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延安医院关于公布 2020 年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录取人员名单 

根据《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云南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经考

生报名、现场资格审核、招录考试、体检，根据各专业招录计划、考

试结果及考生基本情况择优录取。现将昆明市延安医院住培基地 

2020 年录取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2020 年昆明市延安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 陈鹏宇 重症医学科 

2 张柔 重症医学科 

3 李琴 眼科 

4 辛钰清 眼科 

5 韩燊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6 付涛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7 卢讯来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8 赵永灿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9 胡斯婷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10 郭艳吉 神经内科 

11 毛春燕 神经内科 

12 高泽娟 神经内科 

13 赵明飞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14 李子霂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15 李承燦 外科 

16 李明 外科 

17 张都旺 外科 

18 付洋洲 外科 

19 郑永燕 外科 

20 蒋勇 外科 

21 黄江川 全科 

22 韦冬艳 全科 

23 陈安平 全科 

24 赵林峰 全科 

25 尹定凤 全科 

26 赵强虎 全科 

27 张敏 全科 

28 段莉莉 全科 

29 陈俊洁 全科 

30 秧庆叶 全科 

31 尹亚楠 全科 

32 甘泉 全科 

33 高志育 全科 

34 杨树根 全科 

35 李婷 全科 



36 杨润德 全科 

37 禹晓红 全科 

38 李国亮 全科 

39 杨桃 全科 

40 王谦 全科 

41 金莉 全科 

42 吴基传 全科 

43 明友琼 全科 

44 龚俊玲 全科 

45 顾不弱 全科 

46 王益梅 全科 

47 李孝松 全科 

48 范丽斌 全科 

49 鲁明超 全科 

50 肖玉花 全科 

51 张刘娇 全科 

52 杨敏灵 内科 

53 牛丹丹 内科 

54 夏宁 内科 

55 邓莎莎 内科 

56 卯明丹 内科 

57 李武婵 内科 



58 廖仕美 内科 

59 朱晓栋 内科 

60 郭健 内科 

61 沈传娇 内科 

62 姜珊 内科 

63 张泽昆 内科 

64 李蓉蓉 内科 

65 刘雨玫 内科 

66 王逍 内科 

67 尚正敏 内科 

68 胡云洞 内科 

69 李武超 内科 

70 廖文凯 内科 

71 杨艳 内科 

72 杨雯婷 内科 

73 李香妮 内科 

74 胡迪 内科 

75 袁吕 麻醉科 

76 陈景 麻醉科 

77 孙云杰 麻醉科 

78 王艳 麻醉科 

79 李义凤 麻醉科 



80 张超 麻醉科 

81 李婷 麻醉科 

82 王影 麻醉科 

83 王飞红 麻醉科 

84 堵亚琳 临床病理科 

85 苏意灵 口腔修复科 

86 王丽华 口腔修复科 

87 陈德强 口腔修复科 

88 李昌全 口腔全科 

89 李艳秋 口腔全科 

90 麻宇晨 口腔全科 

91 陈忠娟 口腔内科 

92 庄杉杉 检验医学科 

93 王静蕊 急诊科 

94 范紫龄 急诊科 

95 何升周 急诊科 

96 张群芳 急诊科 

97 简恒敏 骨科 

98 李祖亮 骨科 

99 宋铃 骨科 

100 左明 骨科 

101 陈庚 骨科 



102 景红英 妇产科 

103 肖菲 妇产科 

104 邓国玲 妇产科 

105 李思萍 妇产科 

106 杨迎青 妇产科 

107 杨贤 妇产科 

108 唐鹰 妇产科 

109 杨婕姝 放射肿瘤科 

110 吴文华 放射科 

111 宋埼 放射科 

112 龚子渊 放射科 

113 荣宏广 放射科 

114 赵霞 放射科 

115 张倩 放射科 

116 王安彩 耳鼻咽喉科 

117 刘玲 耳鼻咽喉科 

118 牛红思 耳鼻喉喉科 

119 颜宗文 儿科 

120 潘颖楠 儿科 

121 高耀敏 儿科 

122 吴承霖 儿科 

123 钟蕾 超声医学科 



124 池庆瑶 超声医学科 

125 张丽桦 超声医学科 

126 李四茹 超声医学科 

127 赵娟 超声医学科 

128 朱俊秋 超声医学科 

 

    

 

 

昆明市延安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2020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