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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护人员名单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全国人民同心抗击。
1 月 25 日晚，我省应国家卫健委要求，组派医疗队援助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至目前，我省已先后派出省、市、县
三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及疾控人员共 546 人支援湖北。
这些队员分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武汉市东西湖方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襄阳市的战“疫”一线忙碌。他们说：
“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有人需要我们。”
向他们致敬！愿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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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灿（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赵玉明（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黄小莹（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林 凯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朱晓群（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黄晓敏（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刘 娜（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谢学金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王宝宁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刘雪竹（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胡 群（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陈先礼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马 鑫（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张 楠（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裴思丽（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罗晓春（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陈秋梅（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罗东生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郭培锋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熊慧芳（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李 楠（女）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陈前贵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江贵源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薛克营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张军英（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赵年贵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贺赟贤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蒋海彬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郑福珍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智德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可聪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建强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秋平（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阿美（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明漩（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永增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淑惠（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方雅芳（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廖冬梅（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姚海龙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吴小菊（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钱月洪（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龙英（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林晓娇（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林秀芳（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余琼燕（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蒋丽艳（女）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叶长青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刘界兰（女） 厦门莲花医院
李 磊
厦门莲花医院
梁金凤（女） 厦门莲花医院
黄 林
厦门莲花医院
邱雨欣（女） 厦门莲花医院
徐煜博
厦门莲花医院
许金玉（女） 厦门莲花医院
余 欢（女） 厦门莲花医院
郑晓璐（女） 厦门莲花医院
林燕红（女） 厦门莲花医院
詹西荣（女） 厦门莲花医院
黄二燕（女） 厦门莲花医院
许圣威
厦门市海沧医院
翁朝航
厦门市海沧医院

叶小凯
厦门市海沧医院
王春青（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李雯雯（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杨春燕（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张巧敏（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李小凤（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朱艺红（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陈何艳（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许丽敏（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曾淑元（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陈晓燕（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吕东梅（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蔡兰英（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卢珍珍（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陈小梅（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黄爱治（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吴雪娟（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陈择煌（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陈明艳（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林倩倩（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林月君（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李淑梅（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黄小玲（女） 厦门市海沧医院
冯水土
厦门市海沧医院
林 勇
厦门市海沧医院
肖 琦
厦门市海沧医院
钟德金
厦门长庚医院
杨 娟（女） 厦门长庚医院
耿 华（女） 厦门长庚医院
刘荔龙
厦门弘爱医院
刘彩玉（女） 厦门弘爱医院
陈衡金（女） 厦门弘爱医院
王可新（女） 厦门弘爱医院
马文清（女） 厦门弘爱医院
郑燕丽（女） 厦门弘爱医院
孙佳慧（女） 厦门弘爱医院
李美萱（女） 厦门弘爱医院
邱国建
厦门弘爱医院
张妮妮（女） 厦门弘爱医院

漳州
蔡笔锋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吴丽榕（女）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吴伟强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游岚岚（女）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赖秀丽（女） 漳州市人民医院
林月美（女） 漳州市人民医院
洪桂兰（女） 漳州市人民医院
邱婉婷（女） 漳州市人民医院
刘明煌
漳州正兴医院
叶惠萍（女） 漳州正兴医院
陈炯云（女） 漳州正兴医院
张书贤（女） 漳州正兴医院
杨建珠（女） 长泰县总医院陈巷分院
杨彬珍（女） 长泰县总医院
高艺滨（女） 龙海市第一医院
张民元
龙海市第一医院
张月虾（女） 龙海市第一医院

泉州
陈雅真（女） 泉州市光前医院
李婷婷（女） 泉州市光前医院
陈鸿琴（女） 泉州市中医院
谢姊潼（女） 泉州市中医院
蔡婉妮（女） 石狮市医院
吴江斌
安溪县医院
蔡莉珊（女） 石狮市医院
邱望鹏（女） 石狮市医院
邱宝完（女） 石狮市医院
潘诗娜（女） 石狮市医院
郭龙燕（女） 晋江市中医院
张丽碟（女） 晋江市中医院
王桂萍（女） 安溪县医院
吴萍萍（女） 安溪县医院
柯巧红（女） 安溪县医院
吴梅华（女） 安溪县医院
廖雅彬（女） 永春县医院
徐珍梅（女） 永春县医院

三明
邓 祥
三明市第二医院
黄燕珍（女） 三明市第一医院
张 霖（女） 三明市第一医院
吕琳琳（女） 三明市第一医院
黄 婷（女） 三明市第一医院
王小梅（女）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婕梅（女）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孟获
尤溪县总医院
程贤芳（女） 尤溪县总医院
廖舆珍（女） 清流县总医院
张秋香（女） 宁化县总医院
朱昌月（女） 永安总医院
林笑容（女） 大田县总医院
颜惠玲（女） 沙县总医院
刘丽萍（女） 泰宁县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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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梅华（女） 明溪县总医院
黄兴红（女） 建宁县总医院

莆田
许俊鹏
莆田市第一医院
谢丽珠（女） 莆田市第一医院
朱丽晶（女） 莆田市第一医院
郑晶晶（女） 莆田市第一医院
余书霞（女） 莆田市第一医院
林梅琼（女） 莆田市中医医院
郑丽兵（女） 莆田市中医医院
林 遥（女） 莆田市中医医院
朱叙英（女） 莆田市中医医院
陈秀爱（女） 莆田协和医院
叶 萍（女） 莆田协和医院
彭晓芳（女） 莆田协和医院
王佳丽（女） 莆田协和医院
许秋萍（女） 莆田协和医院
黄萍萍（女） 仙游县总医院
赵培培（女） 莆田涵江医院
陈黄冰
莆田涵江医院
王淑清（女） 莆田市城厢区医院

南平
叶 兰（女） 南平市第一医院
胡燕芳（女） 南平市第一医院
许华英（女） 南平市第一医院
林 锋
南平市第一医院
应 漩（女） 南平市第一医院
谢兰璟（女） 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
曾爱萍（女） 南平市人民医院
林 珊（女） 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
吴美莲（女） 武夷山市立医院
谢宝琴（女） 顺昌县总医院
杨水平（女） 松溪县医院
王进丽（女） 政和县医院
张成琳（女） 建瓯市立医院
江善香（女） 光泽总院
苏治云（女） 浦城县医院
崔 健
邵武市立医院
邱俐倩（女） 邵武市立医院

龙岩
林三秀（女） 龙岩市第一医院
邱晓云（女） 龙岩市第一医院
林健明
龙岩市第一医院
林燕华（女） 龙岩市第一医院
谢惠芳（女） 龙岩市第一医院
刘惠丹（女） 龙岩市第二医院
吴灿明
龙岩市第二医院
詹仕鑫
龙岩市第二医院
林小琼（女） 龙岩市第三医院
张才祥
龙岩市第三医院
赖晓英（女） 龙岩市第三医院
曾建华（女） 龙岩市中医院
王中智（女） 龙岩市中医院
黄添娣（女） 永定区医院
黄晓琴（女） 上杭县医院
张美媚（女） 武平县医院
巫吉芳（女） 连城县医院
黄仙女（女） 漳平市总医院

宁德
黄婷婷（女） 宁德市医院
蓝丽容（女） 宁德市医院
陈丽英（女） 宁德市医院
詹述琴（女） 宁德市中医院
黄荣章
宁德市中医院
兰 静（女） 宁德市中医院
林晓倩（女） 宁德市中医院
俞佳丽（女） 宁德市中医院
黄晓颖（女） 宁德市中医院
林燕梅（女） 宁德市康复医院
苏香榕（女） 宁德市康复医院
陈秋梅（女） 宁德市康复医院
林观婷（女） 宁德市康复医院
蒋雪晶（女） 宁德市康复医院
余翠婷（女） 宁德市蕉城区医院
雷乐莺（女） 宁德市蕉城区医院
何兰兰（女） 宁德市蕉城区医院
何丽瑶（女） 宁德市蕉城区医院

平潭
王小芳（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陈云娟（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高岚英（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郑如鑫（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黄美钦（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凌梦婷（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林诗琳（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林艳芳（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医院
魏燕玲（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医院
刘梅凤（女） 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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