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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人民医院
关于 2022 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公示

根据我院《2022 年度评先选优和年度考核实施方案》，

按照民主推荐和综合考评的情况，经 2023 年 1 月 5 日院党

委会议审定，创伤骨科等 33 个科室被评为先进集体，朱宁

等 466 人被评为先进个人，现予以公示（详见附件 1）。公

示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2 日，如对公示的对象有

异议，请在 2023 年 1 月 13 日前向人事科（8169778）、纪

检监察室（8169696）反映，逾期视为无异议。

人事科

2023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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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铜仁市人民医院

2022 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公示名单

一、先进集体（33 个）

（一）先进科室（27 个）：

1.外科系统（6 名）：创伤骨科 妇科 泌尿外科 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 关节外科 胸心外科

2.内科系统（6 名）：儿四科 儿三科 新生儿科 儿二科

内分泌科 重症医学科

3.门诊医技科室（5 名）：中医科 消毒供应中心 病理

科 电生理室 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4.行政科室（10 名）：党办 院办 护理部、宣传科 规

划财务部 监察室 对外医疗办 医务部 组织科 预防保健科

（二）单项优秀集体（6 个）：

1.优秀规培班级（1 个）：2021 级规培班

2.优秀规培基地（1 个）：放射科

3.优秀教研室（1 个）：妇产科教研室

4.优秀护理单元（3 个）：创伤骨科 急诊科 妇科

二、先进个人（466 人）：

（一）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176 人）：详见附件 2。

（二）优秀规培生（30 人）：

1.2020 级规培班：龙贵隆 蔡琴 刘华兵 冉志 杨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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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逍 李发容

2.2021 级规培班：胡安印 李辉 安丽林 万德坤 金莎莎

刘芙蓉 石天芳 钟婉越 张颖 田伟 李能茂

3.2022 级规培班：成莉 田永杨 安钟 吕果 高瑜 王雨

余炫枫 刘泽波 吴林祥 邓雪菲 张裕莹 曹双强

（三）优秀实习生教学管理员（1 人）：胡兰

（四）优秀住培管理员（7 人）：徐静 梁素青 梅丽

莎 田亚静 姜鹏 田江艳 刘丽

（五）优秀质控员（5 人）：蔡慧 刘莉 夏君 邓朝

勋 解良利

（六）优秀住培带教老师（41 人）：

张羽松 杜召丽 代红 顾宗明 蒋其江 冉光友 初贵珍

杨丹 叶 兰 姚 静 任晓斌 田儒松 麻承志 刘浩 杨兴勇

邓朝勋 方艳 田亚静 牟翠容 刘莉 张太海 杨爱梅 冉龙国

任燕山 杨群 何旭 崔丽莉 田芳 桂俊 田茂林 谭玲 李叶

刘少科 汤志民 杨云平 解良利 王刚 王慧 李立 杨昌勇

罗锐

（七）优秀实习带教老师(88 人）

杨云平 郑志胜 吴忠波 陈明翠 田旭飞 赵 萍 凡勇江

潘群 冉羽 彭婷 常春 杨小武 李云云 周珍 李杨 代婷婷

杨 娅（内分泌科医师）肖 倩 雷国平 杨小慧 张曙光 田 杰

杨 攀 杨敏（眼科医师）刘泰全 赵培屹 王 琼 陈 涛 张娜

龙正苗 杨柳（男）肖 勇 徐琴 石进 杨红梅（临床营养科）

杨淋 林世雄 方承楹 李雪刚 龙荣 唐德雄 谢利芳 梁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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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君 张菊花 白淑云 张红 罗晶晶 袁翼 杨旭令 张运

彭洁银 王晴 彭翔 周小琴 朱小丽 杨晓燕 杜金仙 杨显娅

杜典霞 唐 煌 田 婷 周丽霞 肖凤梅 冉 蓉 梁 烨 何 琴

姜佳莉 邓维 田娜娜 代雨菲 石文龙 廖宇 李国凤 何国芹

任光红 田亚丽 杨嘉露 陈远芃 梁思思 周黎 罗传秀 杨飞

（急诊科护士） 邓仕琴 李晓静 龙洋 陈容 熊超玉

(八)临床医师专业优秀实习生（42 人）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专业：娄 伟 田 蕾 江兰花 邹欢欢

贵州医科大学全科专业：陈璇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田 婷

贵州医科大学法医专业：周晓雨

遵义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严旭江

遵义医科大学康复专业：任雪松

遵义医科大学药学专业：王 坤

遵义科技学院临床专业：李雪艳

遵义科技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陈兵

遵义科技学院影像专业：余丽霞

遵义科技学院药学专业：姚紫嫣

湖南医药学院临床专业：曾俊豪 袁熙 李将 蒋汉林 谢蕾

刘晓蝶

湖南医药学院检验专业：蔡潇

湖南医药学院健康管理专业：汪晓龙

黔南医专临床专业：丁云娥

铜仁职院临床专业: 邓月 魏晓菲 瓦扎么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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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职院检验专业：艾双

铜仁职院康复专业：韩英琦

山东滨海学院检验专业：刘浩远

吉林医药学院检验专业：罗湘芸

贵州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康复专业：汪美霞

贵州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健康管理专业：王意

贵州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卫生管理专业：刘丽

遵义医专临床专业:彭琪琪

遵义医专康复专业:梁婷

遵义医专影像专业:严浩 刘畔

遵义医专预防医学专业：舒 伟

毕节医专临床专业：黄莎莎

贵州神奇民族医药学院临床专业：吴乐

贵州神奇民族医药学院口腔专业：冉 雨

天津医科大学康复专业：王敬业

（九）临床护理专业优秀实习生（74 人）

贵州医科大学：江停停 秦 霖 付亚鸣 黄友霞 田凯文

任 敏

遵义医科大学：杨 萍 陈城 潘璇 张艺 吴丽娜 王琴

遵义医科大学时珍学院：田正权

铜仁学院大健康学院:边 城 简万祥 王星 袁江峰 王丹

高 茵 胡远林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陈 艳 杨春春 龙思念 吴鑫悦

刘庆庆 刘 华 朱启明 邓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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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飞玲 杨 丽 陈江燕 王 玄

冯 弦 曾寒露 蒋 露 陈少云

张梅 谢璇璇 杨婷 王世军 吴兴霞

周思婷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 刘锡宇 张露丹 彭萧雨 谢 兰

徐艳萍 唐小雨 安文旭 祝佳兴

唐成克 刘程成 米 贤 张晓庆

杨雨晓 崔恒槟 安心雨 吴 彬

贾泽银

碧江区中等职业学校：赵 攀 刘莎 杨晓菲 廖艺 田锐

黄宇夏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曾莎莎 代敏

黔南医专:杨武渊、张志霞 唐 倩

黔西南职院：任兰玲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王佳 吴兵洁

黄海学院：邹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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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先进个人)人员名单

序

号
科室

先进个人姓名

（编内）

先进个人姓名

（编外）

总人数（128）人 总人数（48）人

1 党办 朱宁 余凤云

2 院办 杨燕静 李雪梅

3 督查法规科 刘星名

4 组织科 商瑀

5 宣传科 田怡筠

6 规划财务科 冉旭 赵昌莉 万锦芳

7 人事科 朱琴 向钦华

8 科技科 任思思

9 医务部 田原

10 医患办 谭艳

11 病案管理科 熊惠文

12 工会 李静

13 护理部 杨胜琴 徐英 程凤

14 药学部 黄雪梅 张明辉

15 质量管理科 肖莉 王宇 吴沂杰

16 物价绩效管理科 李洪浪

17 总务科、 顾恒 傅堂海 任世珍

18 基建科 傅先平

19 医修科 刘特军

20 医疗设备科 彭茜

21 网络中心 董煜

22 院感科 程秀

23 医疗保险管理科 杨兰

24 保卫科 高长社

25 临床教学部 刘丽

26 2021 级规培班 郎凤琴

27 肾内科 向伟 王可君 杨兵兵 张波

28 内分泌血液科 姚伟 刘筑君

29 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代红 王盈盈 田叶

30 康复科 田茂林 张羽芳 李董萍 史仙 涂显芝

31 全科医学 胡严飞

32 肿瘤科 田镭 杨丽 徐琴 刘青菊 张江琴

33 感染科 黄彧 刘玉芹

34 重症医学科 黄霞 刘独厚 代昭幸 袁晶

35 消化内科 文海 张红

36 神经内科 万周 杨芳 张亚琴

37 心血管内科 龚福汉 胡江飞 杨永胜 任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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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老年病医学科 曹文静

39 儿一科 杨小武

40 儿二科 杨雪艳 任洋 李复印 肖竹

41 儿三科 孟晓丽 江雪 杨艳

42 新生儿科 余潮 石倩

43 儿四科 龙丽华 代建荣 杨爱梅 杨嘉露

44 小儿外科 姚娟

45 急诊科 谢广杰 唐念 刘敖 高杰 王高梅

46 脊柱外科 龙正苗 杨正梅

47 关节外科 杨江飞

48 创伤骨科 徐静 田旭珊 陈万前 张小芳 肖凤梅

49 肝胆外科 杨龙灿

50 胃肠外科 郭丽敏

51 胸心外科 朱雪峰 田味霞

52 甲乳烧伤整形外科 潘兴艳 杨柳

53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李昌武 姚芝芬

54 泌尿外科 汤志明 田华 任明勇 代露

55 神经外科 周鑫 卢建梅 李红

56 中医肛肠科 商群献 王静 李敏 王冠

57 麻醉科 杨昌勇 廖大为 黎海芳 童铸 高翔 廖宇

58 眼科 樊廷辉 冉艳芳

59 口腔颌面外科 饶永翔 冉丽 柯瑾

60 产科 刘玲 汪静 严立立 李琳 陈琴

61 妇科 邹薇 周宁 李星宜

62 介入血管科 彭德森 付涛

63 门诊部 石永瑛 田菁菁 周黎

64 检验科 唐刚学 杨良 杨晓琴

65 输血科 赵为志

66 病理科 姚宁 吴倩

67 体检中心 田雪莲 赵玮 田强

68 超声科 魏鹭妮 王海

69 电生理科 吴蓉 杨娅

70 放射科 杨昌义 姜鹏 旷光先

71 药剂科 赵秀军 刘宁蓉 江圳

72 消毒供应中心 田晓霞 杨谊 王泽美 刘双双

73 120 急救中心 吴金桃 王永芝

74 高压氧医学中心 徐州珩

75 皮肤科 谭玲

76 中医针灸科 杨小慧

77 临床营养科 毛元香 严青林

78 发热门诊 龚春红

说明：根据我院 2022 年度评先选优和年度考核方案，本表中 176 名职工 2022 年年度考

核等次为优秀，并评为 2022 年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