杨润华 杨生平 杨世梅 杨淑珍 

杨思茹 杨苏康 杨伟 杨晓军 杨晓莉 杨晓倩 

杨晓芸 杨笑 杨兴芳 杨秀琴 杨旭 杨艳红 

杨艳艳 杨燕 杨洋 杨迎兰 姚丽 姚瑞娟 

姚雪松 姚轶霞 姚再先 叶芳 叶建华 叶倩 

叶蓉 殷昕 殷玉婷 尹梅荣 尤汇 于佳 

于巧慧 余淑芳 余彦玲 余艳 禹娟 袁春辉 

袁立志 袁路 袁有 岳静静 岳石星 岳秀霞 

翟谦倩 詹兵 詹丽梅 詹艳 张爱迪 张炳瑞 

张曹 张翠花 张德英 张芳 张丰 张海燕 

张贺 张鸿雁 张华萍 张惠娟 张慧娟 张建梅 

张金玲 张晶 张景园 张婧娴 张静 张静华 

张静霞 张娟娟 张丽玲 张丽娜 张莉 张亮 

张林娜 张龙 张露 张毛毛 张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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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萌 张明君 张宁 张攀 张佩瑶 张鹏 

张蔷 张巧高 张蓉 张瑞云 张生润 张铁英 

张彤 张微微 张伟 张伟伟 张文 张文娟 

张文娜 张小英 张晓明 张晓琴 张兴轩 张兴芝 

张学明 张雪 张雅楠 张雅婷 张亚红 张亚洲 

张彦国 张彦杰 张艳（2） 张艳（2） 张艳（5） 张艳美 

张艳琴 张颖 张永华 张永辉 张正莉 张志红 

张志远 张自丽 章丽 赵丹 赵峰 赵金兰 

赵娟 赵丽丽 赵玲 赵倩 赵少辉 赵素琴 

赵晓芬 赵晓伟 赵亚丽 赵子莉 赵子杨 郑红 

郑娜娜 郑楠 郑晓慧 郑晓毅 钟红平 周佳男 

周娟 周丽琴 周莉杰 周亮 周琼 周文杰 

周文秀 周晓玲 周洋 周钰 朱斌 朱东阳 

朱固 朱佳荣 朱磊 朱丽娟 朱玲 朱文军 

朱筱菲 朱谊 朱媛媛 邹丽礼 左婷婷  

资料来源：《安国“宁”家！785 位宁夏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3

日，https://mp.weixin.qq.com/s/2q5mfwkx54Zl94JQori-6A，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6日。 

 

 

附录（22）：青海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249人） 

 

阿龙草 阿生莲 艾绍正 安金花 巴存香 白焕强 

毕青花 蔡雯 常江 陈海利 陈小青 陈玉芬 

陈玉梅 崔云云 戴春 窦炜 杜浩 樊海宁 

冯金花 甘旭英 高海燕 高啟林 高山 高晓艳 

郭亚兰 韩海英 韩金艳 韩晓翠 韩秀芳 韩轩 

郝雨涵 何佳颖 何香 何增旭 贺芳 贺连璟 

贺万蓉 侯芬莲 侯明 侯生春 侯学智 胡勤芳 

华吉卓玛 黄英秀 霍世芳 季娟 贾贵彬 贾璐 

贾延恩 焦峥 解存梅 金雪梅 巨婧 巨月梅 

康春霞 孔明莲 奎德春 雷登琴 雷晓宁 雷占玲 

李宝坤 李斌 李丹 李芳善 李桂花 李国花 

李海清 李红霞 李辉 李静 李静 李立木旦主 

李莲 李启蕾 李啟花 李文彩 李霞媛 李小娟 

李小龙 李新明 李秀芬 李学英 李雪红 李彦强 

李漾 李有宜 李玉红 李玉鹏 梁丽娟 梁秀青 

廖霞 林海红 林晓蓉 刘东虎 刘海婷 刘海燕 

刘佳鹏 刘佳微 刘建彬 刘建华 刘瑾芳 刘靖凤 

刘连梅 刘文君 刘香芝 刘英花 卢海清 芦春香 

罗明琴 罗晓丽 吕荣华 麻素萍 马宝玉 马咪娜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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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娇 马清云 马瑞莲 马淑兰 马晓娟 马晓兰 

马怡睿 马媛 马振华 毛绍媛 孟建斌 穆晓莉 

欧艳艳 祁晓静 祁晓娟 祁延强 祁迎花 祁珍元 

乔兰芳 却吉卓玛 任孝青 尚海芳 邵莲桂 佘小斌 

申莲菊 沈军 沈美英 石青军 史得菊 宋生寿 

孙闇东 孙斌 孙军奎 孙玲 孙晓林 孙智娜 

孙忠芳 覃桥会 谭效斌 谭雪娇 唐艳香 唐永明 

童世君 瓦永丽 瓦永禄 汪菊 汪萍 汪元浚 

王桂香 王海青 王海涛 王楷博 王丽娟 王丽宁 

王林花 王梅英 王生武 王施蕊 王晓红 王旭召 

王学军 王雪峰 王燕 王玉萍 王正莉 卫静 

魏彩霞 魏国青 文春莲 吴冬青 吴富梅 吴花葳 

吴兰英 武兰忠 武龙凤 郗汇聪 肖微 肖玉福 

星海庆 星霞 星占琴 熊生蓉 徐丽蓉 徐顺兰 

徐燕 徐有伟 许国娟 许正萍 薛宝萍 薛淑燕 

薛桠洁 颜维菊 颜小红 羊赞措 杨冲山 杨冬华 

杨海弘 杨柳 杨顺荣 杨艳 姚伊萌 叶丽丽 

殷咸莉 应兰 余长升 俞风琴 张春芳 张春华 

张方 张海苓 张虹 张娟娟 张丽花 张连兄 

张蕊 张世菊 张小青 张艳 张永玲 张元智 

张镇 张子荣 张宗英 赵彩霞 赵生菊 赵晓瑞 

赵永辉 赵振峰 钟生琴 周瑞平 周生虎 朱丽娟 

朱生婧 朱娅婷 祝莉    

资料来源：《“青”囊相助！青海援助武汉医疗队和救援队全名单》，青海网，2020 年 3 月 18 日，  

https://www.qhwang.com/27130.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月 22 日。 

 

 

附录（23）：山东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775人） 

 

艾丙超 艾聪 安冲 安德庆 安桂元 安伟 

白华羽 白立华 白文武 白亚虎 柏庆宁 鲍传敏 

毕荣梅 毕舒宁 毕志超 边阳 边圆 蔡洪伟 

蔡可杰 曹德燕 曹国娜 曹海燕 曹恒 曹俊英 

曹丽 曹茜 曹伟 曹雯雯 曹艺巍 曹英娟 

曹瑜 曾冬生 查子慧 常超 常文胜 常晓艳 

常英霞 常振远 车明月 车宪科 陈安 陈斌 

陈兵 陈博 陈晨 陈晨晨 陈德峰 陈东旭 

陈方方 陈菲 陈付娟 陈富军 陈光 陈海强 

陈海荣 陈红星 陈辉 陈金凤 陈金玲 陈凯 

陈凯英 陈立震 陈莉 陈琳琳 陈霖 陈默 

https://mp.weixin.qq.com/s/upAkdeLVQNDsSE9WAm-dNQ，查询日期：2020
https://www.qhwang.com/27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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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明 陈冉 陈仁友 陈茹 陈珊 陈珊珊 

陈霞 陈晓琳 陈笑言 陈兴胜 陈璇 陈嫣 

陈长静 陈贞敏 陈振 陈征远 陈姿宇 陈子国 

成述鹏 程国贤 程慧 程军伟 程鹏 程晓冉 

程秀燕 程艳 程艳勤 程燕 程怡铭 程莹 

池瑞芬 迟玲 迟培芳 褚利民 褚文环 崔昌星 

崔红红 崔乐乐 崔立梅 崔明峰 崔铭 崔伟宁 

崔先泉 崔雅鑫 崔宴医 崔莹莹 崔云畑 崔振泉 

崔正斌 崔忠会 戴静 戴彦君 单宝磊 单德伟 

单勇 单正坤 邓传耀 邓蓉 狄珊珊 刁丽娜 

丁聪 丁良成 丁敏 丁淑红 丁雪梅 丁兆勇 

丁忠敏 董波 董海成 董浩 董红 董加秀 

董琳 董玲 董树山 董素娜 董婷婷 董香君 

董艳艳 董燕 董永珍 董月晗 窦宝志 杜光耀 

杜嘉慧 杜鹃 杜军伟 杜倩 杜庆 杜卫娟 

杜晓妍 杜新华 杜延艳 杜正驰 杜忠军 端木鲁健 

段单单 段飞 段广娟 段建平 段立姜 段前涛 

段姗姗 段曦 段元秀 法晓坤 樊雷 范春华 

范桂珍 范建平 范磊 范蕾 范立雨 范露梅 

范双双 范婷婷 范学宾 范雅晴 范永瑞 方巍 

方政 房柏瑜 房广凤 房恒青 房慧义 房金凤 

房宪勇 房晓杰 房馨 房雅婷 房英 费婵婵 

费剑春 冯冰 冯昌 冯建利 冯珊珊 冯伟 

冯晓彤 冯永利 冯玉钰 符丽 付璐璐 付茂亮 

付胜端 付晓玲 付秀华 傅启凯 盖殿芳 盖玉娟 

高凤 高桂花 高鸿翼 高健 高金霞 高静 

高静 高久肖 高坤范 高磊 高茜 高善红 

高帅 高祀龙 高雯 高西旺 高现同 高翔 

高肖 高晓磊 高妍 高迎 高莹 高增峰 

高增艳 高瞻 高振清 高志 高宗芳 葛继文 

葛静 葛胜燕 耿的玉 耿金华 耿艳菲 耿志英 

宫燕玲 巩会平 苟田田 郭丙秀 郭芳 郭凤莉 

郭广冉 郭海鹏 郭红霞 郭宏丽 郭华锐 郭家健 

郭杰 郭菁 郭俊杰 郭磊 郭美祥 郭明月 

郭蕊蕊 郭淑梅 郭硕 郭向林 郭新芳 郭燕芬 

郭永芳 郭玉莲 郭兆霞 郭志军 国红玉 韩彬 

韩秉权 韩超 韩海荣 韩慧慧 韩娟 韩康康 

韩磊 韩丽 韩利岩 韩其政 韩倩倩 韩卫华 

韩严寒 韩盈盈 韩钰倩 郝浩 郝敬林 郝文珠 

郝学喜 郝月琴 郝跃伟 郝泽蕊 何在梅 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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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鸣 洪鑫 侯君 侯清天 侯瑞雪 侯宛妤 

侯文凯 侯新国 侯兴芹 侯雪飞 侯亚文 侯妍 

侯衍华 侯一凡 侯永良 侯云峰 呼海燕 胡超超 

胡峰 胡国鑫 胡海波 胡瑾阳 胡萌 胡诗诗 

胡文婧 胡晓森 胡欣杰 胡雪倩 胡勇 胡雲皓 

胡运红 胡昭 胡振珊 黄晨曦 黄海燕 黄来刚 

黄琳琳 黄树旺 黄婷 黄翔 黄晓君 黄艳敏 

黄燕 黄媛媛 霍振云 姬峰 姬生伟 吉保健 

纪洪生 纪晓明 季汉超 季宏志 季翔 冀赛 

贾超 贾翠英 贾福军 贾洪刚 贾建军 贾克林 

贾青顺 贾荣斌 贾文晶 贾文君 贾晓明 贾新华 

贾长青 菅向东 见申强 江茜 姜晨 姜红 

姜洪彪 姜君 姜俊 姜莉 姜宁宁 姜朋朋 

姜萍 姜诗谦 姜曙光 姜廷枢 姜童 姜园园 

蒋敏 蒋明辉 蒋荣俊 蒋胜华 蒋相森 蒋雅玮 

焦琳琳 焦倩 解金枝 解孝欣 金雪梅 荆丽宏 

井芳 景国强 鞠承芳 鞠晓霞 鞠雪梅 鞠瑶 

亢晓玲 孔得珍 孔德晓 孔凡明 孔冠军 孔娟 

孔立 孔荣华 孔祥训 孔心涓 来超 兰创夏 

兰素萍 雷小娟 冷传礼 李爱 李爱丽 李爱娜 

李安娜 李贝 李彬 李博（8） 李博（10） 李常霞 

李超 李成龙 李春江 李春莲 李春梅 李春晓 

李翠艳 李丹丹 李道卫 李德霆 李冬梅 李凡旺 

李芳芳 李风云 李锋 李凤林 李凤玲（9） 李凤玲（10） 

李钢 李贵兴 李国 李国强 李海玲 李涵 

李昊 李昊 李浩劼 李红建 李宏伟 李洪波 

李洪振 李华 李会勇 李慧 李霁杭 李加伦 

李建 李建菊 李健 李金玲 李景媛 李静 

李军 李俊成 李凯述 李堃 李丽 李莉 

李恋恋 李林峻 李玲 李玲玲 李鲁教 李鲁欣 

李露 李猛 李孟倩 李民 李岷 李敏敏 

李明慧 李明涛 李铭锋 李娜（1） 李娜（4） 李娜（8） 

李娜（9） 李娜（10） 李宁（3） 李宁（8） 李鹏燕 李丕宝 

李其元 李强 李钦栋 李钦浩 李仁波 李荣鹏 

李莎莎 李珊珊 李珊珊 李善超 李升美 李升芹 

李士涛 李淑君 李松 李素玲 李太东 李涛 

李陶 李伟（5） 李伟（11） 李文博 李文君 李文智 

李霞 李相云 李向向 李晓宁 李晓雪（1） 李晓雪（4） 

李心朋 李欣 李欣茹 李欣莹 李新鹏 李兴国 

李秀会 李秀明 李秀萍 李学勤 李雪萍 李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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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琼 李亚娜 李延芝 李妍 李岩 李艳 

李燕（1） 李燕（5） 李燕（9） 李燕燕 李杨 李颖霞 

李影 李永春 李永征 李玉珍（1） 李玉珍（5） 李远 

李越 李云 李赞武 李长安 李喆 李振坤 

李正发 李知洪 李志刚 李志远 李忠 李尊昌 

厉静 栗先芝 连新宝 廉蕾 梁超超 梁军 

梁坤 梁锶锶 梁维维 梁晓林 林彬 林辉 

林辉 林静军 林娟 林青青 林生 林炎 

刘爱玲 刘安萍 刘冰冰 刘冰洁 刘超 刘超 

刘春蕾 刘春利 刘春艳 刘春玉 刘丛蕾 刘翠云 

刘东芳 刘冬雪 刘芳 刘芳 刘丰华 刘峰 

刘锋 刘国振 刘海霞（7） 刘海霞（11） 刘海燕 刘海英 

刘洪彬 刘洪东 刘焕磊 刘慧 刘佳 刘杰 

刘洁 刘敬玲 刘娟 刘军 刘俊 刘俊英 

刘凯 刘奎芳 刘雷 刘磊 刘力新 刘立晨 

刘丽 刘丽丽 刘丽娜 刘莉 刘琳 刘琳琳 

刘玲芝 刘淼 刘名赫 刘明君 刘明阳 刘娜 

刘佩佩 刘彭彭 刘鹏程 刘巧英 刘清岳 刘沙沙 

刘莎 刘山山 刘姗 刘善旭 刘尚静 刘胜华 

刘淑云 刘双 刘同滨 刘统青 刘维超 刘伟明 

刘文杰 刘文玉 刘霞 刘贤宝 刘宪军 刘相蛟 

刘肖雅 刘肖雅 刘潇宇 刘晓冬 刘晓卉 刘晓鹏 

刘晓伟 刘勰 刘馨霞 刘秀 刘雪凌 刘言振 

刘岩 刘彦良 刘艳（3） 刘艳（6） 刘艳超 刘艳丽 

刘艳英 刘洋 刘一鸣 刘怡蓝 刘莹莹 刘颖 

刘勇 刘宇 刘玉荣 刘媛媛 刘云霞 刘兆奇 

刘振兰 刘振上 柳国强 柳华伟 柳杨 娄连玉 

卢静海 卢亮 卢欣欣 卢禹溧 鲁杨 陆道远 

陆学超 鹿文文 逯峰 路平 路倩 路怡颖 

路泽东 路子辉 栾甜 栾义彬 罗从娟 罗旋 

骆奇 吕宝娇 吕成秀 吕光媛 吕桂荣 吕红霞 

吕慧 吕纪玲 吕金鹏 吕连 吕玲 吕蕊 

吕涌涛 吕院华 麻亮 马成燕 马承恩 马汉宸 

马会杰 马慧琳 马坤 马磊 马苓云 马明超 

马南 马启然 马茜 马清华 马珊珊 马士亚 

马思娟 马腾 马文浩 马文玉 马秀红 马雪 

马燕 马莹 马颖霞 马震 马正岚 满艺 

毛瑞镜 毛玉丽 梅专 门雪琳 蒙端端 孟波 

孟凡刚 孟繁立 孟凤英 孟力维 孟龙腾 孟敏 

孟庆权 孟莎莎 孟宪卿 孟晓 孟晓华 孟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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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硕 苗馨友 苗玉苏 牟红宇 穆君蕊 聂金 

聂全国 牛海涛 牛美微 牛梦 牛鹏 牛晓莉 

牛晓鹏 牛艳华 潘磊 潘利新 潘秋玉 潘胜奇 

潘世香 潘岩 庞怀刚 庞伟苹 裴艳芬 彭诚前 

彭广会 彭建 彭亚兰 浦林哲 亓玢 亓立超 

齐美丽 齐亚男 齐有功 齐月坤 祁朝辉 钱均凤 

钱玉军 乔聪聪 乔广华 乔敏 乔云 秦安清 

秦保春 秦凤萍 秦蔓 秦宁宁 秦文 秦贤 

秦晓辉 秦晓平 秦英 邱凤蕊 邱国正 邱晓明 

邱晓庆 邱岩 邱占军 渠佳宁 曲梦媛 曲培培 

曲少琴 曲涛 曲文杰 曲仪庆 全璟 冉骐荧 

任福磊 任国琰 任宏生 任华琳 任蕾娜 任亚芸 

任云霞 荣淑华 桑园 商玲燕 尚剑 尚全伟 

尚振 邵传锋 邵传亮 邵晗 邵明晓 邵姗姗 

邵珠福 申玉文 沈晓晓 盛东芹 盛亚琪 盛颖敏 

石光 石惠姗 石瑜 时海洋 时洪伟 时晓慧 

史留聚 史汶玲 史霞 史小平 史瑶 舒孟良 

司敏 宋才举 宋超 宋淳 宋飞 宋富成 

宋光超 宋光富 宋洪艳 宋吉男 宋佳隽 宋家英 

宋建伟 宋健 宋洁 宋京伟 宋静 宋军 

宋玲 宋明浩 宋少武 宋玮玮 宋文萍 宋文玉 

宋晓霞 宋兴浩 宋秀秀 宋艳华 宋艳萍 宋玉芳 

宋玉玲 宋争昌 苏飞 苏飞雁 苏冠民 苏梅 

苏生利 苏晓晓 苏晓燕 苏秀芹 孙超（8） 孙超（12） 

孙翠红 孙殿珉 孙富龙 孙光 孙光辉 孙国林 

孙海鸥 孙怀斌 孙建萍 孙金林 孙静静 孙珂 

孙立群 孙连美 孙玲慧 孙玲玲 孙茂飞 孙萌 

孙明华 孙娜 孙萍萍 孙倩 孙权 孙瑞月 

孙姗姗 孙善雷 孙胜 孙文超 孙文娟 孙文欣 

孙希磊 孙宪洁 孙小娟 孙小燕 孙晓 孙晓谛 

孙晓光 孙晓磊 孙晓娜 孙晓宁 孙秀敏 孙旭 

孙雪霞 孙艳青 孙阳阳 孙英豪 孙勇 孙元婧 

孙园园 孙悦 孙长安 孙长远 孙振棣 孙志萍 

孙中芹 索小英 泰学亮 谭雅文 谭莹 谭镇岳 

谭植华 汤鹰 汤永阳 唐坤 唐玲玉 唐润栋 

唐婷婷 唐晓培 唐信强 陶昌明 滕海霞 滕翔 

田翠 田翠翠 田虹平 田慧 田建华 田静 

田龙营 田路军 田明广 田仁军 田荣丽 田思强 

田永光 仝姗姗 仝雯 童晓辉 脱淼 万国峰 

万修花 万燕铃 汪振军 王爱平 王贝贝 王本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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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 王博 王超 王成涛 王澄强 王川 

王春入 王春霞 王春燕 王从政 王翠粉 王丹（6） 

王丹（7） 王丹丹 王东 王东海 王方圆 王芳（4） 

王芳（7） 王芳（11） 王芬 王凤 王福良 王富森 

王光海 王广梅 王桂臣 王国平 王国星 王国钰 

王海庆 王海生 王海霞 王昊 王衡 王虹 

王洪军 王洪萍 王洪图 王洪远 王怀帅 王晖 

王辉 王会会 王慧玲 王季华 王继绪 王佳 

王佳欣 王建 王建军 王剑 王洁 王金金 

王金萍 王晶 王静（2） 王静（5） 王静（8） 王菊香 

王娟 王娟 王军强 王君 王俊凯 王凯（1） 

王凯（8） 王凯（11） 王了一 王擂 王立恒 王立坤 

王立艳 王丽（1） 王丽（1） 王丽（4） 王丽娜 王丽萍 

王丽莹 王利花 王利娜 王利朋 王莉 王莉娜 

王连森 王连忠 王良 王龙 王陆 王璐 

王猛 王苗苗 王淼 王明娜 王明堂 王娜（7） 

王娜（8） 王楠 王宁 王宁 王攀攀 王鹏 

王鹏程 王萍 王倩（7） 王倩（10） 王强 王芹 

王青 王庆华 王庆梅 王汝浩 王睿 王姗姗 

王上 王少琳 王生灵 王圣洁 王圣乾 王诗博 

王世浩 王守玉 王淑娴 王淑贞 王顺静 王顺英 

王朔 王泗元 王松 王涛 王天奇 王婷（2） 

王婷（8） 王婷婷 王彤 王微丽 王伟丽（5） 王伟丽（9） 

王伟伟（9） 王伟伟（12） 王文凤 王文静 王文荣 王文涛 

王文绪 王雯雯 王喜刚 王贤华 王相海 王肖宁 

王小青 王小帅 王晓洁 王晓静 王晓宁 王晓燕 

王晓莹 王晓玉 王昕 王欣（6） 王欣（12） 王新玲 

王鑫 王星光 王秀娟 王学亮 王雪峰 王雅莉 

王亚静 王娅琳 王延东 王言森 王炎义 王琰 

王彦孜 王艳 王艳芬 王艳丽 王艳妮 王艳艳（3） 

王艳艳（8） 王艳贞 王洋 王耀辉 王毅 王英 

王永彬 王雨 王玉灵 王裕虎 王媛 王云 

王云文 王雲雲 王赞 王战 王长燕 王志强 

王志勇 王祝国 王作飞 危立飞 韦福利 卫方方 

位兰玲 魏斌 魏丛丛 魏峰涛 魏佳 魏金娟 

魏康平 魏丽丽 魏婷婷 魏肖星 魏震 温坤 

文姗姗 文友建 翁平亚 翁韵琦 吴翠银 吴付运 

吴光健 吴海燕 吴汉阳 吴慧 吴建涛 吴剑波 

吴金成 吴巨龙 吴军林 吴凯凯 吴磊 吴林林 

吴萌萌 吴梦梦 吴明艳 吴鹏 吴倩 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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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志 吴涛涛 吴天坤 吴同芳 吴伟 吴卫志 

吴学敏 吴兆婷 武静 武双双 武伟华 武晓 

武荧荧 夏侯艳红 夏娟娟 夏鹏举 夏清 咸会波 

肖干 肖静 肖梦敏 肖宁 肖佩 肖诗慧 

肖涛 肖婷 肖伟 肖作奎 谢春杰 谢聪 

谢京丽 谢坤 谢清 谢淑慧 谢太普 谢添 

谢雯 辛文莹 辛永宁 辛兆红 邢乃姣 邢宪华 

邢艳蒙 宿献周 徐超 徐成 徐德祥 徐德晓 

徐广薇 徐焕焕 徐慧 徐继瑞 徐建秀 徐凯 

徐莉 徐龙猛 徐琪 徐勤勇 徐瑞金 徐珊 

徐书涛 徐淑娴 徐涛 徐文鹃 徐文丽 徐向明 

徐晓芳 徐亚楠 徐彦娜 徐玉镇 徐月斐 徐钊 

徐照娟 许本东 许彪 许芳芳 许福春 许海港 

许建鲁 许娇 许靖 许军 许丽 许檬 

许明良 许伟华 许伟伟 许文文 许霞 许小军 

许振伟 许正义 薛递明 薛方喜 薛建峰 薛静 

薛苹苹 薛香香 薛鑫鑫 薛艳 薛莹 薛友儒 

薛志刚 穴莹莹 寻庆美 闫海燕 闫怀蕊 闫丽 

闫冉 闫瑢玓 闫尚和 闫雨晨 颜峰 颜广芹 

颜慧 颜军 颜丽娜 颜利珍 颜廷爽 燕芳芳 

燕涛 杨宝琦 杨晨 杨成杰 杨冬霞 杨凤雷 

杨凤蕊 杨光 杨国梁 杨晗誉 杨华 杨杰 

杨克让 杨玲玲 杨玫瑰 杨梦茹 杨容容 杨汝燕 

杨尚武 杨绍忠 杨淑朦 杨婷婷 杨小燕 杨晓涵 

杨晓丽（2） 杨晓丽（9） 杨晓梅 杨晓宇 杨新娜 杨兴光 

杨雪 杨雪丽 杨亚东 杨艳丽 杨玉华 杨玉玲 

杨越美 杨中霞 杨子岳 姚飞 姚建明 姚婕 

姚霈 姚松楠 姚旺 姚伟 姚文明 姚艳 

伊鑫 衣晓琳 衣选龙 仪庆春 阴其玲 殷树梅 

尹凤 尹宏伟 尹君 尹倩倩 尹霞 尹艺睿 

尹元刚 尤慧芳 于波 于江波 于杰 于杰滨 

于蕾 于莉 于连龙 于美晶 于孟泉 于鹏鹏 

于晴 于书卷 于涛 于为晶 于文成 于晓东 

于晓明 于晓燕 于晓云 于星海 于亚群 于洋 

于友祥 于振刚 余雪源 禹莉苹 袁丽伟 袁孟 

袁铭磊 袁新杰 苑东欣 苑双双 岳茂奎 岳天霞 

岳晓萱 岳增勇 岳宗甲 臧佳佳 臧萍 翟乃亮 

翟声平 翟秀娟 翟宗华 展云涵 战传智 战枫 

战祥巧 战玉芳 张宝娟 张蓓蓓 张彬彬 张冰洁 

张丙良 张波（1） 张波（5） 张波（10） 张灿 张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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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莉 张道福 张道英 张凡 张飞虎 张菲菲 

张锋 张凤伟 张光 张行谦 张恒 张弘 

张红梅 张红停 张洪宾 张华 张会 张惠 

张慧 张慧芳 张慧辉 张继超 张继东 张家栋 

张家清 张建（2） 张建（7） 张金霞 张菁华 张晶 

张静 张静静（1） 张静静（7） 张军利 张军桥 张凯（5） 

张凯（12） 张康 张珂 张珂馨 张坤 张堃慧 

张雷 张蕾 张立国 张丽 张丽丽 张丽云 

张利 张岭 张领玲 张鲁 张鲁蒙 张梅 

张梅梅 张美丽 张梦坤 张敏 张明程 张明明 

张明生 张明艺 张明泳 张明宇 张铭伟 张睦友 

张娜 张宁 张盼盼（1） 张盼盼（3） 张鹏 张丕芝 

张倩（3） 张倩（6） 张倩（7） 张强 张俏 张秋洁 

张群 张荣强 张如梅 张瑞升 张睿 张珊珊 

张守文 张爽 张韬 张婷婷（5） 张婷婷（7） 张伟 

张文翠 张文利 张文佩 张文文 张雯倩 张霞 

张宪琦 张翔 张晓迪 张晓旭 张孝田 张欣 

张鑫 张星 张璇 张学刚 张学鹏 张雪岷 

张雪青 张亚萍 张衍燕 张彦 张艳艳 张燕霞 

张野 张业慧 张一 张一奇 张一卓 张迎迎 

张莹欣 张莹莹 张应刚 张永敬 张永强 张勇 

张勇 张勇涛 张瑜 张宇 张玉 张玉红 

张玉荣 张元青 张月 张玥 张悦 张云亚 

张泽炎 张长春 张长禄 张长敏 张振 张正良 

张正寿 张志航 张志强 张治凯 张忠喜 张柱 

张宗芳 张宗玉 张祚芳 赵博文 赵冲同 赵东文 

赵丰 赵宏兵 赵洪婷 赵会丽 赵建厂 赵京明 

赵晶 赵俊 赵俊美 赵乐伟 赵磊 赵蕾 

赵丽娟 赵玲 赵明 赵明东 赵娜 赵萍 

赵琦 赵倩 赵青 赵青青 赵庆民 赵蕊 

赵珊珊 赵松丽 赵婷 赵文超 赵小翠 赵晓利 

赵昕 赵新月 赵馨 赵秀丽 赵绪彤 赵雪 

赵衍宝 赵燕 赵莹 赵振 赵振芹 甄潇 

甄玉朋 郑德玉 郑凤杰 郑红建 郑会珍 郑建新 

郑江燕 郑磊 郑鹏 郑婷 郑同莉 郑彤彤 

郑祥锋 郑秀萍 郑焱 郑杨 郑中斌 钟安桥 

钟咪雪 钟宁 钟婷婷 钟晓栋 钟政 仲琪 

周广福 周海 周海燕 周静 周蕾 周灵芝 

周苗苗 周敏 周娜 周鹏 周庆峰 周维桂 

周小凤 周小利 周晓宇 周新 周雪 周仪竟 



255 

 

朱广福 朱骞骞 朱敬凤 朱磊 朱美蓉 朱娉婷 

朱啟鹏 朱倩倩 朱瑞 朱瑞刚 朱珊珊 朱司令 

朱婷婷 朱雪 朱意超 朱运锋 庄步辉 庄向华 

庄英慧 庄育田 宗屹 邹崇喜 邹军 邹丽 

祖婷婷 左凯 左秋琳 左蜀丽 左毅  

资料来源：《齐心“鲁”力！1775 位山东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1 日， https://mp.weixin.qq.com/s/Sl-ekQpliXAzodEcQumAz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附录（24）：山西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505人） 

 

安海萍 安健 安立平 安晓楠 白洁（7） 白洁（7） 

白晶 白晶翠 白利红 白鹭 白敏 白文君 

白文启 白晓宏 白雪 柏静 薄海萍 薄建萍 

暴彩霞 毕经丽 边艳峰 卜彩红 卜平亮 蔡文兵 

蔡勇 蔡月伟 藏瑞 曹大伟 曹江红 曹蕾 

曹培龙 曹荣 曹晓玲 曹亚男 曹媛媛 曹月姣 

曾亚军 曾月英 柴科 柴淼 柴茹 柴艳 

柴艳云 常鹏 常沁涛 常舒 常帅 常小惠 

常晓红 常雪倩 常瑜 畅立宏 晁春丽 车国柱 

陈斌 陈晨 陈芳 陈桂梅 陈海英 陈红印 

陈宏 陈婧 陈静 陈丽娟 陈利民 陈美岚 

陈睿 陈素清 陈素霞 陈文静 陈霞 陈晓靜 

陈晓清 陈晓霞 陈心良 陈新蓉 陈新蕊 陈星 

陈旭文 陈颖 陈勇 成江 成孟瑜 成娜 

成倩 成涛 成学华 成彦瑶 程碧晓 程大鹏 

程方圆 程瑾 程磊 程敏 程茹雪 程亚男 

程燕 褚建梅 次淑英 崔婵媛 崔丽平 崔鹏勇 

崔婷 崔肖云 崔晓霞 崔晓燕 崔秀龙 崔艳艳 

崔哲鑫 代秀贤 单彬彬 单张涛 党文慧 邓建军 

邓军旗 邓小英 邓徐琴 丁娇 丁丽丽 丁荣 

董海丽 董红霖 董觊彦 董琎 董盼 董琴 

董文斌 董晓蕾 董彦宏 董瑛 窦伟 杜红旗 

杜慧 杜蕾 杜丽 杜瑞 杜甜 杜肖梅 

杜晓红 杜欣 杜旭芳 杜艺 段建萍（8） 段建萍（12） 

段俊武 段磊 段敏 段娜娜 段倩倩 段勤功 

段淑琴 段文 段云 樊晶 樊晶晶 樊静妤 

樊倩 樊晓芳 樊张洁 范奋飞 范慧慧 范琦 

范钻 房玉卿 封宇华 冯丹 冯芬 冯慧芳 

冯建宏 冯晋斌 冯晶 冯静 冯岚 冯立忠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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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琴 冯娜 冯瑞波 冯瑞香 冯涛 冯小钰 

冯晓芳 冯旭琴 冯亚东 冯钰 冯兆斌 付强 

付一鸣 傅晓姣 富云霞 高朝娜 高飞 高奋 

高峰 高海霞 高海霞 高慧娟 高洁 高丽 

高利芳 高亮 高铭兴 高未印 高小琴 高晓玲 

高星 高旭 高旭艳 高学珍 高亚丽 高艳 

高燕（11） 高燕（12） 高瑜 高玉芳 高云凯 高芸君 

高长胜 高振叶 高志林 高伫 耿建慧 耿利飞 

耿柳 弓清梅 弓晓宇 公卫宁 宫建军 宫瑞祥 

巩变英 巩妮 古娇 谷美便 谷玉梅 关海梅 

关红亮 关丽娜 关淑芳 关炜 管淑芳 管新丽 

郭蓓蓓 郭广慧 郭虹霞 郭惠艳 郭慧 郭慧芬 

郭慧颖 郭江涛 郭晋晨 郭晋妮 郭靖兰 郭凯凯 

郭雷 郭丽萍 郭琳惠 郭灵祥 郭美丽 郭萌 

郭淑明 郭涛 郭卫东 郭小霞（1） 郭小霞（2） 郭晓 

郭晓婧 郭晓英 郭欣祺 郭新 郭秀英 郭芽 

郭亚丹 郭亚辉 郭焱 郭毅 郭滢滢 郭玉丽 

郭玉琴 郭云霞 郭兆芳 郭振山 韩彩芳 韩剑超 

韩蕾 韩丽琴 韩瑞丽 韩婷 韩小花 韩秀红 

韩雪 韩艳 韩焱 韩英 韩迎春 韩雨池 

韩志 郝斌 郝成丽 郝红慧 郝慧君 郝建光 

郝建平 郝剑 郝瑞 郝铁蛋 郝晓辉 郝晓敏 

郝秀苹 郝雁华 郝轶群 郝营 郝玉霞 何华 

何丽 何梅 何鹏飞 何晓瑜 何旸 和彦伟 

和赵娟 贺翻玲 贺玲 贺文芳 贺治宇 侯彩雯 

侯东亚 侯江亭 侯瑾瑶 侯丽 侯丽丽 侯林义 

侯玲 侯敏 侯娜 侯瑞刚 侯霞英 侯晓军 

侯晓霞 侯自梅 胡芳芳 胡贵珍 胡慧芳 胡敏 

胡宁 胡倩 胡芮 胡瑞芳 胡淑清 胡甜 

胡秀峰 胡媛媛 胡志耕 华建军 皇甫晓 黄晋喜 

黄敏 黄润虎 黄莎妮 黄小丽 黄玉 黄志娟 

霍海涛 霍静 霍灵芝 霍月红 吉继华 吉空军 

吉玲艳 吉文博 吉晓娇 季华 冀丽娜 冀晓花 

家文丽 贾从真 贾佳佳 贾丽 贾丽霞（4） 贾丽霞（12） 

贾莉 贾亮亮 贾世波 贾婷 贾香香 贾艳 

贾燕丽 贾媛 贾媛 贾云璐 姜丽 姜旭 

蒋毅 焦东东 焦丽芳 焦瑞芳 焦雪萍 金红霞 

晋悦 靳琗 靳路燕 靳鹏霞 靳真真 荆军 

荆瑞 荆伟娟 荆晓平 景卫平 景喜英 景秀林 

景艳杰 景月娟 靖利奎 靖维 康洁 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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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静 康利琴 康新宇 孔娅娅 寇雪庆 来莹莹 

郎江慧 郎进庭 郎敏 郎璇 雷俊玮 雷鹏举 

李 飞 李 渊 李爱玲 李斌 李彩芹 李趁心 

李呈龙 李春雨 李翠华 李芳 李非 李菲 

李峰 李凤娇 李光玲 李海虹 李海杰 李海珍 

李涵 李皓 李红 李红梅 李红卿 李红霞 

李宏（4） 李宏（6） 李虹 李华 李华俊 李欢 

李慧 李慧芬 李慧娜 李佳 李佳洁 李佳临 

李建峰 李建华 李建丽 李江鸿 李娇（7） 李娇（12） 

李金鑫 李晋 李京 李菁 李晶 李婧 

李靖（2） 李靖（7） 李静 李静（10） 李静（11） 李静文 

李军 李俊慧 李俊杰 李俊萍 李俊英 李兰英 

李莉（9） 李莉（10） 李林娜 李琳 李苗睿 李敏（4） 

李敏（8） 李敏（8） 李明 李娜（2） 李娜（4） 李娜（4） 

李娜（7） 李平 李萍 李倩 李强 李巧珍 

李青 李清 李琼 李群 李荣 李蓉 

李锐 李莎 李胜文 李石安 李姝萍 李淑敏 

李淑琴 李素霞 李涛 李婷 李威 李娓 

李尉 李雯 李霞（7） 李霞（11） 李向龙 李小菊 

李晓菲 李晓娜 李晓源 李筱妍 李孝芬 李鑫鑫 

李星 李星星（4） 李星星（11） 李旭蓉 李学文 李雅丽 

李雅楠 李亚楠 李亚琴 李亚茹 李妍霞 李砚文 

李彦红 李艳 李艳芳 李艳红 李艳辉 李艳屏 

李艳萍 李雁梅 李燕青 李杨 李耀峰 李耀平 

李银鲜 李英 李迎春 李玉 李玉芳 李誉 

李远征 李月琴 李月星 李云坤 李增豪 李长江 

李志明 李志强 李洲兴 栗江霞 栗林 连丽丽 

连亚强 连宇 梁萃荣 梁冬 梁海娥 梁红丽 

梁洁 梁婕 梁晋 梁晶 梁俊 梁龙 

梁娜 梁鑫波 林宝霞 林世钦 林威阳 刘保英 

刘冰新 刘彩飞 刘婵 刘春辉 刘春亮 刘翠琴 

刘丰 刘国华 刘海花 刘宏 刘宏斌 刘宏轩 

刘华琴 刘寰 刘慧 刘慧峰 刘建云 刘健 

刘姣 刘洁文 刘晶晶 刘静 刘静祎 刘娟娟 

刘军 刘坤 刘蕾 刘丽娜 刘利红 刘林梅 

刘鹭 刘梦华 刘苗苗 刘娜 刘庆超 刘思 

刘谈珍 刘涛（4） 刘涛（9） 刘婷 刘微 刘文芳 

刘文丽 刘香玉 刘湘鲁 刘向斌 刘小燕 刘晓芳（4） 

刘晓芳（4） 刘晓芳（4） 刘欣娟 刘兴勇 刘旭光 刘旭敏 

刘雅娜 刘艳晶 刘艳玲 刘焱 刘燕（2） 刘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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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 刘烨 刘毅 刘颖 刘钰 刘月云 

刘志伟 柳芳 柳蓉 龙建 娄燕丽 卢海忠 

卢伦 卢燕 卢珍枝 卢芝芳 芦博跃 芦江 

鲁毓林 路金霞 罗丽娅 罗珊 落志强 吕国锋 

吕慧楠 吕芃志 吕莎 吕晓燕 麻丽芳 马彩霞 

马成华 马冠中 马红霞（4） 马红霞（11） 马健 马金秀 

马俊 马利平 马良 马玲梅 马宁 马倩岚 

马荣荣 马腾宇 马小飞 马晓宇 马鑫鑫 马艳红 

马艳丽 马英 马瑜 马瑜慧 马赞厢 马镇凡 

马志 毛小花 毛新娟 孟汉伟 孟俊芳 孟庆荣 

孟伟娜 孟晓东 孟晓燕 孟振娟 米冬梅 米小龙 

米云娟 莫星 穆娇君 穆静 南志勇 牛福 

牛宏 牛鸿兰 牛晋艳 牛佩 牛巧红 牛文元 

牛彦斌 牛燕艳 潘博 潘静 潘婷 潘彦娇 

庞燕霞 庞宇 庞智龙 裴淑君 裴宇佳 裴云飞 

彭建兴 彭胜祖 彭志茹 骈高艳 齐良刚 齐琦 

齐蓉 祁高丽 祁乐 祁丽梅 祁蕊 强璐 

乔爱春 乔丹 乔海英 乔丽华 乔莉莉 乔松 

乔婷婷 乔晓霞 乔志杰 乔忠瑞 秦飞 秦海丽 

秦洁 秦晋梅 秦乐 秦丽青 秦苗苗 秦娜 

秦平平 秦睿君 秦卫伟 秦晓宇 屈峰 曲磊 

权慧 全晶 饶磊 任刚 任海雯 任海霞 

任慧芳 任基伟 任继琳 任建丽 任江艳 任洁 

任娟 任丽红 任利红 任全维 任淑媛 任霞 

任秀梅 任翾宇 任雪飞 任跃君 任泽旺 任志刚 

任志强 荣军华 荣志华 桑丹丹 尚慧锋 邵芬 

申慧娟 申晶晶 申丽 申鹏 申森豪 申燕燕 

申翼飞 申振华 沈晓玉 师妮红 师瑞玉 师志国 

石海鹏 石慧娟 石建香 石俊雅 石磊 史淑芳 

史曙阳 史小娟 史晓明 史晓雨 史阳阳 史志明 

舒高倩 司雷婷 司荔 司亚丽 司亚妮 宋东 

宋二娜 宋飞燕 宋佳佳 宋建云 宋俊丽 宋丽 

宋明华 宋少博 宋素琴 宋小骏 宋洋 宋妤 

宋占芳 苏卉 苏杰慧 苏立蓉 苏林 苏艳 

孙博文 孙丹 孙高飞 孙海利 孙杰 孙丽燕 

孙莉丽 孙盼盼 孙清芳 孙秀林 孙妍 孙艳霞 

孙艳艳（12） 孙艳艳（12） 孙一鸣 索晓铭 谭博 谭皓 

唐青妮 唐珊 陶洁 陶淑敏 陶武平 遆志聪 

田冬 田华（11） 田华（12） 田锦茂 田娟 田丽霞 

田瑞娟 田弢 田伟 田无垠 田小龙 田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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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新瑞 田鑫 田烨 仝志超 汪慕华 汪燕 

王爱爱 王蓓 王斌 王波 王博 王彩玲 

王婵娟 王超 王朝鹏 王朝霞 王称义 王翠平 

王德伟 王东东 王发斗 王芳（1） 王芳（10） 王芳（12） 

王飞 王芬 王风莲 王锋剑 王福艮 王改玲 

王海平 王海生 王海婷 王海霰 王海艳 王海燕 

王好君 王宏晋 王宏雄 王惠敏 王慧青 王霁羽 

王坚 王建红 王建华 王健 王金霞 王瑾 

王进喜 王晋利 王晋云 王晶晶 王靖昌 王静（4） 

王静（11） 王娟 王军红 王军会 王俊晖 王俊丽 

王俊平 王俊霞 王磊 王丽 王丽丽 王莉 

王琳娜 王玲（2） 王玲（7） 王玲玲 王龙 王毛毛 

王茂林 王美珍 王明峰 王娜娜 王鹏 王鹏鹰 

王倩倩 王巧红 王巧玲 王巧云 王沁霞 王清 

王冉 王茹 王蕊红 王锐 王瑞敏 王瑞霞 

王书敏 王淑娟（11） 王淑娟（4） 王帅 王素娟 王素琴 

王田 王婷（2） 王婷（7） 王婷婷（1） 王婷婷（7） 王伟 

王伟科 王伟丽 王蔚 王文娟 王文艺 王熙 

王霞 王献 王向平 王晓菲 王晓君 王晓凝 

王晓云 王欣 王秀梅 王秀哲 王旭 王亚丽 

王亚名 王娅 王彦峰 王艳 王艳艳 王阳 

王杨周 王洋洋 王颖 王永明 王永清 王宇琼 

王禹 王玉凤 王育宁 王煜芳 王媛 王玥玥 

王跃敏 王赞仙 王喆 王之颛 王志芳 王志强 

王卓 王佐军 卫建峰 卫晶 卫利霞 卫亮亮 

卫妮 卫同霞 卫玉萍 卫园 尉飞飞 尉娟 

尉小芳 魏芳 魏官 魏晶 魏丽娟 魏霞 

魏艳霞 温宏梅 温晶 温晶晶 温梦雅 温小娟 

温亚 文娟霞 文亚玲 闻庆 邬慧玲 毋利强 

吴春玲 吴丹 吴红卫 吴晶 吴静 吴磊 

吴莉霞 吴秋霞 吴文艳 吴向阳 吴晓雪 吴玉枝 

武波涛 武红利 武鸿 武磊 武日旺 武涛 

武婷 武秀峰 武旭光 武雪娇 武雅琼 武应芳 

武玉兰 武志岗 郗超毅 席端 向晨昱 向芳 

肖丽芳 谢宠 谢军俊 谢丽萍 谢丽霞 辛娜娜 

邢立静 邢柳杨 邢婷婷 邢燕玲 宿秀婷 徐慧芳 

徐双春 徐心田 徐泽宇 徐峥 许玲芳 许妮 

许琼 许霜琪 许雯 续彩虹 薛彩霞 薛村水 

薛佳芬 薛江飞 薛晶慧 薛菊霞 薛凯 薛岚平 

薛李喜 薛秋玲 薛蓉蓉 薛文龙 薛武鹏 薛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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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娅娜 薛媛 薛征 薛志清 延妮芳 闫惠斌 

闫金丽 闫晶 闫丽 闫荔 闫莉 闫瑞琴 

闫少华 闫薇 闫文国 闫晓芳 闫新明 闫燕（4） 

闫燕（12） 闫烨 闫映霞 闫玉珮 闫豫萍 严尚妮 

阎虹 阎洁 阎金萍 阎丽娟 燕虹 燕媛媛 

杨斌 杨博丽 杨婵 杨帆 杨方君 杨光 

杨辉 杨慧 杨建钢 杨江华 杨江亭 杨洁 

杨金磊 杨晶 杨晶洁 杨静（1） 杨静（11） 杨钧淄 

杨蕾 杨立明 杨丽君 杨丽萍 杨利 杨琳琳 

杨鹏（4） 杨鹏（8） 杨倩 杨瑞芳 杨少梅 杨少雄 

杨田丽 杨威芬 杨文 杨文琴 杨文曲 杨先锋 

杨小艳 杨晓 杨晓静 杨晓燕 杨晓雨 杨雅菁 

杨亚利 杨艳丽 杨艳艳 杨洋 杨颖 杨永辉 

杨永杰 姚佳 姚建斌 姚瑨玮 姚侠 姚晓凡 

姚晓芳 姚新智 姚雪 姚燕琴 姚玉兰 叶亭亭 

叶致刚 义明珠 尹翻平 尹心妍 尹雪梅 尹雨莲 

于淑君 于欣 鱼海娇 庾阿琴 喻英 员丽 

袁晓芳 原大江 原鸿昌 原坤坤 岳畅 岳红艳 

岳华杰 岳娇 岳琦珺 岳涛 岳婷 岳占龙 

昝红艳 翟丽婷 翟孝民 翟艳萍 翟元梁 张 潍 

张爱利 张宝田 张斌 张彩针 张朝华 张晨霞 

张翠玲 张得亚 张璠 张芳 张凤 张桂芬 

张桂珍 张国虹 张国婧 张海霞 张海针 张浩 

张红 张红霞 张虹 张鸿翔 张恵蓉 张慧杰 

张慧君 张继红 张佳佳 张佳君 张佳妮 张建军 

张建明 张建伟 张建伟 张建文 张剑锋 张姣 

张洁玉 张婕 张婕苗 张晋煌 张靖 张军 

张军燕 张君 张俊霞 张凯星 张珂 张岚 

张蕾 张立文 张丽 张丽芳 张丽花 张丽晖 

张丽丽 张丽荣 张丽欣 张利 张利芬 张利静 

张莉（10） 张莉（12） 张莉峰 张林浩 张琳 张琳芳 

张玲 张璐彦 张满红 张面香 张敏（4） 张敏（8） 

张明 张念军 张培雄 张培英 张鹏 张屏 

张萍 张茜 张倩楠 张沁莲 张青松 张融玮 

张锐 张瑞芬 张瑞雪 张绍果 张舒羽 张双平（9） 

张双平（9） 张腾威 张婷 张婷婷 张巍 张伟 

张文红 张文军 张献丹 张香萍 张潇潇 张小琴 

张小荣 张小茹 张小咏 张晓 张晓超 张晓芬 

张晓花 张晓华 张晓辉（11） 张晓辉（12） 张晓娟 张晓靓 

张晓乾 张晓清 张晓思 张孝武 张新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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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涛 张秀春 张秀峰 张秀娟 张秀珍 张旭（2） 

张旭（4） 张薛刚 张学 张雅婷 张亚斌 张亚娟 

张亚敏 张艳（12） 张艳（2） 张艳丽 张燕（3） 张燕（11） 

张银虎 张英 张瑛洁 张颖 张颖惠 张永刚 

张永俊 张玉 张玉娟 张圆圆 张媛 张赟 

张云 张云霞 张泽玲 张振国 张志芳 张志红 

张竹林 章峥 赵爱枝 赵斌（4） 赵斌（13） 赵彩红 

赵彩霞 赵彩云 赵朝 赵芳（11） 赵芳（12） 赵峰 

赵关娥 赵海明 赵辉 赵慧琴 赵佳 赵家斌 

赵杰 赵晶燕 赵娟（12） 赵娟（4） 赵俊杰 赵李伦 

赵立飞 赵丽君 赵明明 赵娜 赵能能 赵培培 

赵倩倩 赵青（2） 赵青（7） 赵青平 赵荣霞 赵树朋 

赵薇 赵文军 赵文美 赵文校 赵雯 赵喜萍 

赵向慧 赵肖娜 赵学军 赵亚坤 赵彦梅 赵义容 

赵永慧 赵宇彤 赵玉书 赵玉文 甄娇 甄美美 

郑变枝 郑博觉 郑春霞 郑福兰 郑宏光 郑洁 

郑婕 郑康 郑磊 郑丽琴 郑萍 郑素洁 

郑晓慧 郑毅 郑毓 智彩霞 智燕华 钟荣霞 

周芳 周峰 周佳 周乐 周立琴 周利英 

周毛娅 周文娟 周晓宁 周壮英 朱芳 朱慧忠 

朱洁晶 朱丽萍 朱琳 朱巧玲 朱鑫妹 朱燕 

朱月平 祝刚 宗俊峰 左辉 左琳  

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报道组：《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公布》，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s://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2.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附录（25）：陕西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202人） 

 

艾萌 艾娜娜 艾叶 安峰 安琪 安晓璐 

白川 白岗 白海生 白洁 白晶 白巨星 

白兰 白琳 白涛 白涛敏 白晓苗 白杨 

白郑海 柏瑞婷 班菲 飽蓉 鲍和 毕晓菊 

边旭青 卞丹丹 卞源 卜姣姣 卜珍芳 蔡慧 

蔡磊 蔡玉婷 曹博淦 曹钏宏 曹航青 曹洁 

曹利娜 曹连爱 曹小莉 曹旭欢 曹银萍 曹瑜青 

曾琪琦 曾庆岳 曾显明 柴李曼 柴雅琴 常倩 

常欣妮 畅欣 车敏鑫 陈宝宝 陈葆青 陈丹 

陈慧 陈嘉乐 陈建平 陈娇娇 陈洁 陈静 

陈靜 陈萌 陈萌萌 陈敏 陈妮 陈萍 

https://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2.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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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 陈庆 陈琼 陈荣霞 陈瑞琳 陈姗姗 

陈少娟 陈天君 陈婉丽 陈文利 陈效安 陈艳丽 

陈艳艳 陈燕妮 陈瑶 陈瑶瑶 陈张琴 陈振伟 

成丽 成娜 程靜靜 程琳 程龙 程苗 

程雪妮 程瑶 程永兵 楚冬梅 崔东波 崔莉 

崔林娜 崔雅清 崔亚娟 崔艳艳 代强 但汉秋 

党淼 邓伏雪 邓向丹 邓轩峰 邸丽改 刁鑫 

丁宁 董红娟 董建新 董咪咪 董鹏飞 董小峰 

董晓翠 董新艳 董秀秀 董増辉 豆江咪 杜超侠 

杜丽莎 杜卫丽 杜向农 段合真 段进进 段毅娜 

樊建勇 樊丽娅 樊莉娜 樊林 樊民义 樊娜 

樊晓寒 樊毅 范朝鹏 范东 范乔 范小燕 

范雪杰 范银莉 方秀云 方阳阳 封芬 封荣荣 

冯辉 冯利 冯璐 冯秋玲 冯亚兰 冯艳 

冯莹莹 冯占伟 冯喆 符翠 付腊梅 付敏 

付蓉 高爱民 高丹萍 高登峰 高和飞 高焕 

高雷 高蕾 高鹏飞 高茜 高庆华 高瑞 

高树娜 高彤 高向楠 高炀 高叶 高钊 

高芝 髙琴 耿燕 宫倩 龚涛 巩守平 

缑豪兵 古茹 关颖哲 管萌娜 桂艳红 郭杜娟 

郭芳素 郭佳萌 郭娟 郭蕾 郭利涛 郭苓 

郭孟婷 郭妮 郭秦乐 郭清莎 郭筱王 郭幸 

郭学军 郭亚丽 郭艳丽 郭银豆 郭永红 郭瑜 

郭志芬 国福云 韩建峰 韩瑾 韩静 韩丽春 

韩丽红 韩露霞 韩妮 韩培培 韩青青 韩双 

韩新鹏 韩旭 韩莹 韩媛 行倩倩 杭博 

郝会香 郝炯 郝琳 郝润梅 何姣 何静 

何丽 何乃宁 何宁 何其豪 何庆军 何莎 

何新月 何跃 和平 贺焕 贺丽娜 贺林林 

贺秋红 贺西京 侯璐莹 侯新莉 侯永生 胡方 

胡飞飞 胡冠鑫 胡俊鸿 胡强 胡蕤 胡婷 

胡卫涛 胡小雷 胡新颖 虎夏梦 扈永风 黄德玉 

黄宁利 黄蕊 黄伟 黄伟鸽 黄艳 黄杨杨 

黄溢波 惠楠 惠文飞 惠艳娉 霍丹 霍双 

姬萍 吉智星 纪武京 季芳英 贾蓓 贾倩楠 

贾晓鹏 贾雪 贾战生 姜保周 姜梦园 姜鹏 

姜群 姜雯 蒋楚婷 蒋方杰 蒋涛 蒋廷婵 

蒋伟 蒋文娟 焦海岗 焦婷婷 焦艳 解春霞 

解美玲 靳俊功 靳荣华 靳亚斌 荆江鹏 荆敏 

荆志强 景美宁 康蓓 康菲 康海斌 亢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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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丹 孔淑贞 宼小妮 宼璇 郎华 乐玲 

雷丹 雷根平 雷佳妮 雷嫚莉 雷倩 雷小航 

雷晓霞 雷瑶 李斌 李博玲 李超 李超 

李成 李程 李翀 李聪 李聪 李丹 

李丹 李方方 李飞妮 李飞艳 李国才 李海林 

李昊 李灏 李红利 李红梅 李红燕 李宏 

李欢欢 李欢欢 李辉 李彗娟 李佳红 李洁 

李洁琼 李金金 李京涛 李晶 李晶 李静 

李静 李静 李靜 李军 李军 李俊涛 

李丽萍 李连杳 李林娟 李麦娟 李梅 李米米 

李敏娜 李娜 李盼 李奇光 李倩 李庆涛 

李少武 李世龙 李硕 李岁萍 李腾岳 李天浩 

李铁柱 李婷 李彤 李维娜 李文文 李肖亮 

李晓婷 李欣 李鑫鑫 李兴珍 李旭东 李玄 

李雪 李雅萍 李娅 李妍 李艳 李燕 

李阳 李杨 李遥 李业宁 李一鸣 李引引 

李瑛 李永恒 李宇莲 李玉 李昭 李珍 

荔园 连荣娟 廉江平 廉荣 廉拥军 梁晨 

梁栋 梁均峰 梁丽云 梁莉 梁萌 梁婷 

梁杏莉 梁颖 廖丹 廖建军 廖永彬 林婷 

蔺卫龙 凌晓妮 刘冰 刘炳圻 刘超凡 刘晨鑫 

刘程 刘春田 刘丹 刘丹 刘东立 刘杜娟 

刘芳 刘福德 刘海侠 刘红艳 刘欢峰 刘惠 

刘杰 刘洁 刘锦 刘璟洁 刘静 刘娟 

刘宽 刘莉 刘林林 刘录儒 刘苗 刘淼淼 

刘娜 刘娜 刘妮 刘盼 刘盼 刘倩 

刘清清 刘群娥 刘茹 刘瑞 刘珊 刘胜妮 

刘世康 刘树松 刘思华 刘思杨 刘涛 刘婷 

刘婷 刘弯弯 刘维 刘玮 刘文娟 刘文媛 

刘武丽 刘西艳 刘湘君 刘潇潇 刘小静 刘晓薇 

刘晓云 刘欣 刘雄雄 刘秀 刘许瑾 刘亚男 

刘艳 刘艳琴 刘阳 刘洋 刘祎 刘毅 

刘永平 刘瑜 刘昱 刘毓英 刘媛媛 刘月 

刘志宏 刘尊 柳小莉 龙俊宏 龙笑 娄菲 

卢茹芸 卢亚玲 卢紫薇 芦镜镜 鲁宏斌 陆维鸽 

鹿敏 鹿岁岁 路惊宇 罗花南 罗倩 罗威 

罗一曼 骆晶 骆梦华 吕栋 吕戈 吕建瑞 

吕丽娜 吕侣 吕倩 吕甜 吕亚瑞 吕媛媛 

吕治安 马丹 马富春 马海洋 马佳佳 马姣姣 

马洁 马骏 马乐霞 马强 马乔璐 马庆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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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茹 马瑞 马瑞芹 马姗 马师洋 马炜 

马稳婕 马现仓 马肖容 马晓燕 马筱茜 马亚妮 

马玉洁 马云 毛嘉玥 毛金莲 门领航 孟娟娟 

孟欣 孟珍 米建飞 苗玲 闵渝婷 明宗娟 

慕甜甜 穆真 南瑞静 倪晓彗 宁珊珊 宁雅童 

牛攀霞 牛思倩 牛学智 牛媛 欧娜 潘坤 

潘双 潘婷 庞冲 彭昊 彭少婷 彭停停 

彭艳艳 浦元 祁丽娜 祁雪丽 千瑶 强靖靖 

强燕燕 强永梅 乔培信 乔向阳 乔艳艳 乔珍 

秦红玉 秦利 秦小波 秦艳妮 秦伊会 邱珂 

屈锦兰 屈莉 屈萍 屈小元 权瑞 权雯雪 

冉仁玉 冉小丽 饶琨 任翠 任福娜 任广卓 

任佳荣 任凯丽 任曼曼 任强 任瑞 任世卫 

三芬英 桑芳芳 商江丽 商妙维 尚立群 邵娜 

申冬青 申欢欢 申雅雯 沈杨 施秉银 石红 

石慧帆 石洁 石明洋 石泰东 石媛媛 石志红 

史阿幸 史晨毅 史督军 史粉霞 史海涛 史红阳 

史捷 史金平 史璐 史伟 史席靜 司茜 

宋娇娇 宋立婷 宋苗 宋斯迪 宋彦霞 宋楹卓 

宋媛媛 宋玥 苏锋 苏乾丽 苏晓英 苏雪 

苏艳丽 孙成波 孙昉昉 孙菡 孙欢 孙静 

孙亮 孙娜 孙婉香 孙维 孙小敏 孙小双 

孙小燕 孙欣环 孙秀艳 孙彦 孙云 谭超 

谭国超 唐翠萍 唐乐 唐娜 唐瑞星 滕琰 

田丽萍 田茜 田甜 田婉荧 田显敏 田昕 

田阳 田应选 田玉梅 田长印 同瑞 涂婧 

拓丽 弯贝贝 万翡 万小翠 万源 万月强 

万珍妮 汪春梅 汪凤麟 汪倩 汪兴辉 汪娅莉 

王宝枝 王飙落 王博 王超 王晨 王翠洁 

王丹 王迪 王都 王帆 王飞 王淦平 

王岗 王高峰 王海昌 王皓冬 王红 王红娟 

王红梅 王花丽 王华 王辉 王慧慧 王吉 

王嘉 王剑利 王健 王姣姣 王京 王晶 

王晶晶 王晶晶 王静 王静 王静 王靜 

王娟 王娟茹 王军 王凯 王磊 王磊鑫 

王力 王立栋 王立鹤 王丽 王丽娜 王丽萍 

王丽莎 王利 王莉 王琳 王陵 王龙龙 

王璐 王忙忙 王梅 王娩 王敏娜 王明艳 

王娜娜 王妮 王盼婷 王鹏 王琦 王茜 

王茜 王倩 王侨侨 王琼 王蓉 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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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 王瑞哲 王洒 王沙沙 王朔 王松 

王婷 王同璞 王伟 王霞 王香茹 王小波 

王小华 王小健 王小平 王小坛 王晓 王晓菊 

王晓鹏 王晓蕊 王晓艳 王笑 王欣 王续续 

王亚娟 王亚丽 王艳 王艳 王艳 王艳妮 

王阳 王耀炜 王艺静 王银坤 王莹 王莹 

王永勤 王勇 王雨璠 王源 王月 王长洁 

王长鹰 王争艳 王直 王治平 韦飞 韦巍 

卫金曼 魏丹 魏桦楠 魏洁琼 魏兰 魏麟璎 

魏玲云 魏曦 魏益群 魏仲英 温乐 温丽杰 

文红 文艺 吴冰 吴昌归 吴东 吴家琪 

吴静 吴莉娜 吴明 吴宁 吴香 吴晓 

吴媛 吴钊 武冬 武向阳 兀云飞 夏国志 

夏俭维 夏炎 相菲 向丹 项瑜 肖娇 

肖瑾 肖晶晶 肖青 肖顺凤 肖永亮 谢丽丽 

谢淼 谢娜 谢小凤 谢秀娟 邢冬梅 邢辉 

邢利娟 邢晓燕 熊礼浍 徐芳云 徐汉瑾 徐红艳 

徐慧芳 徐小刚 徐阳 徐媛 徐战磊 许凤 

许欢 许娟 许龙 许婷 许卫峰 许香清 

许晓飞 许祖科 续罗雪 薛飞 薛光璇 薛梅梅 

薛鹏军 薛婷宇 薛妍 薛义宝 薛玉龙 薛智文 

荀利如 闫晋琪 闫琳 闫玲 闫明叶 闫巧 

严翠 严向锋 严晓华 阎京京 燕艳艳 杨 波 

杨彩萍 杨春霞 杨丹 杨端卓 杨峰 杨彗玲 

杨惠云 杨慧 杨娇 杨静 杨静 杨娟娟 

杨俊丽 杨凯翔 杨昆 杨磊 杨蕾 杨玲 

杨妙妍 杨妮妮 杨宁 杨培荣 杨鹏 杨萍 

杨茜茹 杨青芝 杨庆 杨莎 杨栓柱 杨田丽 

杨甜甜 杨文静 杨旭东 杨雪 杨瑶 杨耀花 

杨一婷 杨玉婷 杨园 杨媛媛 杨瑗 杨展科 

杨宗义 姚灵玉 叶青 宜玉倩 弋珍 易炜娜 

易智 阴媛媛 殷美靜 尹大宇 尹强 尹霞 

雍翠翠 于杰 于诗芸 于晓倩 于燕喃 于哲哲 

余翠红 余亚兰 俞兆海 俞兆坤 袁军 袁克文 

袁沙 袁天栋 袁永兴 岳金翠 岳琳 岳转妮 

昝雷 翟苗苗 翟娜 翟问阳 张安娜 张贝贝 

张倍榕 张蓓 张彪 张波 张博 张彩燕 

张超 张朝升 张晨红 张呈生 张春 张春辉 

张春妮 张春燕 张翠红 张德信 张丁肇星 张帆 

张凡 张粉丽 张凤艳 张海萍 张红涛 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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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 张欢 张欢 张欢瑞 张江云 张交静 

张姣 张杰 张洁 张菊侠 张俊 张俊伟 

张奎伟 张蕾 张丽 张丽 张丽娟 张莉 

张靓 张琳 张琳 张凌云 张璐 张璐 

张璐凡 张美真 张萌 张萌 张萌 张蒙 

张敏 张敏 张妮 张佩 张佩佩 张鹏伟 

张萍 张萍 张茜 张仁儒 张荣荣 张瑞霞 

张睿 张淑芬 张松岩 张天政 张婷 张卫宁 

张卫萍 张文智 张吴茜 张小娟 张小莲 张晓翠 

张晓龙 张晓燕 张笑 张欣 张兴磊 张雪 

张雪华 张雪婷 张亚辉 张亚娜 张艳 张艳峰 

张艳娜 张阳 张阳蕾 张怡 张怡 张怡倩 

张英 张莹 张颖峰 张勇 张玉涛 张玉艳 

张媛娜 张愿花 张悦 张云 张昭 张贞 

张贞鲁 张正良 张治国 张子煜 章建新 赵宝宝 

赵聪 赵丹 赵丹妮 赵二艳 赵凡凡 赵红毅 

赵骞 赵建波 赵洁 赵静 赵娟 赵蕾蕾 

赵立群 赵丽 赵丽娟 赵玲玲 赵敏 赵澎 

赵青 赵清 赵珊 赵田霞 赵亭玲 赵婷婷 

赵婉莹 赵微 赵温馨 赵文菁 赵文娟 赵晓捷 

赵璇 赵雪妮 赵亚军 赵岩 赵燕 赵杨 

赵颖 赵媛媛 赵悦 郑佳 郑建奎 郑娟 

郑莉 郑千千 郑万利 郑星 郑雪峰 郑艳 

郑盈 郑雨晴 支杨 周博 周锋 周红社 

周立 周璐 周杉 周涛 周玮 周文倩 

周亚会 周艳容 周阳 周瑜辉 周媛 周振国 

朱柏 朱春梅 朱丹丹 朱海龙 朱欢欢 朱江勃 

朱疆艳 朱杰 朱婧 朱静 朱璐 朱明明 

朱晴 朱婷 朱文娟 朱小妮 朱娅鸽 朱一斌 

朱长亮 庄蓉     

 资料来源：《今天秦兵回家了！1202 位陕西援鄂医疗队全名单》，光明网，2020 年 3 月 20 日，

http://m.gmw.cn/2020-03/20/content_1301073353.htm，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附录（26）：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649人） 

 

安崇元 白杨 白雨 包佳宁 包丽雯 包悦 

鲍君志 鲍伟 鲍紫龙 毕鑫 毕宇芳 边巍 

卞恒志 卞慧莲 卞凌俊 蔡斌杰 蔡海英 蔡华杰 

蔡军 蔡俊 蔡梦如 蔡明 蔡蔚然 蔡文静 

http://m.gmw.cn/2020-03/20/content_1301073353.htm
http://m.gmw.cn/2020-03/20/content_13010733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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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珺 蔡小红 蔡莹颖 曹 婧 曹 敏 曹 敏 

曹慧娟 曹嘉添 曹晶磊 曹莉 曹书梅 曹帅军 

曹思萍 曹伟伟 曹一峰 曹中伟 曾杰 查兵兵 

查琼芳 查怡鑫 查韵 柴凤平 柴丽莉 柴宇静 

常 健 常 敏 陈 城 陈 飞 陈 洁 陈 洁 

陈 娟 陈 琳 陈 琦 陈 澍 陈 翔 陈 雄 

陈 瑶 陈蓓妮 陈蔡旸 陈晨 陈达凡 陈德昌 

陈迪 陈尔真 陈斐颖 陈桂林 陈桂明 陈国立 

陈红 陈佳 陈家晖 陈嘉仪 陈建础 陈健 

陈进宏 陈菊花 陈军 陈军虎 陈俊彦 陈科良 

陈丽 陈亮亮 陈龙 陈龙云 陈媚 陈木新 

陈培培 陈倩文 陈俏依 陈荣璋 陈蕊华 陈盛 

陈思思 陈思瑶 陈思瑶 陈松文 陈望升 陈巍 

陈文萍 陈曦 陈小华 陈小艳 陈小雨 陈晓洁 

陈雪丹 陈雅娟 陈艳 陈燕 陈一愫 陈怡静 

陈轶洪 陈轶坚 陈颖萍 陈宇菁 陈园 陈沅 

陈贞 成 城 成强 成亚慧 程 阳 程 煜 

程菲 程克斌 程敏慧 程瑞杰 程文红 程文领 

程霞 程新 程鑫 崇家懿 仇超勤 仇晶军 

楚苗苗 丛支磊 崔佳嵩 崔洁 崔然 崔志磊 

崔卓洲 戴爱兰 戴华 戴龙梅 戴楠楠 戴倩 

戴文琼 戴晓勇 戴炎杉 戴依蕾 邓会标 邓剑青 

邓梦楠 邓蕊 邓仕淏 邓延峰 邓玉海 狄慧娟 

邸英莲 刁海彦 丁百兴 丁凤鸣 丁佳丽 丁键 

丁立 丁绍荣 丁士英 丁怿虹 董春玲 董玲萍 

董佩斌 董秋华 董天娇 董向燕 董晓赟 董啸男 

董元伟 都勇 窦苗 杜 明 杜 勇 杜晶 

杜丽平 杜铃琴 杜威 杜文永 杜宇锋 端光丽 

樊洁琼 樊民 樊希望 范陈戈 范佳凤 范江雁 

范俊 范磊磊 范晴云 范仁静 范小红 范叶君 

范晔绮 范长青 范志敏 方邦江 方芳 方士华 

方贤丰 方永修 方勇 房盈 费 敏 费晓春 

冯波 冯国栋 冯佳楠 冯嘉依 冯建军 冯丽美 

冯亮 冯璐璐 冯其茂 冯琪 冯强 冯圣捷 

冯诗婕 冯晓云 冯雪芳 冯昱桦 冯赟 冯镇宗 

冯智凌 符燕 辅智薇 付佳英 付明生 付佑辉 

傅 佳 傅佳顺 傅晶晶 傅琳娜 傅晟静 傅小芳 

傅志强 甘露 干佳琪 干依婷 高 霏 高 磊 

高 倩 高 婷 高彩萍 高琛妮 高存友 高丹青 

高得勇 高锦霞 高莉 高玲娣 高梦娇 高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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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鹏 高杉珊 高天霖 高馨然 高优 葛 峰 

葛 恒 葛倩文 葛圣婷 葛周勤 耿倩 龚 瑶 

龚惠莉 龚菁菁 龚丽燕 龚赛玲 龚亚斌 龚燕燕 

龚漪娜 龚月蕊 巩 倩 缑卫红 谷佳 顾 倩 

顾陈韵 顾春红 顾樊 顾国嵘 顾海燕 顾佳辉 

顾家荣 顾俊杰 顾蕾 顾璘翌 顾羚耀 顾美萍 

顾培珩 顾钦赟 顾瑞莲 顾雯风 顾晓琳 顾燕芬 

顾怡雯 顾颖婷 管玉珍 桂晓波 郭 全 郭 颖 

郭慧琦 郭纪芸 郭君 郭梦月 郭鹏 郭倩 

郭瑞雪 郭孙升 郭晓燕 郭旋 郭雁飞 郭耀萍 

郭祎佶 郭忠 哈明昊 韩 奕 韩光炜 韩凯月 

韩帅 韩晓凤 韩晓羚 韩杨 杭 瑛 郝彭丽 

郝子娴 何楚怡 何慧赟 何丽华 何俐 何青青 

何绍华 何雯妍 何燕超 何紫娟 贺懿婷 贺银燕 

衡妍妮 洪昶德 洪姝 洪艳 洪洋 侯敏杰 

胡春花 胡德雪 胡红梅 胡佳红 胡佳颖 胡江峰 

胡洁 胡军言 胡兰兰 胡鸣颖 胡娜娜 胡琼莹 

胡盛 胡双双 胡婷 胡伟国 胡潇煜 胡晓敏 

胡雨 胡雨茜 胡玉蓉 胡芸芸 华 晶 华驾略 

华晓婷 华燕妮 华莹奇 黄 欢 黄 慧 黄 敏 

黄 琦 黄 睿 黄 雯 黄爱萍 黄波黎 黄崇媚 

黄春兰 黄春萍 黄聪华 黄翠琴 黄丹凤 黄芳 

黄凤 黄冠东 黄国鑫 黄惠娴 黄佳 黄佳琪 

黄嘉琳 黄建芳 黄锦阳 黄静 黄黎静 黄黎莹 

黄莉莉 黄琳 黄琳 黄仁政 黄圣晶 黄玮 

黄文婕 黄小娜 黄晓莉 黄燕 黄一乐 黄莺 

黄莹 黄羽飞 黄浙勇 惠纪元 惠蔚 吉建梅 

吉莉 吉敏娇 计文韬 纪晓康 纪艳艳 季 勇 

季海峰 季佳敏 季梦婷 季姝鑫 季雯婷 季玉蓓 

季紫娇 贾 波 贾洁爽 贾铁武 贾燕静 贾颖 

贾忠宝 江 雪 江 莹 江宁 江婷婷 江夏萍 

江晓慧 江永权 姜 波 姜 炜 姜华 姜恺 

姜琳芸 姜绿燕 姜婷 姜野宁 蒋 超 蒋 菁 

蒋邦栋 蒋捍东 蒋浩琴 蒋惠佳 蒋佳清 蒋金花 

蒋进军 蒋伟平 蒋雪瑾 焦锋 焦闪云 介勇 

金 泓 金 巍 金慧莉 金俊捷 金乐 金蕾 

金琦 金艺 金莺 金枝 靳海洋 靳静 

居旻杰 鞠旺 鞠莹 巨红梅 柯璐璐 孔涵恩 

来从秀 乐叶 乐雨倩 雷撼 李 慧 李 凯 

李 敏 李 婷 李 炜 李碧波 李斌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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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 李晨琪 李晨喆 李春花 李春雷 李丹 

李冬梅 李菲卡 李锋 李广莹 李海涛 李海云 

李红 李慧洋 李佳 李佳琳 李佳旻 李家英 

李交 李洁 李洁 李金花 李金哲 李瑾 

李菁菁 李晶晶 李婧 李静怡 李君 李磊 

李黎梅 李立汇 李丽 李莉 李莲 李玲 

李梦琪 李娜 李宁 李盼盼 李鹏 李青 

李青青 李庆云 李琼 李群 李瑞燕 李申 

李圣青 李帅 李思杰 李婷婷 李万义 李巍立 

李卫英 李文慧 李先涛 李晓静 李晓宁 李晓奇 

李昕 李欣怡 李新宇 李雪芳 李雪琴 李艳梅 

李艳英 李燕娟 李燕敏 李依 李怡韵 李育明 

李昱旻 李云 李赵龙 李振元 李志勇 李仲扬 

李倬哲 厉燕 厉燕芬 梁 超 梁翠 梁珀铭 

梁秋婧 梁守赞 梁婷 梁晓虹 廖祥伟 廖宇 

林 毅 林杰 林靖生 林琳 林荣桂 林小芹 

林研 林舟 凌晓敏 凌雪辉 凌怡 刘 博 

刘 传 刘 洁 刘 军 刘春亮 刘德志 刘芬 

刘丰韬 刘红 刘华 刘蕙宁 刘佳楠 刘嘉琳 

刘金金 刘静霞 刘凯 刘黎丽 刘立骏 刘利梅 

刘莉莉 刘恋 刘亮 刘萌 刘明 刘明利 

刘鹏艳 刘屏 刘萍 刘青 刘青 刘琼 

刘秋月 刘蓉 刘瑞麟 刘若茜 刘晟宏 刘诗莺 

刘双园 刘素贞 刘天 刘桐 刘伟娟 刘蔚菁 

刘文 刘文进 刘文静 刘雯 刘雯燕 刘晓岚 

刘晓蓉 刘秀平 刘雪青 刘亚 刘亚良 刘燕 

刘一典 刘轶 刘毅珍 刘勇超 刘钰 刘振华 

刘治平 刘子龙 柳玮 楼 佳 卢根娣 卢文琪 

卢文文 卢战军 鲁成 鲁立文 鲁琳 陆 敏 

陆蓓蓓 陆辰铭 陆春燕 陆翠微 陆红艳 陆华君 

陆嘉楠 陆晶晶 陆君涛 陆美华 陆清雨 陆庆红 

陆巍 陆文丽 陆贤 陆雅萍 陆言庭 陆燕 

陆詹婷 陆志刚 鹿斌 路建饶 路莎莎 罗 仪 

罗春 罗猛强 罗宁迪 罗永彬 罗哲 罗忠光 

吕婵 吕铃 吕明明 吕青 吕遐 吕晓慧 

马 乐 马国光 马继明 马健 马杰飞 马珏萍 

马骏驰 马力凤 马良玉 马玲玲 马文彬 马昕 

马旖雯 马宇航 马越 马志沛 马子霖 麦静愔 

满雯琼 毛佳健 毛建强 毛青 毛日成 毛亚妮 

毛懿良 茅汉欣 茅丽琴 梅静骅 梅周芳 孟祥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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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召海 闵铜新 缪炯睿 缪晟昊 缪淑敏 沐美玲 

倪 娇 倪 洁 倪 丽 倪成彦 倪花 倪佳雪 

倪开济 倪力 倪敏慧 倪琦 倪溦 倪晓燕 

倪晓云 倪志群 聂 鹏 宁敏 牛卫青 欧阳佳 

欧阳芸 欧玉凤 潘晨卿 潘春凤 潘慧璘 潘洁琼 

潘婧莹 潘美霞 潘佩培 潘婷 潘文彦 潘旭冰 

潘雪红 潘宇慧 庞家栋 庞启英 裴传凤 彭代辉 

彭丹 彭红玲 彭沪 彭四新 濮稚燕 戚倩 

戚思佳 齐碧蓉 祁伊莉 钱 琳 钱倍 钱海泳 

钱靖 钱莉 钱莉 钱琳娜 钱宁宁 钱倩文 

钱士法 钱松屹 钱婷婷 钱文静 钱文娟 钱晓 

钱新悅 钱雪梅 钱钟馨 钱姿斐 乔乔 乔云 

秦朝辉 秦佳文 秦玫瑰 秦梦 秦明 秦昵 

秦萍 秦琦 秦伟成 秦雯云 秦岩 秦怡 

秦永芬 秦云 卿 恺 邱李夏 邱淑佳 邱移芹 

邱智渊 裘 洁 瞿春蕾 瞿如意 曲孝龙 阙雯 

任杜 任宏 任慧娟 任建峰 任宁 任培培 

戎 柳 阮盛 阮征 阮正上 沙春霞 沙海 

沙莉莉 商斌仪 商文静 邵静 邵莲菁 邵琼 

邵岳英 申达甫 沈 俭 沈春悦 沈海晨 沈虹 

沈虹 沈花 沈佳佳 沈坚 沈骏 沈珑 

沈勤军 沈勤兰 沈全斌 沈全荣 沈伟鸿 沈潇云 

沈秀竹 沈亚星 沈妍 沈艳梅 沈艳婷 沈燕 

沈怡琼 沈宇伟 沈煜枫 沈悦霖 沈赟 沈云东 

沈卓婴 盛春风 盛红兰 盛赛花 盛瑜恬 盛玉涛 

施 丹 施 敏 施 阳 施冬青 施国华 施佳丽 

施劲东 施培红 施勤英 施庆 施庆健 施巍 

施伟雄 施莺莺 石大可 石晓彤 石欣怡 石英姿 

史文丽 史媛虹 侍鑫杰 宋昌菊 宋海峰 宋敏 

宋甜甜 宋秀明 宋洋 苏慧 苏琦 苏仕衡 

苏晓芬 苏迎 苏宇婷 孙 焱 孙旦萍 孙迪 

孙峰 孙贵新 孙海峰 孙海燕 孙红萍 孙佳佳 

孙嘉腾 孙俊 孙丽骏 孙莉 孙陆玉 孙孟瑾 

孙能强 孙琦 孙苏婷 孙甜甜 孙文兰 孙雯 

孙亚岚 孙艳 孙燕 孙远 孙悦 谭佳颖 

谭永昶 汤晶 汤丽君 汤伟清 汤燕萍 汤一鸣 

唐 恩 唐 莲 唐 伟 唐彩芳 唐欢 唐佳菲 

唐佳佳 唐佳漪 唐建红 唐军 唐凯 唐明兰 

唐铭骏 唐润伟 唐少华 唐文婕 唐晓燕 陶 华 

陶凤云 陶军华 陶晴岚 陶然君 陶淑君 陶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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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燕 陶悦 滕彦娟 田 磊 田 添 田名珠 

屠国伟 屠丽雯 屠一鸣 万莉 万亿 汪 方 

汪 婕 汪冬圆 汪慧娟 汪佳玲 汪嘉妮 汪娟 

汪荣盛 汪维 汪伟 汪小冬 汪小娜 汪晓晖 

汪阳 汪志方 王 宏 王 敏 王 勍 王 箐 

王 妍 王爱琴 王兵 王朝夫 王传海 王春军 

王春灵 王冬麟 王冬艳 王芳 王芳缘 王峰 

王国志 王海红 王汉超 王豪 王洪花 王欢欢 

王缓缓 王辉 王佳 王佳瑜 王家麟 王建东 

王建辉 王剑琼 王金梅 王晶晶 王婧 王静 

王菊莉 王俊 王蕾 王丽虹 王利彬 王梁丽 

王琳 王玲玲 王宁 王鹏 王鹏 王倩 

王倩露 王强 王琴 王青青 王融融 王瑞兰 

王瑞瀛 王施妍 王淑琳 王硕 王涛 王韬 

王婷 王婷 王旺 王维俊 王玮 王卫 

王卫芳 王文红 王文婕 王文盼 王小青 王晓宁 

王雄彪 王亚华 王岩 王燕娇 王燕燕 王洋洋 

王叶琴 王烨 王宜赟 王昳丽 王银辉 王勇军 

王宇 王雨佳 王喆 王振 王振伟 王正廷 

韦欣 韦咏梅 卫慧 卫尹 魏礼群 魏云 

温科奇 文佳 翁超 翁玲琍 巫雅萍 吴 钢 

吴 婕 吴 平 吴博杰 吴超民 吴春娟 吴德标 

吴丁韵 吴凡 吴海燕 吴恒趋 吴佳萍 吴璟奕 

吴俊楠 吴磊 吴玲玲 吴旻 吴明慧 吴平 

吴琼丽 吴荣琴 吴瑞珅 吴姗 吴思怡 吴婷婷 

吴卫东 吴卫青 吴文娟 吴文娟 吴文三 吴雯娟 

吴雯晴 吴问香 吴晓燕 吴艳 吴要华 吴叶佳 

吴祎 吴禕雯 吴怡颖 吴溢涛 吴钰婷 吴毓新 

吴跃跃 吴云霞 吴哲锋 吴志雄 伍婵娟 伍净净 

伍宁 伍卫权 伍毅 武瑞秋 武文文 武永霞 

奚 欢 奚才华 奚慧琴 奚洁 奚希相 席丽君 

夏 凌 夏从容 夏敬文 夏琼华 夏新新 项晓刚 

肖娟 肖强 肖文秀 肖武强 肖潇 肖燕 

谢 莉 谢静远 谢文婷 谢亚莉 谢亚婷 谢元鸿 

辛海光 辛舟 忻笑 邢丽莎 熊德新 熊强 

熊少洁 熊维宁 徐 斌 徐 兵 徐 晨 徐 华 

徐 惠 徐 璟 徐阿红 徐斌 徐丹 徐东亚 

徐浩 徐浩 徐红福 徐佳波 徐佳凤 徐家宜 

徐健能 徐杰 徐瑾 徐静静 徐筠 徐梦丹 

徐梦妮 徐鸣丽 徐卿 徐庆宝 徐邱婷 徐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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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山山 徐思敏 徐思远 徐伟娥 徐文彦 徐雯莉 

徐锡涛 徐小妹 徐昕宙 徐欣晖 徐鑫怡 徐幸 

徐永兴 徐月良 徐越 徐中慧 徐周伟 许 悦 

许虹 许磊 许莉 许诗琨 许妁 许雅芳 

许严新 宣伟 薛杰 薛凯华 薛恺 薛莉菲 

薛珊 薛愉 薛渊 闫翩 闫小响 严 萍 

严翠丽 严俊 严玲玉 严明英 严书玲 严松娟 

严小培 严晓晴 晏晓坤 杨 欢 杨 艳 杨 杨 

杨爱华 杨道良 杨帆 杨慧青 杨金驹 杨磊 

杨美蓉 杨敏婕 杨倩倩 杨庆香 杨秋晨 杨森 

杨世跃 杨笑笑 杨兴艳 杨雪 杨艳君 杨焱焱 

杨一鸣 杨怡雯 杨懿冰 杨玉蛟 杨媛佳 杨之涛 

杨孜雯 姚 岚 姚碧成 姚方园 姚晖 姚慧俐 

姚静丽 姚梦怡 姚婷婷 姚雨濛 姚玉龙 姚玉婷 

姚志萍 姚智雯 姚智毅 叶 君 叶 伶 叶海燕 

叶佳琪 叶磊 叶茂松 叶倩茹 叶夏莉 叶晓佟 

叶秀萍 叶稚茵 殷 敏 殷敏燕 殷青 殷巍巍 

尹成伟 尹豆 尹建海 尹婷 尹晓静 尹瑛 

尹育红 尹媛媛 印 敏 印正 应小盈 应佑国 

尤俪雯 油文静 于吉霞 于景海 于倩 于树婷 

于思远 于文杰 余 晴 余佳 余洁 余琦玮 

余情 余跃天 鱼晓波 俞 倩 俞烽 俞海瑾 

俞梦泽 俞文蕾 俞雯霞 俞英 俞月红 虞亚琪 

郁淼 郁慎吉 袁宸桢 袁海凌 袁计红 袁佳雯 

袁立 袁刘远 袁如玉 袁维方 袁玮媚 袁肖肖 

袁秀群 袁燕 袁颖颖 袁佐杰 岳 江 臧婷婷 

翟佳丽 翟容城 翟晓惠 翟耶俊 占归来 占梦点 

张 彬 张 芳 张 骞 张 瑾 张 静 张 静 

张 莉 张 璐 张 敏 张 敏 张 凝 张 雯 

张 盈 张 勇 张昂 张斌 张晨 张成亮 

张登贤 张飞龙 张锋镝 张高峰 张衡 张红阳 

张欢 张继东 张继明 张佳冉 张骞 张剑 

张杰 张洁莹 张静 张俊 张俊杰 张科蓓 

张雷 张磊 张黎艳 张立萍 张丽 张莉莲 

张亮 张林 张淋源 张琳佳 张琳艺 张玲 

张六平 张梦影 张淼 张明洁 张明明 张明鸣 

张培 张鹏宇 张祁筠 张琴琳 张秋芸 张瑞杰 

张若敏 张洒洒 张少峰 张舒 张帅 张松 

张天瑶 张天宇 张伟燕 张伟燕 张文翠 张文英 

张熙 张霞 张贤玲 张祥贵 张小东 张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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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丹 张晓帆 张晓夏 张晓云 张欣 张欣云 

张兴 张学敏 张雪艳 张言 张艳 张艳欣 

张燕红 张叶麒 张怡 张怡青 张怡然 张益辉 

张滢悦 张有志 张玉萍 张煜 张园园 张曰云 

张月莉 张占国 张正华 张志锋 章鹏 章晓淼 

章志建 章左艳 赵 锋 赵 虹 赵 伟 赵 伟 

赵 越 赵波 赵程 赵丹丹 赵丹丽 赵凡尘 

赵佳茹 赵雷 赵黎明 赵利群 赵伦 赵清雅 

赵圣洁 赵舒逸 赵文强 赵雯婷 赵小婕 赵小宁 

赵小燕 赵晓莉 赵晓玲 赵欣颖 赵艳玲 赵园园 

赵云峰 折哲 甄 暐 甄莹莹 郑 霞 郑吉莉 

郑晶晶 郑娟 郑军华 郑鹏翔 郑仕元 郑婷 

郑燕丽 郑永华 钟 鸣 钟旭 周 瑾 周 蕾 

周 敏 周 敏 周 敏 周 雯 周 新 周 妍 

周 瑛 周 盈 周 颖 周 勇 周 赟 周采丰 

周承 周程辉 周春燕 周丹 周东花 周翡 

周锋 周茀伶 周海英 周何军 周慧敏 周佳 

周佳怡 周嘉杨 周健 周丽慧 周玲亿 周密 

周楠楠 周佩歆 周萍 周睿 周伟 周文杰 

周小建 周晓芝 周欣欣 周叶佳 周轶卿 周勇 

周与华 周与瑾 周增丁 周兆强 周哲玲 周智燕 

朱承倩 朱畴文 朱峰 朱莞婷 朱宏伟 朱辉 

朱慧婷 朱吉成 朱佳欣 朱嘉鹏 朱江英 朱晶莹 

朱磊 朱蕾 朱立颖 朱丽 朱莉 朱莉 

朱琳 朱玲玲 朱榴燕 朱敏 朱佩敏 朱升琦 

朱晟 朱嗣伟 朱天翼 朱文超 朱文华 朱闻 

朱娴杰 朱晓宁 朱晓琼 朱孝思 朱欣宜 朱妍 

朱祎凡 朱奕豪 朱奕奕 朱莺 朱颖 朱酉琦 

朱瑜君 朱玥婷 朱禛菁 朱子薇 诸玫琳 祝毛玲 

庄佳影 庄捷 庄明燕 卓恺明 邹 海 邹芳草 

邹慧祯 邹建洲 邹天慧 邹峥嵘 左梦颖  

 资料来源：《上海支援湖北医务人员英雄榜了！这 1600 多个名字值得记住！》，“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2020 年 3 月 12 日，https://mp.weixin.qq.com/s/QweTcXUJUHjq8RPN494Kpg，2020 年 3 月 12 日。 

 

 

附录（27）：四川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463人） 

 

艾霜兰 安笑 安永平 白浪 白伟 白欣灵 

白雪 薄虹 鲍冬梅 毕明帅 毕萍 蔡波 

蔡佳君 蔡丽 蔡琳 蔡秋风 蔡懿 蔡永红 

https://mp.weixin.qq.com/s/QweTcXUJUHjq8RPN494K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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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芳敏 曹海泉 曹建伟 曹礼 曹璐璐 曹孟 

曹梦诗 曹鹏 曹强 曹秋艳 曹小燕 曹鑫 

曹型翠 曹亚州 曹芸汐 曾 鹏 曾安会 曾铖 

曾殿红 曾虹 曾劲松 曾娟 曾理 曾良帮 

曾强林 曾茄 曾若楠 曾山桃 曾珊琪 曾桃 

曾婷 曾晓春 曾晓冬 曾晓玲 曾轶 曾毅 

曾媛媛 曾玥 车国慧 陈艾玲 陈波 陈超 

陈超华 陈诚 陈德力 陈锋 陈浩 陈红玉 

陈华 陈荟宇 陈骥 陈佳蕊 陈建国 陈建琴 

陈建兴 陈金艳 陈进东 陈婧 陈婧 陈静 

陈菊屏 陈娟 陈军 陈凯 陈康 陈柯羊 

陈立 陈丽 陈丽娟 陈利玲 陈莉 陈玲 

陈玲 陈龙 陈梅 陈明惠 陈明燕 陈南君 

陈楠 陈培 陈培铭 陈鹏 陈萍 陈谦 

陈琴 陈庆 陈琼波 陈琼玫 陈仁德 陈善萍 

陈思媛 陈涛 陈淘江 陈婷 陈望舒 陈微 

陈曦 陈祥 陈小兰 陈小燕 陈晓丽 陈心足 

陈欣 陈鑫 陈信英 陈秀梅 陈亚君 陈艳 

陈艳云 陈瑶 陈叶 陈弋霈 陈泳洁 陈宇 

陈玉凤 陈玉庭 陈玉英 陈悦 陈云清 陈仲斌 

陈子文 程安帮 程丹 程良平 程伟 程晓伟 

程影 崔红梅 代静波 戴宇佳 戴忠红 但霞 

邓昌文 邓成强 邓锷 邓海波 邓洁 邓俊 

邓凯 邓凯元 邓兰宇 邓磊 邓利兰 邓琳 

邓琳琳 邓全会 邓婷 邓薇 邓维佳 邓小丽 

邓秀东 邓雪阳 邓勇利 邓有琦 狄玉梅 丁科尹 

丁少夔 丁小红 丁晓琪 丁雪峰 董方芮 董芙小 

董桂英 董黄堂 董慧 董建军 董科 董伟 

董文栋 董媛媛 杜贵鹏 杜丽君 杜鹏 杜为玮 

杜宇 杜月君 段纯聪 段泓宇 段炼 段振华 

凡文杰 樊建伟 樊金汶 樊晶 樊启雯 樊涛 

樊婷婷 范春梅 范莉 范玮 范文成 范芸 

方蘅雯 方蕾 方怡 冯春燕 冯磊 冯利 

冯玲 冯梅 冯敏 冯佩璐 冯睿智 冯潇潇 

冯燕 冯银合 冯勇 冯志会 伏籽桥 付劼 

付开鑫 付萍 付思雲 甘林鹭 甘雨珠 高斌 

高峰 高洪梅 高慧 高婧臻 高琳 高萍 

高琴 高文杰 高晓菲 高晓岚 高雪琴 高晔 

格绒下姆 耿婷 宫晓鸿 龚建 龚俊伟 龚亮 

龚娜娜 龚太康 龚旭 龚雪 龚颖 龚宗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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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华 苟丽娟 苟莉 苟慎菊 苟魏霞 古晓娟 

关旭静 郭成 郭辉 郭建 郭建 郭建英 

郭科蓉 郭留学 郭强 郭涛 郭鑫 郭秀梅 

郭燕 郭燕妮 韩黎文 韩梅 韩清华 韩婷 

韩晓蕾 韩珍珍 何艾娟 何昌国 何春 何东梅 

何国庆 何厚强 何交 何金戈 何丽春 何敏 

何敏 何芹 何清 何琼 何山 何姗 

何苏菲 何文锋 何先夜 何弦 何晓丹 何晓蓉 

何兴 何雪梅 何雅 何艳平 何杨成 何钊 

贺宏丽 贺娟 贺丽 贺莉 贺茜 贺强 

贺月秋 侯海军 胡波 胡朝丽 胡红霞 胡洁 

胡敬全 胡静 胡琳 胡琳 胡秋香 胡蓉 

胡蓉 胡淑华 胡汐 胡馨 胡怡 胡泽军 

胡智勇 扈晓宇 怀泽琴 黄昌琼 黄春华 黄聪 

黄丹 黄登琼 黄桂芳 黄国栋 黄和成 黄杰 

黄进 黄雷 黄丽萍 黄利惠 黄敏 黄敏 

黄能 黄嬝 黄苹 黄琴 黄琴 黄勤 

黄仁刚 黄瑞 黄胜 黄世豪 黄微 黄维 

黄文姣 黄显群 黄翔 黄小龙 黄晓波 黄晓林 

黄晓燕 黄雄 黄旭东 黄雪 黄一峰 黄越 

黄甄贞 黄志强 黄子星 基鹏 吉克夫格 贾军 

贾耀州 贾政 简阅 江丽莉 江山 江雪 

江玉莲 姜敏 姜琦 姜涛 姜文婧 姜小军 

蒋达伟 蒋恩霏 蒋国强 蒋化梅 蒋慧 蒋剑文 

蒋丽 蒋莉 蒋莉君 蒋梦妮 蒋强 蒋沙沙 

焦云霞 金明 金晓博 靳长风 敬宏 敬勇 

巨森 康厚云 康进 康维霞 康焰 况霞 

赖发伟 赖辉 赖柯汶 赖仕宇 赖巍 兰丹 

兰冬燕 兰黎艳 兰四友 蓝晓维 乐磊 乐珊 

乐文露 雷波 雷佳 雷江 雷萍 雷晓虹 

雷媛 雷震 冷琦 黎丹 黎晓川 黎晓容 

黎旭 李碧洪 李彬 李斌 李波 李波 

李超 李超 李成成 李春薏 李代文 李丹 

李冬梅 李多 李菲菲 李刚 李国华 李红艳 

李红燕 李宏 李花 李华 李寰 李慧敏 

李加冕 李佳眉 李家兴 李嘉欣 李建 李建 

李建英 李建莹 李江艳 李杰 李锦 李瑾 

李进 李精健 李婧 李静梅 李娟 李俊 

李开忠 李可 李兰 李丽 李利霞 李莉娜 

李镰池 李玲 李玲玉 李茂 李梦舟 李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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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余 李娜 李培培 李平 李茜 李倩 

李强 李琼 李琼华 李秋菊 李仁杰 李施颖 

李舒炜 李澍森 李帅 李水英 李思 李思琪 

李枱 李玮 李文全 李雯 李希西 李曦杨 

李霞 李想 李小杰 李小霞 李晓娟 李晓蓉 

李欣 李鑫 李秀 李秀 李旭 李雪 

李雪娇 李雪梅 李涯霖 李亚琼 李娅红 李彦 

李燕林 李阳 李阳轲 李洋 李怡 李艺 

李懿 李勇 李玉娟 李玉兰 李元洁 李志宇 

连雪 梁建英 梁兰 梁丽 梁露 梁敏 

梁雪梅 梁玉雕 梁拯华 廖冬霞 廖宏 廖俊先 

廖力慧 廖利平 廖明静 廖莎 廖盛兰 廖涛 

廖文秀 廖祥莉 廖小莹 廖遥宇 林玲 林锐 

林正泽 林子桢 凌丽 凌晓惠 刘贝贝 刘操 

刘成 刘铖— 刘春丽 刘翠华 刘丹 刘丹 

刘丹 刘丹菊 刘迪 刘迪— 刘叠 刘芳 

刘国明 刘海 刘恒超 刘红 刘宏敏 刘胡 

刘辉 刘建 刘娟 刘俊 刘李 刘力兴 

刘丽 刘丽彬 刘丽琼 刘亮 刘林 刘林波 

刘林松 刘玲 刘路 刘茂林 刘梦 刘敏 

刘敏 刘铭 刘萍 刘琴 刘琴 刘琴 

刘清竹 刘庆林 刘秋萍 刘蓉安 刘若阳 刘诗雅 

刘霜 刘天 刘天衡 刘婷 刘婷 刘婷 

刘婷婷 刘武 刘西焱 刘小林 刘晓菊 刘晓艳 

刘孝元 刘鑫 刘旭 刘旭 刘迅 刘亚玲 

刘娅 刘焱斌 刘洋 刘瑶 刘一秀 刘怡林 

刘艺 刘逸文 刘毅 刘茵 刘英 刘瑛 

刘永芳 刘永秀 刘勇 刘于嵩 刘鱼 刘之超 

刘忠 柳波 龙丹 龙航 龙坤兰 龙莉琳 

龙秋 龙珊珊 龙胜男 龙燕 隆霞 卢甫容 

卢林 卢奕汛 卢云 陆礼琼 陆英 罗彬彬 

罗斌 罗东梅 罗凤鸣 罗海蓉 罗迦 罗洁 

罗俊 罗兰 罗丽 罗丽娟 罗利 罗茂娇 

罗敏 罗钦文 罗仕伟 罗顺于 罗婷 罗婷婷 

罗希 罗曦 罗小燕 罗晓竹 罗尧 罗英 

罗珍 罗振宇 骆倩 吕朝霞 吕虹 吕庆国 

吕轶凡 马欢 马升军 马瑶 毛兰 梅丹 

梅杰 梅松涛 梅谊 孟凡琳 明新 明艳 

缪倩雯 缪莎 缪显龙 牟清梦 牟长维 母芳 

慕建磊 慕洁 倪忠 聂春萍 聂建军 聂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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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小晶 聂瑶 潘虎 潘华英 潘永建 潘仲伦 

庞娟 庞伟 庞文 庞小英 裴海东 彭端亮 

彭国美 彭江梅 彭洁 彭康 彭兰兰 彭山 

彭小华 彭雪 彭艳 彭应君 彭勇 彭宇 

彭郁娟 彭云耀 蒲洪亮 蒲少君 蒲双华 蒲薇 

蒲雪 蒲亚玲 蒲燕 蒲宇 蒲正蓉 蒲中春 

漆贵华 祁腾 祁小菊 钱萍 钱树森 钱西林 

钱志成 强莉 乔甫 秦娟 秦克 秦立祥 

秦岭 秦薇 秦志均 卿军 邱昌建 邱晨 

邱航 邱红艳 邱竞 邱立志 邱敏 邱少平 

邱文瑾 屈骄 权玉琴 冉红梅 冉茂梅 饶丹 

饶金台 饶欣宜 饶志勇 任惠 任健 任庆 

任蕊 任松 任小兵 任雪 任燕霞 任义松 

荣丽丽 荣勇 阮麒 阮霞 佘沙 申建华 

申苗云 申玉梅 沈家容 沈靖峰 石春霞 石汇敏 

石睿 石兴 史秀兰 舒慧萍 舒桃莉 帅蓉 

税高 宋豪 宋欢 宋辉 宋军 宋丽萍 

宋良六 宋龙超 宋秋蓓 宋睿 宋庭 宋未伟 

宋阳 宋志芳 苏玓 苏明华 苏秦 苏秋笛 

苏荣 苏晓勇 苏亚苹 苏勇 孙敖 孙杰 

孙蕾 孙明强 孙强 孙群 孙若兰 孙雪逵 

孙颖 孙增涛 孙正菊 覃朗 覃艳红 谭刚 

谭俊琦 谭嗣大 谭玉 潭见梅 汤霞 唐兵 

唐诚 唐川 唐春艳 唐凡 唐飞 唐慧娟 

唐加旭 唐建华 唐佼 唐菁华 唐静 唐菊梅 

唐君 唐可 唐荔 唐荣玉 唐锐 唐世杰 

唐文君 唐雯涛 唐晓梅 唐鑫元 唐志强 陶立 

陶雪雪 滕翠花 田华丹 田梦秋 田攀文 田永明 

佟乐 童嘉乐 童晓琼 童欣 童雅萱 童亦 

童忠满 涂连洁 涂祥俊 万俊 万科 万敏 

万小兵 汪田 汪婷 汪洋 汪雨晴 王保东 

王宾友 王斌 王波 王波 王博 王超平 

王朝虎 王春梅 王丹 王道明 王德明 王德明 

王东 王刚 王海生 王浩 王怀东 王会明 

王籍 王家桃 王建 王建华 王建雄 王娇 

王洁 王静 王静 王静 王静 王俊 

王凯歌 王柯颖 王坤 王岚 王乐朋 王利娟 

王良 王良艳 王玲 王路炜 王茂 王敏 

王铭 王鹏 王齐 王倩 王勤 王荣 

王瑞 王姗 王升武 王世英 王思涵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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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 王婷婷 王拓 王薇一 王巍 王维 

王文思 王霞 王夏 王欣雨 王秀华 王旭涛 

王学会 王学杰 王业 王一菲 王一淋 王阴惠 

王瑜 王宇皓 王羽洁 王雨 王振华 王正东 

王志伟 王梓得 韦娜 卫新月 魏光蓉 魏辉 

魏君兰 魏玲 魏梦穗 魏燕 魏燕坪 魏姚 

温友利 温远淇 文彬 文红梅 文菊 文丽 

文武 文章 邬小丽 巫道琳 巫建凯 吴宝芳 

吴朝学 吴聪莉 吴翠建 吴东波 吴侗 吴红梅 

吴欢 吴季 吴娇 吴菊 吴娟 吴黎东 

吴鹏 吴莎 吴胜秋 吴孝文 吴秀英 吴学鸿 

吴雪梅 吴娅秋 吴焰宇 吴颖 吴宇超 吴长川 

吴振华 吴中华 伍彩虹 伍强 伍松 伍瑶 

夏腾飞 夏天 夏鑫洁 夏雅梅 夏赟 先世金 

向光明 向建衡 向莉莉 向钱 向书锐 向艳妮 

向雨彤 肖代君 肖华毅 肖洁 肖丽 肖敏 

肖茜 肖琴琴 肖玮 肖霞 肖亚雄 肖勇 

肖志刚 萧莉虹 谢德刚 谢洪燕 谢君 谢莉 

谢水瞻 谢文均 谢亚玲 谢艳 谢艳 谢英柱 

谢勇 谢玉洁 谢泽荣 邢婷 熊健 熊鑫 

熊宣 胥菁雯 胥小红 徐海涛 徐海霞 徐宏 

徐建 徐姣 徐昆钦 徐秘 徐如贵 徐珊玲 

徐尚刚 徐陶 徐武兵 徐晓丹 徐禹 徐煜 

徐原宁 徐正英 徐志强 徐助伟 许静 许伦强 

许秋英 许慎 许霞 许应忠 许志刚 许治华 

薛敏 薛奇明 薛欣盛 薛杨 闫利源 闫秋竹 

严丁琳 严方涛 严雪 颜榕 晏会 阳凯 

阳卓妤 杨波 杨春霞 杨翠 杨大明 杨丹 

杨冬 杨帆 杨璠 杨方 杨广强 杨红艳 

杨欢 杨佳 杨洁 杨进 杨娟 杨丽 

杨丽娟 杨莉 杨岭 杨柳 杨梅 杨梅 

杨明 杨能飞 杨琴 杨清 杨庆娟 杨人 

杨锐 杨树 杨涛 杨婷 杨婷 杨文黎 

杨曦 杨霞 杨晓燕 杨晓云 杨兴蓉 杨秀芳 

杨旭堃 杨旭琳 杨学知 杨雪 杨雪 杨雅景 

杨延山 杨彦 杨艳 杨阳 杨义秀 杨勇 

杨余 杨玉佳 杨昱婷 杨云满 杨志林 姚红蕾 

姚俊 姚妮 姚平 姚晓波 姚远丽 叶安红 

叶铖 叶嘉璐 叶剑波 叶群英 叶小娟 叶应华 

叶昱鑫 易礼君 殷鹭 银玲 尹德锋 尹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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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强 尹锐 尹万红 雍芸芸 尤敏 游春芳 

游婧秀 游薇 于丹 于香丽 于晓敏 于晓燕 

于毅 余丹 余德海 余登蓉 余洪 余玲 

余梅玫 余梦婷 余明海 余倩 余青霞 余芮 

余雅梅 余亚希 余咿淼 郁晨颖 郁文 喻敏 

喻文杰 袁伯娟 袁冬梅 袁俊玲 袁茂思 袁琪琦 

袁素萍 袁汀 袁熙 袁亚秋 袁英 岳宏远 

岳冀蓉 岳建彪 岳万庚 张爱民 张波 张晨旭 

张诚 张传涛 张春 张春林 张春梅 张春梅 

张德超 张定香 张帆 张樊 张海洋 张恒阳 

张宏 张宏伟 张洪川 张怀玲 张冀伟 张佳 

张建华 张剑 张杰 张金玲 张静 张静 

张静 张坤 张立营 张利 张利平 张林 

张琳 张琳 张玲玲 张凌 张璐 张露霞 

张茂杰 张美玲 张敏 张佩 张荠 张倩 

张琴 张琴 张蓉 张书 张舒 张顺玉 

张思祺 张思翔 张素清 张素蓉 张天秀 张铁成 

张婷婷 张薇 张玮 张文超 张文清 张文婷 

张小红 张晓玲 张兴莹 张秀 张学俊 张亚兰 

张亚林 张亚清 张艳 张艳 张焱林 张垚 

张耀丹 张耀丹 张耀之 张义翠 张艺 张益 

张莹 张永娟 张宇遥 张袁伟 张智荣 张忠良 

张忠文 张钟满 赵川 赵春宇 赵帆 赵国兰 

赵红 赵洪祥 赵慧 赵洁琨 赵静 赵菊 

赵娟 赵峻 赵礼 赵丽娜 赵林 赵平 

赵琴 赵霞 赵霞 赵小琼 赵晓玲 赵晓平 

赵艳 赵毅 赵毅 赵英明 赵越 郑常雯 

郑洁 郑可欣 郑岚 郑丽 郑巧 郑庆昆 

郑树华 郑歆 郑雪梅 郑洋 郑耀宗 郑永玲 

钟建 钟金兰 钟明 钟起燕 钟姗 钟晓莉 

钟兴波 钟雪梅 钟永建 仲美静 周陈瑤 周春梅 

周恩济 周虹羽 周欢 周会晴 周记 周洁 

周洁 周娟 周君 周凯 周玲 周茂娟 

周秋羊 周胜 周素娟 周娴 周娴 周学斌 

周妍君 周玚 周杨 周寅 周英 周游 

周宇 周雨田 周玉洁 周正伟 周仲辉 周自忠 

周宗锦 朱刚 朱健伟 朱江 朱静 朱静 

朱俊臣 朱琳 朱苓 朱伦刚 朱频影 朱砂 

朱莎 朱仕超 朱小波 朱秀丽 朱叶 朱英 

朱祖良 诸仁伟 庄文 邹佳江 邹林帆 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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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润 邹伟 邹永胜 邹勇 左真平  

 资料来源：《“蜀”你最好！1463 位四川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6

日，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6日。 

 

 

附录（28）：天津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307人） 

 

安建民 安然 安晓伟 安学健 安颖 白敏 

白亚莉 白玉梅 白云霞 白字轩 般娟 包宏静 

薄明洁 边冠军 边际 边颖 边悦 边振愈 

蔡雅宏 蔡亚娟 蔡亚娜 曹金钟 曹庆玲 曹睿 

曹杉 曹伟 曹晓珊 曹颖 曹月莹 查文娟 

常力 常莎莎 常书娟 畅红 车雯 车禹石 

陈芳 陈高斯 陈国明 陈航 陈宏弟 陈洪芳 

陈华 陈慧娇 陈建都 陈建民 陈婧 陈磊 

陈立杰 陈琳琪 陈明虎 陈茉 陈娜娜 陈宁 

陈晴 陈小会 陈晓明 陈晓倩 陈欣 陈新 

陈薪 陈秀丽 陈薛霖 陈艳 陈一竹 陈伊娜 

陈轶劼 陈迎 陈玉良 陈昱蓉 陈渊 陈昭 

陈哲 陈志杰 成英秋 程金宝 程玮 程希 

程颖 褚向晖 从立明 崔洪臣 崔晶珍 崔静 

崔克亮 崔文艳 崔小伟 崔绪 崔雅洁 崔月 

崔玥 戴华荣 单桂金 单昆 单萧琪 邓超 

邓翠玉 邓飞 邓红英 邓为民 邓晓蕊 邓云薇 

丁超 丁桂梅 丁建雄 丁洁 丁为国 丁维亮 

丁亚兴 董凤媛 董桂娟 董红业 董焕乐 董静 

董军 董立娜 董丽波 董利民 董萌 董明 

董欣 董学涛 都松 杜彩虹 杜朝辉 杜河 

杜娟 杜娟 杜君 杜艳秋 杜英姣 段继婷 

段丽君 尔欣欣 樊凌华 樊现岗 范慧竹 范丽华 

范莉 范书南 范振迁 费志永 封继宏 封颜琪 

冯瑞丰 冯文军 冯奕奕 付德峰 付慧敏 付佳 

付宽 付琳琳 付伟灵 付晓倩 付瑜 傅菲 

傅加敏 富彦 盖剑 高斌 高敬川 高丽 

高萌 高梦 高睿 高威夷 高晓刚 高新星 

高秀清 高雪锦 高艺涵 高颖颖 高应启 高玉雷 

高运杰 髙珊 戈磊 葛永彬 耿鹏飞 耿晓飞 

耿欣 宫克旭 宫瑞静 宫雅杰 宫毅 巩传勇 

古博 顾娟 关静 关怿 贯筱琳 归咏刚 

郭爱静 郭安爽 郭纯 郭洪霞 郭继稳 郭静雯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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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 郭俊丽 郭珺 郭皪 郭连梅 郭娜 

郭盼 郭秀霞 郭颖 郭战军 韩柏辉 韩冰 

韩德兴 韩海涛 韩静 韩鹏昊 韩荣凤 韩蕊 

韩莎莎 韩小芳 韩旭 郝春平 郝桂珍 郝晶 

郝晶 郝连盈 郝遒劲 郝向婷 郝肖阳 郝雪 

郝英明 郝媛媛 郝志强 何佳欢 何江明 何媛 

何珍珍 和西波 贺婧芳 贺淑蕾 洪靓 侯东哲 

侯婕 侯娟 侯美荣 侯涛 胡蝶 胡海红 

胡洪群 胡嘉琦 胡娜 胡鹏 胡强 胡秋莲 

胡向丽 胡晓辉 胡雪 胡月 黄超 黄晶晶 

黄明 黄少祥 黄旭 黄彦庭 黄志伟 霍彬 

及婷婷 纪天宇 纪雪 季佳函 冀琴 贾翠婷 

贾琎 贾锐 贾晓丹 姜春阳 姜桂芳 姜庆双 

姜委明 蒋园园 蒋振 焦翠翠 焦艳琴 解浩睿 

解薇薇 介志伟 金玲 金娜 金素艳 金玉 

靳怀宗 靳云燕 阚燕 康萍 康一生 孔会铎 

孔祥领 寇新华 赖雁平 兰洁 雷楠 雷平 

李蓓 李波 李超 李超 李衬 李诚 

李春昳 李丹 李丹 李冬艳 李方凯 李锋坦 

李福刚 李国耀 李海山 李恒 李红 李红丽 

李红莉 李洪伟 李花 李晖 李慧平 李建伟 

李健 李杰 李杰 李津津 李晶荣 李静 

李娟 李坤 李立宇 李丽 李莉 李莉 

李龙 李禄 李梅 李美娟 李孟芳 李梦茜 

李娜 李娜 李娜 李娜 李娜娜 李宁 

李宁超 李佩璇 李鹏 李鹏 李鹏超 李鹏盈 

李倩 李倩 李庆 李庆伟 李秋月 李群 

李蕊 李爽 李爽 李硕 李思辰 李松松 

李素芬 李婷 李彤 李万辉 李旺 李威 

李伟 李伟 李伟 李文辉 李雯 李锡婵 

李响 李响 李小妹 李晓晨 李晓文 李欣洁 

李新 李鑫 李鑫明 李旭光 李雪 李亚坤 

李亚宁 李妍 李妍 李岩 李艳霞 李燕楠 

李杨 李杨 李毅 李毅 李寅 李莹淑 

李颖 李影 李永亮 李雨丝 李玉 李玉珍 

李媛媛 李悦 李云 李泽 李泽 李占峰 

李喆 李喆 李智 李智 李智伯 李忠 

李子朋 李宗丽 连燕飞 梁春坡 梁利月 梁攀龙 

梁盼盼 梁旭 梁艳旭 廖海兵 廖智超 林春光 

林翠 林辉 林娜佳 林清秀 林展增 蔺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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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菊 刘斌 刘冰 刘博文 刘卜铭 刘超武 

刘春寒 刘丹 刘殿坤 刘东颖 刘芳 刘芳 

刘丰 刘福琴 刘富康 刘刚 刘钢 刘国红 

刘国旺 刘弘 刘宏侠 刘焕阳 刘辉 刘辉 

刘佳 刘佳 刘佼磊 刘洁 刘金梦 刘金萍 

刘金萍 刘军 刘君玲 刘俊玲 刘凯 刘雷 

刘立双 刘丽峰 刘利民 刘莉 刘林娜 刘美蓉 

刘梦月 刘明辉 刘明珠 刘鹏江 刘澎 刘萍 

刘倩 刘倩倩 刘青 刘青 刘庆丽 刘蕊 

刘睿 刘胜来 刘帅帅 刘婷婷 刘万军 刘威 

刘文慧 刘文静 刘相帅 刘晓波 刘晓萌 刘晓溪 

刘欣蕊 刘欣伟 刘秀 刘旭 刘旭 刘学政 

刘雅楠 刘雅茹 刘亚静 刘亚军 刘亚南 刘阳 

刘义涛 刘永合 刘永胜 刘勇 刘媛媛 刘兆敬 

刘振颖 刘振友 柳旭艳 柳雨生 娄志杰 卢晶 

卢莉莉 卢振 鲁宁 鲁欣 陆伟 路国贤 

路佳 路静 路文静 栾娟 罗红梅 罗雷雷 

罗倩 骆达 吕婕 吕可 吕猛 吕倩 

吕树彬 吕扬 麻智慧 马春华 马春丽 马光铄 

马广艳 马国栋 马国岭 马静 马君 马峻 

马利华 马娜 马世超 马树海 马腾 马伟金 

马显军 马晓雷 马新红 马鑫玉 马艳 马玉洁 

马玉涛 马云天 马泽腾 马长辉 毛志伟 么杨 

孟丽娜 孟美君 孟庆贺 孟秋霞 孟婷 孟祥光 

孟向敏 孟雪 孟艳 孟艳 米清春 米颖 

穆春 穆群 穆维 穆湘 倪立昆 聂宝香 

聂晶晶 牛彦娥 牛远杰 潘虹 潘晶晶 潘丽 

潘淑娟 潘爽 潘志巍 庞宝庆 庞海艳 庞鹤松 

庞丽娟 庞仲钰 庞姿玉 裴欣鑫 彭丽清 彭民 

彭秋凤 彭云彩 朴美玉 戚经天 齐天 齐威 

齐亚萌 齐勇 齐玉娟 祁辅梅 祁洁 祁亚轩 

钱凤文 钱静 茜金强 强兆霞 乔青翠 秦春秀 

秦克娟 秦晓霞 邱建春 邱建蕊 邱磊 邱婷婷 

裘树艳 屈媛媛 曲琳 曲维艳 冉菊 任朝来 

任达 任凤金 任默涵 任秋香 任桐 任学敏 

任延妍 任毅 商红智 尚春红 尚晓霞 尚轶 

邵莉娜 邵小凤 邵月山 申昊 申文杰 沈春蕊 

沈戬 沈晓金 沈玉祯 沈元婷 沈悦好 石勃昆 

石存忠 石丰 石建茹 石莉 石倩 石文红 

时福生 时秋 时世祥 史德瑞 史东升 史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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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梦凡 史云东 双羽 司福德 宋国栋 宋海花 

宋金瑞 宋立惺 宋楠楠 宋秋云 宋新 宋秀君 

宋秀英 宋秀云 宋艳娟 宋艳丽 宋怡 宋洲洋 

苏海华 苏留超 苏亚文 苏毅 苏致国 粟晓静 

隋莹莹 孙博淳 孙承军 孙光瑜 孙国敬 孙国磊 

孙海静 孙贺元 孙红 孙建刚 孙建宇 孙晋津 

孙凯 孙凯庆 孙丽娜 孙龙昊 孙淼 孙民增 

孙培超 孙齐 孙谦 孙庆圣 孙书娟 孙伟 

孙晓方 孙欣 孙鑫 孙旭红 孙岩伟 孙咏艾 

孙羽曦 孙云飞 孙昭卿 孙震强 孙志杰 孙志明 

孙志萍 塔梅梅 泰思研 谭国兴 谭晓娟 谭雨萌 

谭昭麟 唐青 唐伟红 唐志敏 滕帅 田彩霞 

田冲 田继锋 田健 田君兰 田丽丽 田璐 

田苗 田卫君 田晓红 田兴原 田秀标 田怡 

田轶魁 田志岩 仝家瑜 佟小光 童静凯 万娟 

万永丽 汪亚男 王兵 王秉谦 王超 王承刚 

王川 王德琛 王德忠 王东旭 王芳 王凤梅 

王海艳 王海英 王鹤 王虹 王虹 王华侨 

王欢 王晖 王惠 王慧 王慧富 王吉娟 

王建慧 王健健 王洁 王金磊 王金莹 王金柱 

王津鹤 王晶 王景欣 王敬华 王静 王娟 

王军军 王君颜 王坤 王兰兰 王丽芬 王靓 

王林 王琳琳 王嫚 王娜 王娜 王楠 

王楠 王楠 王平 王琪 王晴晴 王庆军 

王秋香 王秋义 王如意 王蕊 王蕊 王蕊 

王瑞 王山艳 王少虎 王世琳 王姝 王淑惠 

王淑敏 王树苓 王硕 王思涵 王思淼 王天雄 

王天宇 王伟 王伟 王伟 王锡锦 王喜 

王霞 王祥 王小宁 王欣宇 王新彪 王鑫 

王秀艳 王旭菲 王学虹 王雪 王雪 王雪 

王雪玲 王雪梅 王雪妍 王雅丽 王彦迪 王彦玲 

王彦欣 王艳冬 王燕 王晔 王一旻 王一颖 

王义凤 王毅 王莹 王莹 王莹 王莹 

王颖 王颖双 王应强 王宇 王钰 王煜 

王媛媛 王玥 王悦 王跃进 王运 王占望 

王钊 王兆琦 王志凤 王志佳 王志青 王仲言 

韦春娟 位亚盼 魏芳 魏莉 魏娜 魏楠 

魏嵩旳 温晓艳 闻福 吴娥占 吴瀚 吴敏 

吴琼 吴施曼 吴思琦 吴松 吴伟 吴伟强 

吴晓立 吴晓倩 吴艳春 吴英华 吴沅皞 吴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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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礼 吴长娟 吴长香 吴振华 吴忠海 伍倩倩 

武宝国 武强彬 武志有 务俊宁 习文艳 席嘉琳 

夏大胜 夏英毅 肖凡 肖国武 肖红 肖健勇 

肖俊梅 肖婷 谢芳 谢晶 谢平安 谢彤 

谢维维 辛慧 信然然 邢波 邢广鹏 邢丽娜 

邢旻宗 邢蕊 邢万城 邢维 邢迎红 邢玉桃 

熊崇呈 熊素平 徐晨曦 徐井河 徐丽娇 徐美琦 

徐萌 徐娜娜 徐鹏 徐平 徐庆杨 徐爽 

徐天同 徐卫国 徐显 徐晓亚 徐昕 徐鑫钰 

徐旭东 徐阳 徐宇虹 徐泽芳 许承斌 许程飞 

许丹 许海超 许娟 许美丽 许明 许鑫 

许莹 许颖悟 许永丽 薛崇凯 薛建 薛盂琦 

荀丽颖 迅凯丽 闫广汛 闫萍 严海龙 阎保伟 

阎丽娜 颜彦 晏东波 燕麟 燕朋波 杨宝龙 

杨勃亚 杨博 杨春伶 杨丹 杨东靖 杨帆 

杨丰文 杨福雪 杨光 杨红 杨宏平 杨会娣 

杨加月 杨建 杨建成 杨晶 杨晶 杨敬 

杨敬金 杨静 杨蕾 杨立 杨莉 杨良慧 

杨美姣 杨敏 杨南竹 杨淑青 杨舜欣 杨松琪 

杨涛 杨婷婷 杨晓霞 杨晓云 杨雪 杨雪莹 

杨扬 杨雨 杨振磊 杨志强 杨卓 姚爱华 

姚凯 姚丽 姚丽花 姚爽 姚薇 姚远 

衣香莉 殷玉洁 尹楠 尹岩岩 应漪云 于菲菲 

于国珍 于吉云 于佳丽 于杰 于静 于军红 

于俊相 于乐昌 于立文 于茂河 于淼汇 于秋菊 

于文榕 于洋 于莹莹 于泳 于跃 于跃 

余志宏 俞绮虹 虞鑫浩 虞秀芳 袁芳 袁静 

袁连方 袁明金 袁爽 袁咏 袁媛 苑沛然 

岳美丽 岳影 云会先 翟亮 詹庆娟 战志春 

张宝娥 张宝萍 张贝 张滨滨 张伯礼 张晨 

张晨旭 张春林 张冬升 张飞飞 张峰 张峰 

张光银 张广艳 张国斌 张海亮 张海生 张瀚文 

张浩 张鹤瀚 张宏 张宏娜 张宏字 张洪宾 

张洪伟 张会晓 张慧颖 张吉良 张建国 张健 

张健 张健 张金悦 张瑾 张晶 张敬 

张静 张静 张静枱 张娟慧 张凯 张昆 

张兰 张岚 张磊 张李 张力 张立静 

张立双 张丽 张利山 张良明 张亮 张靓 

张琳 张玲 张曼曼 张明月 张墨云 张娜 

张娜 张娜 张娜美 张楠 张楠 张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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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瑶 张鹏 张倩 张倩 张倩 张强 

张清照 张秋月 张蓉 张蕊 张蕊 张少强 

张师义 张硕 张硕 张思 张弢 张涛 

张涛 张婷婷 张桐茂 张万祥 张薇 张巍 

张巍 张伟 张伟华 张伟龙 张卫平 张文娟 

张文娟 张文涛 张雯 张霞 张小青 张晓琳 

张欣 张新颖 张星寰 张星阳 张秀丽 张秀秀 

张旭 张绪艳 张雪 张雪 张雅兰 张亚静 

张亚军 张艳 张燕鸣 张燕平 张叶斐 张依依 

张宜滨 张英 张莹 张莹莹 张勇 张瑜 

张玉兰 张玉平 张玉萍 张媛 张月欣 张月新 

张越 张喆 张桢铭 张志宏 张宗艳 赵宝伟 

赵贝 赵彬 赵滨 赵丰 赵光义 赵贵荣 

赵桂峰 赵桂云 赵国华 赵涵 赵杰 赵娟 

赵俊楠 赵凯闻 赵磊 赵丽 赵丽颖 赵琳 

赵明峰 赵鹏 赵强 赵珊 赵廷嵩 赵文昌 

赵欣 赵秀宝 赵学群 赵寻 赵艳梅 赵颖 

赵永胜 赵雨晴 赵月琦 赵悦 赵志武 赵子龙 

甄迎春 郑爱香 郑宝荣 郑国超 郑红宇 郑晶晶 

郑敏杰 郑士楠 郑伟伟 郑文龙 郑旭坤 郑雨鑫 

周东红 周菲 周海宁 周红 周焕丽 周娟 

周均成 周强 周世勇 周雅姣 周怡 朱冰 

朱崇贵 朱宏宁 朱家旺 朱建乐 朱林 朱圣颖 

朱微 朱心愿 朱雅楠 朱艳飞 朱子龙 庄伟 

庄志超 宗培斌 邹瑞洁 左加慧 左越  

 资料来源：《“津”字招牌！1307 位天津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8

日，https://mp.weixin.qq.com/s/ToQvsWdic0X2voy-BKfw-Q，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日。 

 

 

附录（29）：西藏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3人） 

 

郭林海 宋启飞 白玛赤列    

资料来源：《扎西德勒！3 位西藏援鄂医务人员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6 日，

https://mp.weixin.qq.com/s/bUiKAslTKIcM8um-_KfX0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附录（30）：新疆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399人） 

 

阿 米 娜 古

丽·吾布力

卡 

阿衣仙木古

丽·克力木 

阿依姑丽·阿

不都克力 

阿 依 加 玛

丽·买买提 

阿 依 吐 尔

逊·司马义 

阿依吐逊·依

米提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https://mp.weixin.qq.com/s/bUiKAslTKIcM8um-_KfX0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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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哈 尔 古

丽·布代西 

巴 哈 古

丽·托勒恒 
巴依尔 白治爱 包国庆 薄文婷 

贲艳丽 蔡岑高娃 蔡荣 曹轶群 曹玉景 曾林萍 

曾云 柴丽丽 常彩花 车云飞 陈娣 陈海琴 

陈晖 陈骞 陈静 陈静 陈军 陈丽 

陈丽娜 陈意佳 陈铀 陈志苑 程菊 程丽 

程晓燕 丛立 崔晨迪 崔萍 崔燕 崔永建 

代婷婷 戴文 邓江兰 邓雅鑫 丁建玲 丁巍 

丁宜君 东保吉 董文涛 董霞 董旭南 董亚阁 

窦丽 段玲玲 范丽丽 范萌 冯国强 冯园园 

冯云 付健 付强 付爽 盖娟 高芳芳 

高丽 高敏 高琪 戈小虎 龚莉莉 龚瑞 

苟安栓 姑丽扎尔努

尔·艾尔 

菇鑫锐 古文静 古永桂 谷佩佩 

顾卉 郭红 郭健宏 郭婕 郭峻氚 郭莉 

郭婉婷 郭宇婷 郭玉蓉 哈迎鹏 韩琳 韩婷 

韩宗花 何慧 何丽丽 赫菊花 侯睿 胡娟 

胡蓝月 胡丽萍 胡晓莉 胡雅男 胡艳平 胡志谦 

黄光楠 黄亮 黄茜 黄潇潇 黄小鲁 霍飞 

江道斌 姜全基 姜薇薇 靳娟 靳娜 
佧米力江·阿

力木 

坎 比 尔 尼

萨·希日甫 
柯晓娟 孔璨 孔玉艳 李保江 李波祥 

李超 李翠梅 李鸿娟 李花花 李洁 李金秀 

李俊 李梦鸽 李明 李平平 李秋玲 李秋婷 

李欣 李兴东 李圆圆 梁惠方 梁文静 林彬 

林亮 刘冰 刘春花 刘飞 刘浩 刘惠恩 

刘佳 刘坚 刘江红 刘萌 刘娜 刘培培 

刘青萍 刘婷婷 刘万祥 刘翔 刘晓娜 刘雪梅 

刘亚 刘艳 刘艳 刘莹 刘勇武 刘羽珊 

刘玥 刘珍珍 刘志连 卢铖 卢娟 陆珲平 

陆金帅 陆文芮 栾娇娇 罗平 吕健宏 吕俊 

吕园园 马娇 马静 马静 马军 马军花 

马莉 马莉 马琳 马龙 马陆阳 马麒麟 

马荣辉 马天霞 马婷 马小琴 马洋智 
麦尔哈巴·玉

山 

孟学刚 勉智辉 明飞霞 明忠月 穆清爽 聂玉玲 

宁娜 彭真 蒲倩 齐莉娟 钱瑶瑶 邱玲 

邱玉杰 
热 汗 古

丽·阿木提 

热 孜 娜 古

丽·巴柯 
任宏颖 任燕 任媛 

邵洁 邵妍 佘丽华 申娟 盛丽玲 石晓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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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蕊 史延峰 寿艳红 舒蕾 司雷光 司远 

宋传龙 宋佳 宋晓然 宋晓英 苏丹 孙峰 

孙虎 孙宇 索莹 谈燕 谭磊 唐海荣 

唐娟 唐莉 滕燕玲 田莉 田梅 田媛 

汪海涛 汪丽 王宝珠 王彩虹 王春燕 王芳 

王菲菲 王国亮 王辉 王会芳 王慧琴 王金娜 

王静怡 王菊霞 王娟 王开杰 王可 王丽丽 

王丽霞 王玲玲 王美 王苗苗 王敏 王倩 

王田田 王伟良 王文玉 王喜艳 王翔 王小霞 

王小英 王晓芳 王鑫 王星星 王亚琼 王艳芬 

王艳丽 王燕 王玉芬 王钊 魏芳如 魏娟 

魏乐 魏丽丽 魏薇 温慧娟 文进 邬超 

吴海霞 吴晶 吴敏 吴亭亭 吴迎华 吴元元 

吴长东 夏青 夏英 辛长荣 熊华丽 须玉红 

徐春梅 徐翠平 徐丹书 徐红 徐淑婷 薛金民 

闫芳 闫焕娇 杨建中 杨江红 杨洁 杨晶晶 

杨军芳 杨珂 杨丽 杨梅 杨娜娜 杨蓉 

杨晓筠 杨笑 杨新会 杨亚红 杨勇 
依帕热·艾合

买提 

殷琪 尹伶慧 游晓琳 于朝霞 于飞 于宏艳 

于虎 于蕾 于筱 于学涛 余京 余晓艳 

余晓玉 袁莉 袁燕 袁媛 
云切木·买买

提 
翟豫疆 

展翼翼 张成鹏 张驰浩 张多兰 张芳 张国丽 

张佳容 张家丽 张晶 张静 张静 张丽 

张玲玲 张梦琪 张明明 张楠 张盼 张峤 

张巧 张荣 张如江 张书花 张万君 张伟娜 

张文娟 张文帅 张晓静 张欣 张新军 张雪 

张雅楠 张亚玲 张亚美 张艳琦 张燕 张莹 

张玉梅 张正艳 赵博文 赵凤丛 赵新夜 赵雪红 

赵亚楠 赵燕霞 赵阳 赵志刚 郑子莲 周丽娟 

周瑞莲 周燕 周杨 周源 朱成斌 朱光明 

朱慧 朱晓磊 左蕾    

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报道组：《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http://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17.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附录（3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07人） 

 

白会云 卜晓辉 曹海龙 曹红军 曾涛 陈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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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琛 陈丞 陈娟娟 陈伟明 程洁萍 程青虹 

程为民 程志军 段双喜 范振华 房亚楠 高春龙 

高绕娃 耿秀琴 郭亚可 国志檩 虢强 韩锐 

韩生坚 贺顺江 胡德武 胡敏敏 胡双琴 黄艳 

黄钟 蒋桂花 蒋胜 李虹 李建华 李晓军 

李新辉 李永喜 李志鹏 廖朝智 林彬 刘畅 

刘锋 刘刚 刘欢 刘克坚 刘朋 刘伟 

刘雪 马家静 牛亚亚 彭金玲 秦晴 秦月 

任慧东 沈玺玺 宋瑞 苏平 孙洁 孙梦婕 

孙鹏 孙振祖 田书信 王甲嘉 王娟 王陆 

王玫 王新武 文晏 吴向未 夏守勇 谢选林 

许晓刚 轩南南 杨涛 杨伟 杨宗树 叶丹 

于军 袁改玲 袁萌 詹爱琴 张贝贝 张凤娟 

张富强 张广辉 张桂青 张国庆 张惠荣 张宁 

张培 张瑞 张伟 张晓燕 张新民 张延德 

张芝 张志霞 张中宏 赵文 赵新芳 郑娟 

郑雨萌 钟倩 周新华 朱建锋 庄爱祥  

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报道组：《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http://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18.html, 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附录（32）：云南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1163人） 

 

阿晓明 艾礼慧 艾琼 安娜 安杨欣 白成剑 

白成龙 白浩兴 白明建 白萍 白玉粉 柏安会 

柏世林 包静 包利华 包雪艳 包艳芳 鲍国翠 

毕继琳 毕佳 毕嘉慧 闭兴云 蔡昌继 蔡警 

蔡菊梅 蔡梦琳 蔡雨吟 曹鸿鹍 曹兰芳 曹宇 

曾海萍 曾鑫 曾亚娇 曾珍 曾仲 查勇 

柴家金 常利涛 常青 常石伟 车学继 陈保利 

陈保连 陈斌 陈丙军 陈春荣 陈飞 陈飞 

陈国兵 陈红 陈欢 陈佳佳 陈佳丽 陈建敏 

陈杰 陈静 陈娟 陈军 陈俊涛 陈柯烨 

陈丽菊 陈联芬 陈玲 陈敏 陈楠 陈勤 

陈蕊 陈锐 陈绍慧 陈神菊 陈世方 陈守琪 

陈松婷 陈婷 陈婉玲 陈锡霖 陈小媛 陈晓丹 

陈晓雷 陈晓棠 陈晓艺 陈雪松 陈亚玲 陈艳 

陈燕 陈耀武 陈一蜂 陈奕彤 陈云春 陈泽瑞 

陈智阳 陈宗玲 成丽 程尧 程宇琪 迟晓伟 



289 

 

仇文雄 钏朗波 钏兴久 春语诗 崔建红 崔靖 

崔菊梅 崔鹏宇 崔亚芳 崔彦林 寸天明 代大春 

代庆珍 代月娇 戴华 戴连美 戴兴继 单可记 

刀应玲 邓成艳 邓丽 邓泉 邓小丽 邓星梅 

邓毅书 刁健 丁琛杰 丁贵生 丁怡 董昊 

董骏 董黎 董薇 董雯 董昭兴 董臻 

窦梅支 窦学萍 杜传海 杜海 杜梅 杜梦婷 

段国金 段恵敏 段景丽 段林灿 段涛 段维琼 

段向平 段雄英 段银祥 段志刚 樊秀琼 范春光 

范永立 范占科 方利洲 方婷英 方元姣 费莉媚 

冯红琼 冯金丽 伏佳佳 伏丽萍 符燕 付朝江 

付国淋 付立主 付麟闰 付美 付强 付婷 

付玉娇 甘晓飞 高朝艳 高飞 高芬 高桂娥 

高国师 高建翠 高皎 高瑾 高敏 高秋燕 

高群智 高薇 高源 高志华 髙吉珍 耿正祥 

龚美艳 龚燕艳 谷桂美 谷中青 顾洁芳 顾娜 

顾守美 顾艳琼 关文博 管娟 郭丁瑞 郭航 

郭晶 郭灵杰 郭平 郭秋哲 郭文丽 郭艳红 

郭梓 韩艾林 韩秀林 何碧涛 何彬 何芳 

何华 何建林 何剑 何开蓉 何丽芬 何丽莉 

何龙 何美娥 何美娇 何梦煌 何瑞星 何姗姗 

何秀英 何雪萍 何雅梅 何娅 何勇 何跃飞 

和东美 和丽 和四瑛 和晓慧 和义芳 和莹丽 

和智春 贺晓洁 洪明珠 侯建红 后媛萍 胡波 

胡建梅 胡金妹 胡俊跃 胡敏 胡晓妍 胡晓寅 

胡筱莛 胡兴宏 胡云英 华四兵 黄凤坪 黄慧 

黄杰 黄锦 黄连 黄录相 黄梅 黄敏 

黄明娇 黄鹏 黄琼 黄秋林 黄蓉 黄甜 

黄皖军 黄文艳 黄惜青 黄香 黄秀无 黄艳萍 

黄燕 黄云春 黄昀超 黄志兵 恵索琼 姬建娟 

季丽琼 贾文晶 将晓羽 姜艳群 姜源杰 蒋金芳 

蒋万露 蒋中波 焦健 角映杉 解欢琼 解旭红 

解瑛 金丙雄 金吉坤 金其凤 景芳 景秀姗 

康明 康伍花 孔彬艳 孔垂平 孔庆雨 孔顺康 

匡崇书 匡德志 来立中 雷红梅 雷静秋 雷鸣 

雷欣 雷英 李本庆 李彬 李波 李才花 

李昌凤 李超 李超 李成刚 李春娟 李春露 

李春蕊 李春兴 李从佑 李翠 李翠艳 李丹 

李凡 李锋 李锋 李锋 李凤伯 李富香 

李耕 李光明 李贵利 李贵锐 李桂华 李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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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伟 李国艳 李海萍 李海燕 李和晏 李红涵 

李红兰 李红丽 李华 李晖 李慧娇 李慧文 

李吉美 李继萍 李佳锦 李家磊 李建珊 李建云 

李洁 李婕 李锦 李进凤 李九锟 李俊 

李凯 李坤华 李坤寿 李岚 李丽 李丽云 

李俐 李莉 李林果 李琳娜 李玲 李玲 

李玲 李露吟 李漫 李美娟 李猛永   李梦杰 

李密斯 李旻 李明慧 李娜 李娜 李娜 

李飘超 李萍 李绕波 李荣 李蕊 李蕊 

李蕊 李蕊蕊 李锐 李锐敏 李瑞八 李莎 

李姗姗 李树芳 李双芳 李水鑫 李思宏 李思妹 

李思思 李宛荧 李伟 李伟 李卫红 李文川 

李文华 李文祥 李雯 李霞 李潇洌 李小娇 

李晓超 李晓红 李校宣 李勰 李新伟 李星运 

李旭敏 李漩 李选琴 李雪梅 李亚男 李艳 

李艳娟 李燕萍 李永辉 李瑜华 李玉丽 李育操 

李增叶 李钊 李振坤 李正超 李正文 李正新 

李智奎 李竹玲 廉云晖 梁金莲 梁丽 梁小坤 

廖芬然 廖富团 廖庚进 廖莲汝 廖文静 林菊花 

林雄英 林元灯 刘安娜 刘宝凤 刘徳梅 刘关平 

刘贵琴 刘桂苹 刘红旭 刘洪玲 刘怀鄂 刘家东 

刘嘉瑞 刘江娇 刘俊 刘梦迪 刘培 刘培万 

刘萍 刘倩 刘倩 刘青 刘卿 刘荣芳 

刘荣梅 刘世奎 刘世盛 刘素梅 刘文芝 刘纹廷 

刘武卫 刘霞 刘娴 刘鑫 刘兴丽 刘学芳 

刘雪蓉 刘艳梅 刘艳南 刘燕 刘瑛 刘永刚 

刘玉芳 刘媛 刘跃东 刘云 刘云川 刘战 

刘忠 刘壮祥 龙晨曦 龙桂美 龙庆莲 龙维春 

龙玉林 龙云霞 卢春林 卢国文 卢合江 卢冉 

鲁紫娟 陆徳华 陆红燕 陆宇翔 路坤 罗凡 

罗娟 罗钦尹 罗仕芸 罗天舒 罗文静 罗先玲 

罗湘芸 罗晓燕 罗映松 罗云 罗云梅 罗志勇 

罗壮 罗祖叶 吕春梅 吕东津 吕江燕 吕佩颖 

吕娅芳 吕雁 呂国润 呂晓婷 马纪娇 马开成 

马兰兰 马楠 马琼 马唯 马晓敏 马志丽 

满俊 满云虹 毛海春 毛洪伟 毛丽亚 毛祥金 

毛媛媛 梅艳 孟美凤 孟锡芳 米丽霞 闵向东 

闵向东 缪 茸 缪建章 莫安洁 莫霞 木桥凤 

木艳华 倪海莲 倪娟 聂彩云 聂娴 聂鑫 

宁选波 牛娜 农桂南 欧阳杰 潘春丽 潘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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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健秋 潘外 庞庆丽 彭菲 彭家宝 彭荣 

彭绍艳 彭仕文 彭文东 浦虹 浦俊冬 浦绍冬 

普超 普凤兴 普洪刚 普杰 普丽君 普萍 

普世传 普仕美 普雪 祁向荣 起燕娥 钱嫦娥 

钱洪良 钱金丽 钱玲巧 钱艳 秦爱丽 秦云光 

邱然 邱月婷 邱子格 冉滢滢 饶美香 饶燕 

饶振译 任翔 阮敏 沙红梅 沙万年 沙彦春 

尚卿 申学丽 沈红琼 沈虹 沈居丽 沈丽君 

沈玲华 沈龙 沈明顺 沈雯 沈沂 师于清 

施风仙 施慧琼 施婕 施静埼 施丽梅 施瑜 

施正雄 石春媛 石继雄 石立彪 石琼 石永根 

史利民 史璇埼 帅丽 税铁军 宋俊强 宋莉 

宋亮 宋欠红 宋帅 宋亚星 宋娅琪 苏其顺 

苏琴 苏如顺 苏涛 苏晓斌 苏娅杰 孙聪 

孙静 孙琳 孙璐 孙美华 孙倩 孙倩 

孙绍琴 孙韬 孙艳琼 孙颖 太飞霞 太琪艳 

谭春美 谭行俊 谭汝华 谭赛丽 汤晶晶 汤孟思 

汤晓召 唐俊花 唐磊琼 唐丽 唐连英 唐相信 

唐永丽 陶洪 陶丽江 陶明月 陶婷 陶云莎 

田杰 田瑾瑶 田汶可 田艳 田迎春 田志禾 

仝海珊 童光琼 童艳存 万丽萍 万秋华 汪凡 

汪建萍 汪雪英 王宝慧 王毕春 王碧莉 王波 

王超 王成 王成亚 王春雨 王聪菊 王道禧 

王芳 王飞菊 王刚 王国燕 王果仙 王菡 

王航 王辉 王继 王嘉 王见昆 王杰 

王金芬 王瑾 王丽 王丽红 王丽云 王亮友 

王玲 王龙芬 王明苑 王朴选 王倩 王倩妤 

王琼梅 王秋雯 王全丽 王仁培 王蓉 王瑞丽 

王蜀昆 王思然 王巍炜 王文丹 王文倩 王翔 

王小华 王晓婷 王晓雯 王雪玉 王亚 王娅菲 

王艳芹 王燕 王燕鸿 王阳 王银娇 王胤佳 

王荧 王颖 王咏琴 王勇 王云鹏 王泽秀 

王赵琼 王振伟 魏立波  魏金明 温江湖 文光芬 

闻丽蓉 吴艾兰 吴春艳 吴帆 吴鸿昆 吴建粉 

吴丽春 吴丽梅 吴琼 吴索婷 吴文娟 吴雯晶 

吴雄 吴雪梅 吴恂峰 吴燕梅 吴永寿 吴永寿 

武承燕 郤俊芳 夏铵冬 夏莉 夏美燕 夏晓静 

夏亚阳 向效麒 向新美 向以斌 肖安 肖承慧 

肖春艳 肖琴 肖雪燕 肖影 肖远花 肖祖刚 

谢苪 谢海彦 谢雪娥 谢郁华 谢月婷 谢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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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増术 信桂萍 熊强 熊强 熊文海 胥丹 

徐道洪 徐菲 徐根胜 徐键 徐莉 徐溧婕 

徐露 徐律 徐冕 徐青 徐绍坤 徐仙 

徐秀忠 徐学海 徐瑶 许静 许琳 许玲 

许学丽 许义芬 许永彩 许勇刚 薛娇 严桥路 

严世叶 严晓会 严晓沙 颜礼美 颜敏 晏丽格 

杨爱华 杨彬 杨炳瑞 杨波 杨曾 杨承航 

杨崇艳 杨春 杨春富 杨春艳 杨翠 杨大凤 

杨丹丹 杨迪 杨帆 杨芳 杨贵萍 杨海梅 

杨涵 杨航 杨红芝 杨宏波 杨鸿霜 杨晖 

杨继兰 杨加强 杨家海 杨嘉清 杨建波 杨将林 

杨洁 杨捷 杨锦 杨娟 杨磊 杨黎宏 

杨理伟 杨丽 杨丽明 杨丽萍 杨丽清 杨丽群 

杨利莉 杨玲 杨玲 杨路颖 杨梅 杨梅 

杨明琼 杨千 杨倩筠 杨琼 杨瑞丽 杨润忠 

杨世馨 杨堂会 杨涛 杨涛 杨婷 杨卫萍 

杨席 杨贤顺 杨雄亚 杨秀菊 杨雪玲 杨雅麟 

杨延红 杨彦红 杨艳梅 杨艳霞 杨燕 杨燕丽 

杨映泉 杨玉娇 杨玉萍 杨云斌 杨云斌 杨云发 

杨云云 杨振萍 杨峥 杨志凌 杨宗明 姚红军 

姚立伟 姚群梅 叶贵荣 叶琦 叶涛 衣洪天 

矣永宁 殷利菊 尹春艳 尹辉 尹玥 应忠福 

尤云彩 尤忠红 游徳龙 游丽萍 余爱平 余彩梦 

余超 余朝勇 余丹 余建梅 余力锐 余秋灵 

余仙 余雄武 俞克花 俞丽霞 禹腾波 元静 

袁艾玲 袁兵 袁加凤 袁江俊 袁丽萍 袁敏 

袁颖 袁应双 岳朝辅 岳定昆 旃志勇 张爱 

张碧芳 张承云 张池美 张春丽 张春琼 张春晏 

张从丽 张翠 张定芝 张发超 张帆 张广斌 

张国琼 张恒 张洪 张华 张焕波 张吉东 

张继文 张建波 张杰 张瑾 张静 张娟 

张娟娟 张骏 张铠玥 张磊 张丽 张丽 

张丽 张丽 张丽池 张丽萍 张丽莎 张丽桃 

张莉莉 张玲玲 张梅清 张美玲 张楠 张平 

张庆兰 张荣生 张绒娇 张融 张如举 张瑞 

张瑞江 张瑞买 张瑞仙 张苏 张田芬 张伟霞 

张玮 张文芳 张雯 张雯君 张伍琼 张武生 

张锡丽 张小斌 张小丽 张小艺 张晓丽 张晓微 

张晓英 张笑 张新美 张旭辉 张学英 张雪 

张雪梅 张亚芳 张耀丕 张叶春雯 张勇 张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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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红 张云娟 张志军 张志军 张紫微 张紫月 

张自波  赵常迪 赵春琼 赵存怡 赵公芳 赵红斌 

赵华艳 赵佳艳 赵建华 赵洁 赵开武 赵坤 

赵力 赵龙 赵梅凤 赵美华 赵苹 赵莎莎 

赵闪闪 赵生银 赵文朋 赵雯琦 赵孝 赵欣 

赵艳琼 赵燕琴 赵燕秋 赵轶 赵永芳 赵玉宝 

赵志红 郑朝平 郑尔达 郑继艳 郑甲林 郑林文 

郑晓薇 郑友徳 钟微 钟文新 周朝勇 周达勇 

周发勇 周鸿 周华伟 周剑 周金柱 周菊 

周俊 周俊芳 周克晶 周立明 周盼 周倩 

周琼兰 周树林 周廷轩 周霞 周湘明 周小丹 

周晓芳 周欣娟 周兴丽 周旭 周雪梅 周彦 

周宇娟 周玉萍 周豫 周云春 周志星 朱发令 

朱霏雨 朱家良 朱建潜 朱坤蕊 朱利仙 朱树荣 

朱婷 朱婉姝 朱炜华 朱文英 朱伍应 朱晓林 

朱晓婷 朱彦磊 朱燕 朱云飞 朱允丰 朱招琴 

朱柱粉 祝文银 庄雷 字进祥 邹菜娥 邹超杰 

邹春艳 邹晓莲 邹雪瑞 左兰 左青  

资料来源：人民网联合报道组：《致敬！多省区市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全名单公布》，人民网，2020 年 2 月

28 日，https://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14.html，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附录（33）：浙江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共 2018人） 

 

昂青青 包涵 鲍佳佩 鲍立华 鲍蒙雅 鲍婷婷 

鲍绪新 鲍雪丹 鲍迎春 边金泂 边铁群 边雅娣 

蔡畅 蔡剑英 蔡菁 蔡冉 蔡文君 蔡文亮 

蔡晓春 蔡晓平 蔡星星 蔡鸳 蔡哲清 蔡哲炜 

曹恩宏 曹黎鸣 曹李丽 曹琦 曹启峰 曹伟伟 

曹艳 曹阳 曹志轩 曾凡禹 查丽烨 柴爱娟 

柴东剑 柴军军 柴丽丽 常成 常冬培 陈安明 

陈安祥 陈保德 陈彬 陈斌 陈斌 陈波 

陈彩 陈城洋 陈铖泽 陈丹 陈旦 陈德宝 

陈东 陈冬雪 陈而奇 陈芬娟 陈锋 陈芙蓉 

陈钢 陈钢 陈贵君 陈海萍 陈海霞 陈海燕 

陈海燕 陈红 陈红梅 陈虹 陈华 陈华春 

陈怀东 陈慧萍 陈吉 陈吉润 陈家飞 陈建智 

陈剑 陈健 陈杰 陈洁 陈金锦 陈金堃 

陈金枝 陈菁菁 陈静 陈菊 陈娟 陈娟娟 

https://unn.people.com.cn/n1/2020/0228/c14717-31609930-14.html，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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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 陈君晓 陈凯 陈乐高 陈丽 陈丽莎 

陈利 陈利云 陈靓 陈玲 陈玲玲 陈玲玲 

陈骆瑶 陈美芬 陈美娟 陈朦娜 陈梦君 陈梦瑶 

陈明君 陈佩 陈飘维 陈萍萍 陈琪 陈旗滨 

陈启兰 陈倩倩 陈清清 陈清清 陈瑞霞 陈赛丽 

陈森锦 陈身贤 陈晟 陈诗湄 陈姝怡 陈爽 

陈思琪 陈涛 陈婷婷 陈统献 陈惟惠 陈维迪 

陈卫琴 陈文波 陈霞 陈小英 陈晓芳 陈晓红 

陈晓亚 陈晓燕 陈昕 陈新益 陈雄焕 陈秀华 

陈秀萍 陈旭涛 陈雪娇 陈亚岗 陈亚红 陈娅琼 

陈衍 陈彦洁 陈宴 陈燕 陈燕君 陈阳 

陈一冰 陈依琳 陈英杰 陈英俊 陈永青 陈有为 

陈玉芳 陈玉峰 陈誉涵 陈远飞  陈岳亮 陈珍珍 

陈志健 陈智娟 陈祝红 陈梓幢 陈作兵 程华娟 

程嘉斌 程建飞 程靖 程飘 程仁秀 程莎 

程星 程逸路 池冬菊 叱珑 储华英 楚烨 

褚欢欢 褚琳瑜 褚玲玲 褚如再 丛博 崔俭 

崔正兴 戴宾 戴佳丽 戴乐梅 戴丽红 戴莉敏 

戴灵 戴赛 戴燕红 戴一帆 单富华 单康民 

单奇杰 单霞霞 单雅娟 单钰栋 邓鸿胜 邓旻 

狄枫 丁和国 丁红燕 丁佳慧 丁岚 丁丽娜 

丁露楠 丁培志 丁青青 丁群力 丁淑怡 丁伟平 

丁晓娣 丁晓珍 丁筱妤 丁鑫磊 丁星星 丁秀莹 

丁旭春 丁学军 丁燕 丁杨 董波 董达登 

董锦超 董晶 董雷 董良良 董凌峰 董文英 

董银燕 董永权 董志芳 董绉绉 杜宝君 杜平 

杜蓉冰 杜天颖 杜云 段金龙 段开亮 段晓超 

樊巧玲 樊茵迪 范华美 范凯杰 范丽娇 范丽娟 

范明利 范宁 范钦 范雄伟 范一平 范震 

方城 方桂芳 方红正 方洁 方晶晶 方俊杰 

方乐 方李燕 方敏 方然程 方申菊 方伟琴 

方文浩 方文耀 方霞 方仙女 方晓航 方欣 

方银佳 方银娟 方瑩 方宇杰 方智平 方舟 

房洁 费芬芬 费敏 丰孟祥 丰银平 冯杜金 

冯佳 冯晶晶 冯琳琳 冯玲飞 冯马龙 冯夏芬 

冯晓铖 冯晓菲 冯亚珠 冯叶柳 冯月清 冯贇 

符一骐 付国路 付海卫 付莎莎 傅千珊 傅水娟 

傅园花 富燕萍 甘军 甘融 高冬梅 高欢 

高佳 高佳 高建波 高捷 高晶 高平平 

高珊 高婷 高银银 高玉琴 葛慧青 葛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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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庆青 葛挺 葛玉花 耿会莉 耿慧慧 耿涛 

宫晓艳 龚恩惠 龚玲 龚艳 龚卓怡 苟宏梅 

顾晨程 顾晨晓 顾春枫 顾海波 顾静巧 顾娟 

顾丽娜 顾敏敏 顾亚红 顾月琴 管阿红 管艾华 

管青华 管珊珊 管政 桂梦影 桂涛 郭城蓉 

郭飞飞 郭利琴 郭亮 郭敏 郭姝 郭颂 

郭笑笑 郭阳 郭忠伟 国艳慧 韩玲 韩娜菲 

韩霞萍 韩小雪 韩小雨 韩雅婷 何飞 何贵平 

何惠民 何佳林 何金鑫 何靖峰 何娟 何雷雷 

何莉洁 何林 何璐君 何曼琪 何美青 何梦烨 

何倩倩 何倩如 何强 何巧莉 何青青 何珊 

何胜燕 何淑斌 何淑敏 何双双 何许伟 何旭东 

何学军 何亚细 何燕燕 何洋 何莺莺 何语涵 

何源 贺梅洁 贺天锋 贺鑫瑜 洪丹 洪峰 

洪军 洪丽 洪敏 洪琪儿 洪遂凤 洪伟伟 

洪训宇 洪优优 洪榛 侯静 侯丽珍 侯思聪 

侯巍 胡斌 胡晨璐 胡大鹏 胡丹红 胡迪 

胡芳琴 胡红月 胡会凡 胡佳佳 胡佳楠 胡嘉宁 

胡丽 胡龄之 胡漂 胡倩囡 胡钦 胡琼 

胡苏 胡伟航 胡霞 胡霞 胡晓飞 胡修六 

胡雪平 胡雪忠 胡玉婵 胡元勇 胡月 胡云云 

胡珍珍 胡志敏 胡志奇 胡忠辉 华立飞 华柳 

黄爱贞 黄达荣 黄丹 黄旦霞 黄道超 黄芳 

黄峰 黄赣英 黄国政 黄海军 黄何永 黄河 

黄戬 黄建伟 黄建霞 黄建洲 黄健俊 黄金英 

黄娟 黄俊毅 黄立军 黄立朋 黄立权 黄丽 

黄丽丽 黄丽娜 黄丽央 黄莉 黄良 黄玲 

黄玲玲 黄柳彬 黄敏 黄宁宁 黄琪 黄如平 

黄蕊 黄双进 黄涛 黄天海 黄玮 黄位明 

黄文瑶 黄小民 黄晓庆 黄旭华 黄艳丽 黄燕利 

黄姚东 黄予亭 黄增 黄志辉 黄紫珊 黄自安 

黃敏敏 姬琳 基燕平 籍增洋 季也民 加铁锋 

贾娟娟 贾秀云 江金财 江立斌 姜福仙 姜国平 

姜寒水 姜红芳 姜静 姜柳青 姜勤 姜淑庆 

姜舒 姜晓晖 姜新平 姜钰辉 姜泽伟 姜志清 

蒋蓓 蒋慧丽 蒋建军 蒋美娜 蒋琦 蒋秋晴 

蒋思懿 蒋小丽 蒋烨南 蒋幼萍 蒋芝萍 焦海涛 

焦萍 解晓丽 金碧婷 金丹阳 金玲玲 金琪 

金强 金琴 金青云 金秋凤 金水萍 金仙珍 

金鑫 金央娇 金莹 金莹莹 靳青 景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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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智勇 柯欣 来青青 赖斌斌 赖聪娟 兰芳园 

兰建阳 蓝芬 蓝丽芳 蓝秀 郎静 劳玲娣 

乐群雁 雷灵君 雷桃英 雷雄 雷叶静 黎红玮 

黎梦笋 李爱清 李彬 李斌 李斌 李斌琦 

李超 李春燕 李翠 李德生 李冬芳 李芳 

李丰秀 李刚 李炅昊 李海峰 李海华 李海微 

李红颖 李虹 李华 李慧敏 李季 李佳 

李佳琪 李家峰 李建美 李健 李杰 李婕 

李金娜 李静 李均 李俊焕 李兰娟 李立斌 

李立栋 李莉 李莉莉 李琳 李凌霄 李璐 

李梦英 李珉 李楠 李楠楠 李宁 李宁 

李鹏 李萍 李萍 李浅微 李茜 李强 

李强 李青华 李青青 李秋静 李盛金 李世标 

李舒琦 李素娇 李挺 李湾萍 李晚红 李皖生 

李文文 李霞 李想 李晓赟 李笑 李新 

李鑫波 李修平 李秀婷 李亚芳 李亚清 李艳 

李瑶 李依依 李益琪 李英 李英飞 李迎迎 

李映芳 李渊 李章凤 李贞 李珍 李榛 

李志会 厉爱 厉巧凤 厉书岩 连颖 练庆武 

梁斌 梁彩红 梁红霞 梁敏 梁楠 梁笑天 

梁寅 梁宇 梁志强 廖琳君 廖亚婷 林彬芬 

林秉杰 林婵娜 林华香 林慧 林建鹏 林建伟 

林娇 林杰 林洁 林敬阳 林军明 林乐清 

林莉红 林梦情 林明志 林莎莎 林益 林珍丽 

林铮 凌磊 刘芳萍 刘福伟 刘光明 刘华龙 

刘慧华 刘金娜 刘经邦 刘娟 刘君福 刘俊琼 

刘康 刘昆鹏 刘丽 刘丽娜 刘丽英 刘利民 

刘琳 刘梅 刘美希 刘倩 刘仁洋 刘若锟 

刘尚伟 刘胜 刘淑才 刘婷 刘婷婷 刘夕瑶 

刘祥 刘小春 刘晓 刘欣欣 刘鑫 刘亚合 

刘亚娟 刘烨 刘楹 刘元春 刘园 刘志红 

刘宗明 柳东之 柳建秋 柳绍有 柳正卫 楼红果 

楼剑 楼键建 楼娇燕 楼群儿 楼笑燚 楼屹 

卢俊倩 卢良骥 卢明芹 卢萍 卢锐涵 卢淘 

卢伟 卢骁 卢燕 卢州 卢子阳 鲁建丽 

鲁建娜 鲁世俊 鲁勇 陆彬迪 陆超 陆华东 

陆佳敏 陆磊 陆龙喜 陆明晰 陆群 陆天奇 

陆伟娣 陆小玲 陆新亚 陆炎 陆永勇 罗安 

罗斌 罗飞 罗国庆 罗国英 罗果果 罗海江 

罗惠丹 罗建冬 罗静静 罗敏 罗敏 罗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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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守军 罗喜妹 罗玉红 罗玉华 骆华德 吕东 

吕芳芳 吕华军 吕姣玲 吕军好 吕凯妮 吕玲玲 

吕燕 吕宇航 吕玉芳 麻建平 马飞飞 马红映 

马继红 马建君 马建科 马锦法 马君 马黎丽 

马丽 马龙举 马盼 马佩佩 马鹏照 马萍 

马琪琪 马青娜 马瑞玲 马添洋 马晓雪 马旭辉 

马彦俏 马燕琴 毛丹旦 毛海建 毛涵艳 毛丽娜 

毛佩佩 毛谦生 毛雯雯 毛晓明 毛亚娣 茅黛飞 

梅建鹏 梅媚媚 梅能慧 孟艳鸽 孟燕燕 米金燕 

缪莉薇 缪敏 莫丹琪 莫双双 牧闵敏 倪昌均 

倪丹 倪红英 倪梦琪 倪毅萍 宁亮 宁棋棋 

欧阳金生 潘彬斌 潘冬伟 潘芳芳 潘荷芬 潘捷 

潘金波 潘劲 潘菁菁 潘军航 潘孔寒 潘兰玲 

潘丽慧 潘玲玲 潘柳华 潘青芽 潘田君 潘向滢 

潘晓丹 潘晓晓 潘颖慧 潘勇莉 潘雨洒 潘志杰 

庞天祥 庞欣欣 彭官清 彭静 彭丽萍 彭胜男 

彭书华 彭一欣 皮博睿 平国华 戚华丽 钱安瑜 

钱继红 钱瑾瑜 钱娟琴 钱磊 钱巧 钱雅平 

钱彦颖 钱雨琪 钱园 钱月红 钱珍珍 钱政英 

钱智权 强健 乔飞飞 钦鞠 秦杰 秦艳秋 

邱国琴 邱惠仙 邱瑾 邱丽萍 邱利红 邱林 

邱柳波 邱蔚晨 邱银伟 邱中泉 裘芳芳 裘君炎 

阙海峰 饶晨晨 任二帅 任吉波 任佳 任玲琳 

任奇 任艳 任义锋 戎惠 戎妍 阮列敏 

阮萍 阮琼蕾 阮秋能 阮素萍 阮瑜 尚惺杰 

邵方淳 邵飞 邵荷芳 邵剑飞 邵丽华 邵丽娜 

邵玲 邵萍萍 邵泉官 邵珊 邵婷 邵闻婷 

邵兴 邵勇立 邵忠华 佘垚垚 申蕊蕊 申屠晓艳 

沈波 沈铖姬 沈丹 沈丹萍 沈飞飞 沈飞燕 

沈枫锋 沈国繁 沈华海 沈吉 沈建丽 沈凯玲 

沈丽 沈丽华  沈利芳 沈凌 沈露丹 沈敏 

沈娜 沈藕英 沈佩华 沈倩 沈青青 沈清 

沈恬 沈婷芳 沈晓华 沈新 沈一苗 沈艺 

沈逸梅 沈宇虹 沈月婷 沈云霞 沈芸芸 盛菊萍 

盛秋萍 盛怡俊 施恩凯 施芳 施海燕 施红倩 

施建强 施杰飞 施娟美 施丽丽 施鹏 施巧群 

施庆余 施素华 施婷婷 施王芳 施翔 施小妹 

施小宁 施晔南 石沉默 石恒 石红玲 石磊 

史偶苏 史巧敏 史云 史宗杰 寿卫青 舒芬 

舒巧燕 舒然 舒胜男 舒怡鸿 舒意媛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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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纪虹 宋柏杉 宋剑平 宋晶 宋晶晶 宋丽霞 

宋美君 宋婷 宋学良 宋玉芳 苏晶晶 孙传银 

孙春蓉 孙丹 孙东旭 孙光胜 孙国权 孙红燕 

孙佳 孙建 孙剑虹 孙洁 孙金明 孙俊烈 

孙丽 孙丽敏 孙丽秋 孙梦姣 孙鸣欢 孙琦 

孙杉杉 孙胜招 孙维洁 孙伟义 孙徐霞 孙雪平 

孙益青 孙优异 孙园源 孙专意 谭贵林 谭炼 

谭美芳 谭奇凯 谭忠林 汤含曙 汤佳静 汤李燕 

汤灵玲 汤天怡 唐芳芳 唐光政 唐海燕 唐洪林 

唐静芳 唐丽雅 唐路平 唐美丽 唐瑞雪 唐伟 

唐伟燕 唐琇静 唐志仙 陶伯进 陶峰 陶佳 

陶丽圆 陶俐 陶莉莉 陶谢君 滕耀华 田宝平 

童聚仙 童三香 童晓翠 童晓晓 鈄杰 涂汉明 

涂文辉 涂玉琴 屠苗娟 屠敏敏 屠琼瑶 屠耀芬 

屠玉莲 屠越兴 万芳 汪碧亚 汪承志 汪大亮 

汪皓秋 汪佶 汪佳佳 汪迦声 汪俊芳  汪丽君 

汪莉莉 汪美丹 汪明珊 汪涛 汪婷婷 汪维敏 

汪文婷 汪晓菲 汪学丽 汪艳燕 汪燕萍 汪远香 

汪正权 王爱娇 王斌 王斌 王兵兵 王才木 

王超男 王朝军 王晨 王晨 王丹 王丹 

王丹萍 王冬冬 王尔山 王法明 王飞飞 王妃 

王峰 王富家 王馥循 王贵 王国彬 王国嗣 

王海鹏 王海霞 王昊囡 王浩杰 王何琢 王鹤秋 

王红岗 王红泉 王宏娟 王华 王华芳 王华军 

王辉 王慧敏 王吉梅 王佳峰 王坚颖 王建峰 

王建海 王剑荣 王江浩 王洁 王洁 王金富 

王金耀 王晶晶 王静 王珏霞 王俊 王俊 

王磊 王丽芳 王丽霞 王丽英 王丽竹 王利英 

王莉 王莉娟 王莉琳 王莉萍 王林飞 王林灵 

王玲玲 王凌波 王美仙 王蒙娜 王梦瑶 王米娜 

王密芳 王苗 王楠 王楠楠 王潘媚 王平 

王萍 王萍 王倩 王倩 王琴 王青霞 

王荣 王瑞明 王瑞玭 王赛赛 王珊 王珊珊 

王少儿 王师 王书光 王淑佳 王树伟 王帅 

王甜 王婷 王巍 王维超 王伟 王伟林 

王卫忠 王魏 王文敏 王小红 王小燕 王晓春 

王晓群 王晓艳 王新国 王雄雄 王秀萍 王妍妍 

王艳 王艳红 王艳红 王艳妮 王燕 王燕 

王燕辉 王一萍 王仪赟 王亦岚 王莹盈 王勇刚 

王宇霆 王雨秋 王玉芳 王玉芬 王钰 王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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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珍珍 王志英 王志宇 王智 王智蕾 王祖虎 

韦钦哲 魏继贞 魏萍 魏鲜 魏小勇 魏晓霞 

魏应杰 翁晨曦 翁秀萍 邬浏欢 邬盛昌 吾秀红 

吴彬彬 吴常裕 吴春燕 吴丹 吴凡 吴飞 

吴凤妹 吴高伟 吴国华 吴国清 吴国清 吴海凤 

吴海宁 吴昊澄 吴红梅 吴佳丽 吴嘉 吴嘉仪 

吴建荣 吴建锡 吴践帆 吴姣姣 吴洁凤 吴锦琼 

吴俊 吴可儿 吴岚岚 吴丽丽 吴丽丽 吴利锋 

吴玲玲 吴凌云 吴柳靖 吴龙川 吴梦 吴蜜蜜 

吴敏明 吴敏锐 吴牡丹 吴娜 吴萍 吴倩 

吴巧珍 吴庆福 吴琼 吴秋凤 吴蕊 吴赛丽 

吴盛 吴仕波 吴素丽 吴婷婷 吴薇 吴伟 

吴炜 吴文燕 吴文英 吴雯莉 吴霞 吴小萍 

吴晓虹 吴晓艳 吴晓燕 吴晓燕 吴晓云 吴秀 

吴许艳 吴旭佳 吴绪新 吴学杰 吴瑶娟 吴映娴 

吴雨鑫 吴云龙 吴章所 吴振波 吴峥明 吴铮 

奚玲君 席庆女 夏海琴 夏金松 夏骏 夏鲁鲁 

夏美丹 夏鹏飞 夏婷婷 夏晓丹 夏晓雅 夏亚莉 

夏智 项飞 项辉 项凯丽 项琳 项敏丹 

项赛衡 肖姣 肖礼民 肖苗 肖明江 肖霞 

肖英 谢邦好 谢辞寒 谢翠娥 谢得力 谢海晓 

谢佳怡 谢锴 谢莉莉 谢琳燕 谢巧 谢淑云 

谢燚 谢雨睛 邢小康 邢亚华 邢玉波 熊一帆 

熊志斌 须欣 徐灿灿 徐昌君 徐畅 徐晨程 

徐春燕 徐丹 徐芳芳 徐飞鸿 徐峰萍 徐桂娜 

徐海泓 徐海霞 徐晗 徐华美 徐欢 徐欢欢 

徐慧 徐慧连 徐慧青 徐活兰 徐佳 徐佳 

徐建芳 徐建红 徐建伟 徐健 徐锦意 徐景行 

徐凯亮 徐柯英 徐丽丽 徐良 徐林根 徐梦薇 

徐觅 徐明 徐培峰 徐鹏 徐萍 徐钦星 

徐善祥 徐少华 徐少毅 徐绶源 徐思纹 徐梯 

徐蔚 徐文巧 徐小华 徐晓翠 徐欣 徐欣欣 

徐新 徐秀超 徐亚儿 徐燕平 徐意 徐英豪 

徐有祖 徐玉婷 徐越 徐哲峰 徐哲荣 许城娟 

许瑾 许娟 许筠 许兰兰 许莉 许闵佳 

许明桔 许若慈 许婷婷 许婷婷 许文珍 许小敏 

许小燕 许晓玲 许晓玲 许盈盈 许瑜 许云杰 

宣梦霞 薛紫凤 鄢琼 闫莎莎 严斌娟 严继承 

严建英 严江欣 严丽慧 严丽娟 严莉 严毛晓 

严培玲 严蓉 严祖喜 颜伏归 颜仙芬 羊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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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陈 杨晨旭 杨丹 杨丹梅 杨飞 杨峰 

杨海芳 杨海飞 杨鸿秀 杨建娣 杨建广 杨建荣 

杨洁 杨捷静 杨静娴 杨娟红 杨俊 杨凯 

杨凯琳 杨莉 杨吕凤 杨美雪 杨萍 杨巧儿 

杨秋月 杨如意 杨寿烨 杨思嘉 杨伟英 杨卫 

杨文博 杨西欧 杨希 杨向红 杨小英 杨晓波 

杨晓霞 杨星 杨秀彦 杨亚丽 杨岩松 杨燕 

杨晔红 杨幼芬 杨玉 杨郁 杨征 杨志明 

杨志强 杨子强 杨紫颖 尧凌虹 姚宝峰 姚涵静 

姚惠萍 姚建根 姚蕾 姚丽霞 姚丽霞 姚莉萍 

姚敏 姚倩梦 姚伟锋 姚仙草 姚晓芳 姚晓燕 

姚鑫玉 姚雪女 姚勇伟 叶炳珏 叶晨 叶杭燕 

叶继辉 叶瑾 叶晶 叶蕾 叶媚 叶梦月 

叶文秀 叶晓莉 叶秀春 叶艳菊 叶燕飞 叶颖 

叶苑 易同燕 易雄英 殷采翰 尹慧 尹同岗 

尹雪瑶 印娜 应光辉 应靖瑶 应静 应之乐 

尤靖 尤丽霞 尤梦迪 尤晓冬 游晖 于海兰 

于晓明 余诚 余春娟 余春玉 余丹青 余鸿艳 

余金姣 余金容 余黎 余丽娟 余琳欢 余娜 

余娜 余赛婷 余莎莎 余双娟 余婷 余威勇 

余霞妹 余鲜艳 余旭彪 余学文 余雪风 余亚君 

余娅娟 余银凤 余圆美 余竹琴 盂晶晶 俞春燕 

俞丹青 俞佃瑜 俞昉 俞海霞 俞吉 俞佳佳 

俞佳丽 俞建娣 俞柯慧 俞立芬 俞利红 俞亮 

俞柳青 俞苗杰 俞敏 俞平 俞伟燕 俞啸 

俞怡敏 俞园园 俞章平 俞振飞 俞智敏 虞蓓蓓 

虞超勤 虞丹旎 虞富安 虞洪 虞雅俊 虞志敏 

禹海航 喻成波 喻芳 喻喆 袁波 袁妞 

袁兴斌 袁妍妩 袁燕利 袁月红 詹怡蓉 占凌峰 

张斌 张斌 张楚明 张春华 张丹红 张芳 

张芬芬 张舸 张光颖 张海星 张海英 张和梅 

张和义 张衡 张红兵 张欢 张佳峰 张家杰 

张建海 张剑 张健 张晶晶 张婧 张俊丽 

张骏 张骏 张可可 张岚岚 张雷 张磊 

张丽红 张丽君 张丽丽 张莉 张亮 张烈明 

张林利 张林仙 张凌玲 张露 张美映 张孟 

张梦梦 张梦媛 张明 张明 张鸣浩 张南 

张琦 张乔冶 张巧 张蓉 张瑞丽 张莎莎 

张珊 张珊珊 张少垒 张少南 张晟 张盛 

张守德 张帅 张帅 张思敏 张涛 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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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薇 张薇 张薇 张伟 张伟华 张伟佩 

张伟星 张文静 张文新 张文源 张夏倩 张晓隆 

张晓婷 张秀红 张秀娟 张秀来 张旭照 张学萍 

张雅琴 张亚伦 张燕 张燕燕 张杨 张窈 

张晔 张依妮 张莺枝 张莹莹 张颖 张园园 

张媛慧 张跃峰 张云 张增增 张志荣 章琛 

章丹 章芳艳 章霏霏 章富莲 章骥韬 章佳 

章晶晶 章琳 章陆烨 章明珠 章培培 章翩翩 

章巧云 章锐锋 章伟 章渭方 章文静 章献雯 

章笑英 章秀中 章娅萍 章益民 赵彩玲 赵昌行 

赵德军 赵冠菁 赵晗暘 赵辉 赵继京 赵建忠 

赵凯旋 赵克开 赵李艳 赵丽艳 赵丽英 赵莉莎 

赵凌婕 赵美芳 赵梦琳 赵娜 赵娜 赵妮娜 

赵萍 赵瑞芳 赵润雯 赵树林 赵晚霞 赵伟 

赵霞 赵旭玲 赵毅 赵玉秀 赵云青 赵郑琦 

郑春燕 郑丹萍 郑东 郑飞飞 郑国娟 郑汉阳 

郑红情 郑虹 郑惠之 郑慧瑾 郑继生 郑建娣 

郑建君 郑杰 郑锦婷 郑凯丽 郑利萍 郑莉 

郑良达 郑鲁光 郑岁 郑天宝 郑维楠 郑维维 

郑文渊 郑霞 郑小常 郑晓璐 郑筱姮 郑秀娟 

郑秀云 郑续 郑学高 郑永科 郑毓嵬 郑悦琳 

郑贞苍 郑振洨 钟剑静 钟丽丽 钟鹏飞 钟琦 

钟益刚 钟颖 钟永红 钟跃 仲成 周宝银 

周冰 周冰彬 周冬辰 周发志 周奋 周烽 

周海月 周浩英 周红梅 周虹 周欢欢 周佳丽 

周家齐 周家祥 周建仓 周娇枝 周洁 周静怡 

周岚 周礼鹏 周丽 周丽波 周丽文 周丽燕 

周玲红 周美玲 周梦婷 周梦樱 周宁 周奇 

周强 周琴 周庆 周琼 周三军 周珊波 

周珊琳 周珊珊 周珊珊 周恬恬 周甜甜 周婷 

周婷枫 周拓 周炜栋 周文琼 周雯娟 周晓娜 

周晓曦 周艳 周燕 周宜庆 周毅 周勇 

周瑜枫 周云霞 周芸 周振 周志英 朱爱 

朱安娜 朱彬彬 朱春聪 朱迪 朱飞 朱高源 

朱葛红 朱晗 朱鹤霏 朱宏波 朱佳 朱佳清 

朱剑辉 朱婧 朱俊鹏 朱丽霞 朱利明 朱琳 

朱琳 朱梦飞 朱娜 朱萍 朱祈 朱强 

朱勤红 朱伟琴 朱文生 朱小明 朱修玉 朱嫣 

朱艳丽 朱莺 朱永吉 朱雨婷 朱玉华 朱正一 

诸葛勤 祝焕杰 祝继洪 祝嘉蔚 祝睿晨 庄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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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朋凤 邹茜 邹伟梅 邹晓月 邹永强 左贝贝 

左艳玲 左跃屯     

资料来源：《“蜀”你最好！1463 位四川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16

日，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年 3 月 26日。 

 

 

附录（34）：中国人民解放军援鄂医疗队队员名单 

（缺，4000多人） 

 

 

  

https://mp.weixin.qq.com/s/QjVB6FL98MST7cbXoaFMXw，查询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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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4月 8日 0时，武汉打开离汉通道，76日的封城告一段落，一片欢声雷动。

劫余子独坐室中，却心情沉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知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爱

人、亲人、朋友的武汉市民，他们现在心情如何？数百万人还封闭在小区，没

有行动自由，伤痛并未过去，而遗忘已经开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唱

赞歌的人多了起来，寻求反思的人少了起来。但是没有反思，我们如何避免类

似事件再次重演？ 

遗忘也许不可避免，不过武汉人大概是最难遗忘的一群吧。因为此次新冠

之疫，首先就是武汉人民的受难史。数百万人禁足城中 76日，数万人被病痛折

磨。至今日零时，有记录可查死于新冠肺炎者 2572人，未能登记者尚不知凡

几，受影响间接身亡者又难计其数。每一个丧生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和无数

亲友。这无疑是一场人间灾难，是武汉人民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然，此次武汉新冠之疫，也是全世界、全国、全省对武汉的援助史。无

数海内外友人捐款捐物，数万各省医护人员及志愿者亲临武汉，为武汉拼命，

他（她）们是武汉的恩人。 

此次武汉新冠之疫，还是湖北省、武汉市各级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在中

央指导组的直接指导下，在全市人民的监督下，调整防控策略，并逐渐取得成

效的历史。从早期防控中步履蹒跚，到后来逐渐取得成效，武汉以自身的惨重

代价和摸索为世界取得了抗击新冠病毒的惨痛教训和宝贵经验。 

此次武汉新冠之疫，同时也是武汉人民奋起自救的历史。无论是坚守在各

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还是奋不顾身、从事各种工作的志愿者，甚或是邻里相

助、共渡难关的普通市民，都为遏制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 

所有这些，不知本日志里呈现了多少？这只能有待读者的判断了。 

两月之间，虽然笔者为编辑日志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时间总归仓促。而且

疫情本来发生不久，很多事情还不完全清楚。比如死亡病例名单，笔者虽已尽

力搜集，但所得有限，这是很感遗憾的。好在是，现在所呈现的日志只不过是

初稿，还可以进一步修改。并且笔者本来也不过是抛砖引玉，希望能看到材料

更详实、内容更丰富的作品尽早问世。 

趁此机会，笔者还想要表达感谢之意。首先，笔者要感谢奋战在前线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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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斗士，成功遏制疫情，让笔者得以劫后余生、大难不死。其次，笔者要感谢

深入一线、披露真相的记者和媒体，以及在疫情中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的武汉市

民，他（她）们的报道和记载，为日志提供了基本的素材。此外，笔者还要感

谢陈女士、施先生、承先生、李女士、陈先生等，他（她）们或为日志提供材

料线索，或帮助编辑材料。日志得以呈现如今的面貌，与他（她）们的贡献是

分不开的。同时，也希望知悉疫情发展或者熟悉疫情死难者的读者为笔者提供

线索，以进一步修改本志。相关线索可发到邮箱 wuhanstory2019@gmail.com。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他（她）们在这场新冠之疫中不幸倒下了。有我们

的亲友、后辈，他（她）们还要继续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谨以此志，悼念逝

者，寄语生者，以尽一位后死者的责任。 

 

武汉劫余子 

2020年 4 月 8日 

即庚子年清明后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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