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科室 工作单位 编号

1 肖瑶 女 肿瘤科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3620170501001

2 袁伟中 男 肿瘤科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3620170501002

3 黄明珠 女 肿瘤科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3620170501003

4 熊杨帆 男 肿瘤科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3620170501004

5 丁林虎 男 肿瘤科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3620170501005

6 姚靖 女 肿瘤科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3620170501006

7 徐荣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07

8 孟翠琴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08

9 梅海涛 男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09

10 胡才珍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10

11 刘蓉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11

12 江美英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12

13 丁小峰 男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13

14 陈艳萍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14

15 邹琳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70501015

16 丁生苟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16

17 邓春涟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17

18 段  辉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18

19 周继民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19

20 汪 萍 女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0

21 胡筱玉 女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1

22 洪  潮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2

23 胡海芹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3

24 黄 龙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4

25 孙雅洁 女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5

26 凌征培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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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朱劲钢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7

28 胡  超 女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8

29 方恩悯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29

30 徐建锋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0

31 张怀文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1

32 万思明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2

33 徐小虎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3

34 罗  泳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4

35 张  琨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5

36 李哲力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6

37 许龙飞 男 放疗技术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7

38 周艳芳 女 妇瘤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8

39 杨运胜 男 妇瘤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39

40 康恭礼 男 放四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0

41 陈志军 男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1

42 周爱清 男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2

43 刘 洁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3

44 王文俊 男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4

45 粟  宇 男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5

46 许 波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6

47 徐璐 女 核医学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 3620170501047

48 谭丽玲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48

49 汪健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49

50 吴建国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0

51 陈新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1

52 李琴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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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贾龙梅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3

54 罗晓东 男 肿瘤放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4

55 邹炳 男 肿瘤放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5

56 左风兰 女 肿瘤放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6

57 赵学会 男 肿瘤放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7

58 陈红兵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8

59 吴敏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70501059

60 余静容 男 肿瘤科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0

61 刘青茂 男 肿瘤科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1

62 周荣伟 男 肿瘤科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2

63 龚曼利 女 放疗室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3

64 张青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4

65 关晏星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5

66 熊立跃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6

67 楼捷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7

68 张庆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8

69 高小勇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69

70 阳正亚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0

71 欧阳军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1

72 刘少正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2

73 陈庆杰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3

74 许飞 男 呼吸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4

75 陈国华 男 呼吸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5

76 谢世光 男 呼吸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6

77 游震宇 男 肿瘤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7

78 余锋 男 肿瘤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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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张战民 男 肿瘤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20170501079

80 段红华 女 核医学 南昌大学医院 3620170501080

81 周金水 男 核医学 南昌大学医院 3620170501081

82 刘纬星 男 核医学 南昌大学医院 3620170501082

83 李外苟 男 核医学 南昌大学医院 3620170501083

84 饶胜芳 女 核医学 南昌大学医院 3620170501084

85 付爱华 女 核医学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85

86 董志飞 男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86

87 朱群安 男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87

88 敖翔 男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88

89 徐兢 女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89

90 李玉 女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90

91 古金耀 男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91

92 易程希 男 放疗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92

93 徐  红 女 核医学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93

94 贺霄羽 女 核医学科 南昌三三四医院 3620170501094

95 余永波 男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095

96 万昊昕 男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096

97 王斌 男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097

98 裴玉梅 女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098

99 熊莉 女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099

100 李婷 女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0

101 曾凯凯 男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1

102 吴绍洋 女 核医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2

103 习海燕 女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3

104 邵辉柏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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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叶欣华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5

106 甘卫武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6

107 陈先德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7

108 黄文琦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8

109 余薇薇 女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09

110 刘少龙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10

111 刘庆 男 肿瘤内科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11

112 丁景弦 男 放疗 南昌市第三医院 3620170501112

113 陶绪长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市第一医院 3620170501113

114 徐朝晖 男 核医学科 南昌市第一医院 3620170501114

115 鄢文静 女 核医学科 南昌市第一医院 3620170501115

116 马熙天 男 肿瘤科 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3620170501116

117 赖晓红 女 肿瘤科 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3620170501117

118 李玲 女 肿瘤科 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3620170501118

119 陈明伟 男 放疗室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19

120 张红宇 女 放疗室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0

121 黄华堂 男 放疗室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1

122 辛焕中 男 放疗室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2

123 胡依冰 女 放疗室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3

124 刘鲁根 男 放疗室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4

125 欧阳良 女 核医学科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5

126 文晓琴 女 核医学科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6

127 李鹏 男 核医学科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7

128 杨凭飞 男 核医学科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8

129 黎心四 男 核医学科 萍乡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29

130 周建华 男 放疗科 上海市东方医院吉安医院 36201705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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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高景美 女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1

132 陈建忠 男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2

133 李政欢 男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3

134 董阳飞 男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4

135 廖云 男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5

136 张谭骏雄 男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6

137 许大俊 男 放疗中心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7

138 叶义 男 核医学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8

139 苏青青 男 核医学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39

140 林国刚 男 核医学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0

141 朱立文 男 核医学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1

142 冯少仁 男 核医学科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2

143 刘志强 男 核医学科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3

144 杨灵 女 放疗中心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4

145 袁传平 男 放疗中心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5

146 张国宏 男
美容科(核医

学)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6

147 胡娜 女 核医学科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7

148 李小娇 女 核医学科 新余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48

149 杨生洪 男 放射科 宜春新建医院 3620170501149

150 范敬晓 男 放射科 宜春新建医院 3620170501150

151 黄娜 女 放射科 宜春新建医院 3620170501151

152 陈怡皆 男 核医学 中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医院 3620170501152

153 谢重华 男 同位素室 赣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3620170501153

154 黄州 男 肿瘤放疗 赣州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54

155 廖兴康 男 肿瘤放疗 赣州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55

156 曾爱群 女 肿瘤放疗 赣州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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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黄凌燕 女 肿瘤放疗 赣州市人民医院 3620170501157

158 郭  玮 男 核医学科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3620170501158

159 李彩花 女 放疗科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3620170501159

160 刘景杰 男 放疗科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0

161 付  禄 男 放疗科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1

162 付和平 男 核医学 景德镇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2

163 李赣民 男 直线加速器 景德镇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3

164 蔡尧彬 男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4

165 琚李华 男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5

166 陈凯敏 男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6

167 张鲁正 男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7

168 陈星智 男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8

169 孔浩 男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69

170 饶静 女 放疗技术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0

171 潘丽娟 女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1

172 张铠铭 男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2

173 汪雪菲 女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3

174 郑红宾 男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4

175 叶宁 男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5

176 齐志兵 男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6

177 程征 男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7

178 徐慧娟 女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8

179 童金凤 女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79

180 刘均芸 女 核医学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0

181 万严 男
核医学科
(PE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1

182 袁永珍 女
核医学科
(PE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2



序号 姓名 性别 科室 工作单位 编号

江西省2017年5月第一期各医疗卫生单位放射防护培训合格人员名单及编号

183 刘俊麟 男
核医学科
(PE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3

184 汤林妲 女
核医学科
(PE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4

185 宋平 男
核医学科
(PE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5

186 万传柳 男
核医学科
(PE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6

187 叶威 男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7

188 万肖锋 男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8

189 陈敏杰 男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89

190 罗云 男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90

191 戴文祥 男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91

192 张佩 女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92

193 彭金娣 女 肿瘤放疗室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93

194 徐世祯 男 PET CT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94

195 曾锦澜 女 放疗室 丰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3620170501195

196 何明生 男 核医学 赣州东门医院 3620170501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