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第三季度重症慢性病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共632人）

一、城镇职工（ 266人）

1、癌症（242人）

蔡红艳 汪正国 汪洋 刘小玲 王先水 余红梅 洪水英

刘婕 项祖先 沈永前 周梅容 朱汇芳 杜秀丽 吴国林

吴雪梅 彭丽娜 朱杏芳 胡雅倩 刘善刚 余天琴 刘细枝

熊高晏 李汝民 胡扬 秦晓翠 宋骏 童永明 涂凡蓉

何水娥 祝爱桃 李燕娟 卢斐 纪亚平 罗耀忠 罗有成

阳力争 姚玲 吴平 王情 廖矿枝 宋崇清 叶新波

姜又金 沈林 尹维登 郭堂斌 曹小红 陈邦春 杨君华

周克权 姚贤喜 周俊学 汪加祥 李小玲 余祥先 汪炎寿

游耀珍 刘汉青 何元文 朱欢迎 尹钢钢 余飞飞 杜栋

卫阳兰 钱中年 汪桂红 刘静芳 谢正亮 朱彩霞 韩菊英

熊福安 林利兵 邵建民 余方灯 黄三姣 刘惠琴 姜爱喜

熊秀桂 汪来保 单邦和 刘瑛 陈荣珍 郑正松 陈细贵

刘涛 邱功记 王秀玲 牛霞娥 胡治莲 吴金萍 汪文端

何华平 殷湘涛 蔡绍祥 叶海建 程艳林 陈明华 宋祥

涂建芳 卢正林 汪少之 卫从阳 朱志文 陈三容 王明英

周小忠 陈洪春 孙先梅 滑金枝 李玲 黄开绪 田素清

谭珊 周红珍 李轩 张煜 马翠兰 严楼开 祝毅

郑大荣 刘惠 杨昌群 周文娟 姜哈利 何绍武 胡海燕

宋顺生 袁素珍 田家康 左力桥 罗福刚 高艳华 周顺新

杨磊 程雨桂 杨涛 陈绪清 魏建辉 张绪清 王春兰

余少东 赵细芬 王保国 邓诗平 熊霞萍 李腊梅 程湘芬

吕念念 吴方均 吴良春 熊家金 肖火明 张光英 聂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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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朝 柯艾明 吴红 解学文 李洋 龚德武 周慧萍

江海如 付治国 陶华 游支云 丁博谦 张永芳 胡海平

沈奇 伍连红 邵友珍 陈明 刘新权 陈玉红 李往来

郑浩 黄渭南 刘明艳 熊涛 王剑 王勇 杜伯川

石深琳 高宝珍 熊莲英 张晓萍 朱德春 李福贵 丁修海

万珊红 柯艳梅 夏清育 戴祥英 沈媛琼 王志杰 夏晓红

李桂兰 黄茂香 余润南 赵金梅 彭小燕 黄金环 周青山

张宁咏 王守脉 汪共山 徐金莲 邹秀连 李慧玲 张艺

余荃蓉 汪冬梅 何少华 刘楚奇 何汉生 熊秀新 王桂泉

胡寿宝 皮之红 朱丽萍 廖飞 李娟娟 吴国凤 高燕

范丝露 徐平荣 毛欢 周昌盛 周汉明 张秋莲 严谷开

吕爱玲 陈军怡 刘元友 王少华 朱福荣 周妗 肖惠玲

肖红 陈卓 陈丹琴 杨国荣

2、肾透析（19人）

左权 曾德义 高淑芬 周平安 宋志祥 何秋芬 廖七保

鲁柳珍 余志鼎 张有洲 崔俊杰 余楚东 黄才福 潘国安

姜爱英 李明松 邱新民 林敬柏 熊坤元

3、系统性红斑狼疮（5人）

王莉 李红 邵银枝 黄友萍 徐洋

二、城镇居民（32人）

1、肾透析（32人)

彭义海 鲁和霞 夏建如 赵东城 李开元 胡国保 雷桂英

邓存明 陈红兵 汪火胜 盛从姗 柯小刚 秦银才 姜胜熙

余立强 陈亮 陈临权 周秀中 苏爱华 孟宪军 周细梅

许双成 何鑫 沈新林 盛章阳 陈美凤 邵国亮 吕恒安

韩松艳 卫才树 陈金娥 王庭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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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区及社区评审通过人员（334人）

（一）鄂城区（69）

1、杜山卫生院（7人）

邵文霞 何水艮 张细姣 金祖妮 魏太平 李正国 刘冬英

2、泽林卫生院（16人）

邹子宜 程建华 杨正家 邱金如 韩子佳 徐育光 翁少喜

余章金 叶建新 王秋英 杨细先 董国民 许敏 余汉香

余端英 余绍成

3、花湖卫生院（7人）

袁华英 刘浩其 李忠文 叶金玉 潘凤姣 甘玉珍 王含家

4、长港卫生院（3人）

潘思启 陈春花 王兴发

5、碧石卫生院（9人）

卫炳炎 张美香 皮军明 杨建臣 陈仙桃 舒美珍 吴桂容

石喜支 李细梅

6、汀祖卫生院（19人）

余利平 李娟 张绪荒 张细香 刘继生 彭书财 饶望喜

王金花 刘学文 李柏泉 熊长申 方萍 刘爱珍 刘维胜

严小兰 方细娥 张丽 王久如 杨敦义

7、市三医院（8人）

李金胜 鲁桂珍 范凤香 王细香 洪金香 柯善民 周永平

王建新

（二）临空经济区（52人）

1、燕矶卫生院（10人）

陈长生 严汉国 王春娥 汪克银 乐 翩 汪秋林 张 琴

吴佳丽 张华珍 汪春连

2、新庙卫生院（15人）

程金凤 曹衍和 龙艳 谈桂亩 李忠平 江双林 余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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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知友 汪厚香 王凤兰 陈若轩 郭春花 吴高天 江明星

曹善塘

3、杨叶卫生院（12人）

邵春娥 潘凤兰 满锦胜 熊春元 叶祖平 陈海凤 孟凡红

吕春娥 曹树文 金昌贵 熊倩 张姣英

4、沙窝卫生院（15人）

彭应生 赵先取 李其中 汪春桂 张少元 李春连 龚小兰

杨启玉 李小杰 李开胜 李旭宸 方秋明 姚细梅 苏雅欣

李金枝

（三）华容区（45人）

1、华容卫生院（12人）

汤汉武 江翠兰 左秀艮 吕正江 刘汉华 廖满湘 王郝

汤运冬 汤细姐 吕国安 姜秀芬 姜大爱

2、段店卫生院（5人）

王三堂 刘凤兰 熊学珍 姜春保 万明智

3、临江卫生院（3人）

杜敦华 姜丹 周望新

4、蒲团卫生院（9人）

胡学志 汪月平 杨少琴 潘艳云 姜莹 周正章 田凤连

李从林 余爱珍

5、庙岭卫生院（7人）

周传生 汤玉敏 谢爱华 尹珍明 胡友珍 赵前勇 龙群

6、胡林卫生院（5人）

熊彩莲 吴国珍 熊正启 胡金英 鲁兴林

7、泥矶卫生院（4人）

周桂荣 朱福岚 张金连 谢振明

（四）葛店开发区（29人）

1、葛店卫生院（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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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翠兰 姚春荣 高法九 张琼 吕家顺 彭水生 罗红花

杨大惠 严华刚 傅福华 黄泳枝 叶桂杏 周功秀 袁翠娥

姜胜利 陈静 熊慧琴 陈爱枝 彭爱梅 周杏兰 徐作广

张贵章

2、大湾卫生院（7人）

廖爱莲 袁惠敏 朱淑娟 严国桥 罗春桂 张家明 严国香

（五）梁子湖区（47人）

1、东沟卫生院（9人）

谈琴 杨金金 张先兰 刘国付 余方明 袁达春 舒绪运

谢腊姣 孙淑明

2、沼山卫生院（12人）

柯善梅 余国栋 陈咏枝 柯汉国 陈金堂 张新枝 刘水保

刘爱心 张祝英 胡光明 王旭辉 柯水容

3、太和卫生院（12人）

邓庆福 柯贤芳 柯学虎 朱兴华 邓树华 邱和元 谢作周

柯昌柏 柯玉兰 范进炎 邓锡新 吴咏星

4、公友卫生院（8人）

陈世东 鲁河清 柯贤铭 柯正江 陈绪贤 徐道彬 许名有

吕作权

5、涂镇卫生院（2人）

王胜利 吕朝茂

6、梁子镇卫生院（3人）

胡细局 冯定响 毛爱连

7、梁子岛卫生院（1人）

夏开胜

（六）社区中心（92人）

胡大玉 王友春 杨裕花 赵建华 余伟 陈响林 郑兰荣

万才清 李方德 陈胜芝 吕水和 刘俊 严定开 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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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爱平 汪淑媛 严中玉 吕守珍 秦有平 高春先 张菊明

祝旗舰 黄国明 李春莲 鲁掉珍 汪光明 周翠华 倪春堂

沈祖冬 姚平安 刘袁英 陈素云 王先利 刘玉梅 肖开桃

刘桂芳 程桂林 周金 王元娇 陈绪英 黄素芬 胡茂云

徐连桂 王承朋 刘俊堂 王元贵 李小云 王艳梅 曹秀娟

陈亦琛 王丙成 张连英 卢光木 胡思勤 邵菊英 徐幼荣

胡佑明 洪少容 柯林爱 胡细兰 佘学兵 吴丰水 赵文麒

熊连芳 严春姣 童凤兰 汪红英 严姣娥 殷银花 张美桂

王金双 李文华 孟晓咏 朱丹麦 鲍运枝 胡小玲 蔡利容

洪兴花 熊细群 李建新 张成芬 许小霞 鲁双彦 严周祺

洪战华 李在珍 王义年 王洪涛 张义坤 赵敢清 欧阳烈玲

袁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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