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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医药会科〔2020〕90 号 
 

关于通报表扬抗疫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各分会、各理事单位： 

     

2020 年，我国突发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举国上下进行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各分会、理事单位和广大会员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坚决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全力抗击疫情：挺身而出，主动请缨，

逆行武汉，援鄂救援；投身当地定点医院，奋力救治病人；履职尽

责，勇挑重担，坚守防控疫情一线；组织专家制定抗疫方案，建言

献策，研制方药；胸怀责任，运用现代科技，开展远程抗疫诊疗咨

询、心理援助；奉献爱心，捐款捐物，筹集捐助大量抗疫急需物资，

体现了各民族医药人勇于担当、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操，涌现出大量

可歌可泣、令人感动的事迹。为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发挥典型事迹的示

范作用，根据民政部有关文件精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决定通报表

扬在抗疫中表现突出、作出优异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经自愿申报、



分会推荐、学会评审，决定予以通报表扬的集体 17 个；个人 199

名。名单见附件。 

 

附件：通报表扬抗疫集体和个人名单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2020年 12 月 23 日 

 

 

 

 

 

 

 

 

 

 

 

 

 

 

 

 

 



附件 

通报表扬集体和个人名单 

 

集体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分会）名称 

1 对外合作与交流分会 

2 护理分会 

3 蒙医药分会 

4 壮医药分会 

5 传染病分会 

6 心身医学分会 

7 治未病分会 

8 北京瑶医医院 

9 广誉远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西医结合抑郁症防治研究团队 

12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13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14 河南中医药大学呼吸团队 

15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6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于林 广东省广州市惠爱医院 

2 才多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3 万金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4 马战平   陕西省中医医院 

5 马维辉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6 王玉海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7 王亚娟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8 王至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 王志飞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10 王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1 王明航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 王岩 辽宁省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13 王春娥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14 王宪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5 王晓红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6 王健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7 扎西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8 扎桑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9 仁增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20 乌兰图雅 内蒙古阿拉善盟蒙医医院 

21 乌兰图雅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22 孔令雷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23 巴图德力根 内蒙古民族大学 

24 巴桑伦珠 西藏山南市藏医院 

25 布仁巴图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26 旦松扎巴 西藏那曲索县藏医院 

27 田柏贵 湖南省龙山县水电骨伤科医院 

28 史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29 史野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0 央宗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31 白玛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32 白玛罗布 西藏藏医药大学 

33 白建疆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医史文化分会 

34 白黎明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蒙医药分会 

35 包根兄 内蒙古兴安盟蒙医医院 



36 邝秀英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7 冯毅 西藏亿峰藏药浴连锁有限公司 

38 尼玛 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管理局 

39 尼玛次仁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40 边巴曲珍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41 朴香兰 吉林省延边朝医医院 

42 朴粉淑 吉林省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 

43 达瓦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44 吕沛宛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 伍大华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46 伏瑞峰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47 任松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 

48 向大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医院 

49 多吉仁青 西藏藏医药大学 

50 刘三都 贵州省黔南州人民医院 

51 刘兰英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52 刘芝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53 刘胜勇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 

54 齐根全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55 次仁德吉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56 闫少校 北京回龙观医院 

57 米玛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58 江宇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59 孙阁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0 孙爽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1 杜义斌 云南省中医院 

62 李丁蕾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63 李凤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64 李丕宝   山东省立三院 

65 李红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66 李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67 李建生   河南中医药大学 

68 李建军 广东中医药师承教育研究中心 

69  李肇星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70 李妲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 李素云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2 李晓东 湖北省中医院 



73 李彬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4  杨军    甘肃扶正药业集团 

75 杨宏志 广东中医药师承教育研究中心 

76 杨凯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77 杨宗国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78 杨建宇  中华中医药学会光明中医杂志 

79 杨海燕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0 丽丽 内蒙古包头市蒙医中医医院 

81 肖芙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82 吴思科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83 秀布松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84 何明丰   广东省佛山市市中医院 

85 谷野 辽宁省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86 冷向阳  长春中医药大学 

87 辛宝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8 汪东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中医院 

89 汪晓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90 汪鋆植 三峡大学 

91 宋成涛 山东省威海市胸科医院 

92 宋虎杰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93 张飞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94 张元忠 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95 张双林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96 张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97 张传涛 成都中医药大学 

98 张安东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99 张志敏 广东中医药师承教育研究中心 

100 张宏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01 张国梁 安徽省中医院 

102 张金平 四川省巴中市中医院 

103 张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104 张诗军 广东中医药师承教育研究中心 

105 张贺峰 吉林省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06 张海燕 北京市成人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07 张雪荣 湖北省中医院 

108 张磊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医史文化分会 

109 陆云飞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10 阿衣古丽·买买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 

111 陈亦洋 吉林省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12 陈丽华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13 陈沙娜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14 陈明明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115 陈婧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6 邰永丽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院 

117 纳贡毕力格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18 苑洁汝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119 范伏元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0 林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清市医院 

121 林琴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122 林琳 广东省中医院 

123 旺久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24 罗布次仁 西藏山南市藏医院 

125 罗威 吉林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26 金林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27 金桃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28 金朝晖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9 周洵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30 周晓沛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131 郑蓉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 

132 宝塔娜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33 宗吉 青海省藏医医院   

134 弥义 内蒙古乌海市蒙中医医院 

135 孟宪卿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36 春领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37 项颗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138 赵为民  吉林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39 赵四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0 赵兰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41 赵军飞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142 赵荣宪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143 赵桂花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 

144 郝浩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5 胡贵珍   山西省忻州市中医医院 

146 胡格吉力图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47 侯启年 湖南省张家界中医院 

148 洪仲思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感染病防治中心 

149 宫宝泉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50 姚璠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51 娜日娜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52 秦林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中医院 

153 袁大伟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154 热斯古丽.热合木 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   

155 格桑巴珠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56 格桑平措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57 索朗加布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58 索朗欧珠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59 原丽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0 特木其乐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61 倪荣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 

162 徐茜 吉林省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163 徐贻聪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164 高陆地 重庆市黔江区中医院 

165 高娃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蒙医院 

166 郭崇立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167 朗嘉 西藏日喀则藏医院 

168 黄东晖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169 黄凯锋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 

170 黄树青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71 黄桂芳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分会 

172 黄涛   吉林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73 萨日娜 内蒙古乌海市蒙医中医医院   

174 萨如拉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75 萨其胡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76 崔美玉  吉林省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 

177 梁国玲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8 扈晓宇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79 逯俭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80 隋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181 隆海莲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82 琼达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183 斯琴巴特尔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84 斯楞格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185 韩白乙拉 内蒙古通辽市传染病医院 

186 韩桂秋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医医院 

187 韩爱忠 广东中医药师承教育研究中心 

188 朝乐门图雅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       

189 覃迅云 北京瑶医医院 

190 程洪顺 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 

191 童佳兵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2 谢洋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3 鄢琛尹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194 满达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195 谭晓文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196 黎元元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197 德吉 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管理局 

198 德格吉日呼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 

199 霍現宾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