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21 年口腔健康科普演讲交流——大区活动入选名单 

东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陈忠生 佳木斯市口腔病防治院 

倪世磊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宁兆荣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 

科普精英 张凯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胡新月 沈阳市口腔医院 

康芙嘉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于晴 沈阳市口腔医院 

仲绍奇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曹馨 大连市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陈曦 锦州市口腔医院 

于烁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杨雪婷 固尔口腔门诊部 

万然 锦州市口腔医院 

王佳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崔思佳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刘洋 哈尔滨市香坊区口腔病防治所 

张欣 沈阳市口腔医院 

李莹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科普达人 吴美达 黑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牙病防治所 

王岩 锦州市口腔医院 

杨曼 锦州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医学中心 

濮振鸾 哈尔滨市香坊区口腔病防治所 

叶强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赵惠敏 哈尔滨市呼兰区口腔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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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焦姣 银川市口腔医院 

任倩、吕晔 西安存济口腔医院 

孙宝华、白丹瑜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科普精英 侯欢、台南阳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小燕、石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花金龙 宝鸡市口腔医院 

安瑾燕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谢娜 西安医学院 

巢世娟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科普先锋 卢婧 银川市口腔医院 

张曦木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蓓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怡倩 新疆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赵婧 宝鸡市口腔医院 

左彤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支韦程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陈娟娟 新疆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王玉佳 宝鸡市口腔医院 

科普达人 刘颖蓉 银川市口腔医院 

解楠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塞比努尔·吐尔孙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孙燕文 宝鸡市口腔医院 

刘昱晨 空军军医大学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从兆霞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鲁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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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石慧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桂海军、姜腾飞、

翁盛萍、王旭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刘琳琳、赵悦含、

陈心心 
青岛市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鞠雅琼 上海市闵行区牙病防治所 

颜文城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李丽丽、陈晓波 合肥市口腔医院 

梁悦悦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潘婷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俞媛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科普先锋 

高素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悦 上海市黄浦区牙病防治所 

王沪宁 上海市口腔医院 

蔡晨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葛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王琳琳 上海市嘉定区牙病防治所 

隋晓宁 烟台市口腔医院 

吴嘉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王聃 烟台市口腔医院 

科普达人 

李荣晖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预防科 

沈东鹤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晓雪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里媛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黄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关洁敏 上海市虹口区牙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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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刘瑜、王丽娟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汤薇薇、王雁、汤

薇薇、熊思忆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陈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吴菲菲、郭智、林

洁、罗雲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王志娅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袁红梅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孙雨桐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李宜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瞿喜柯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唐世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冉飞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胡耀燕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张裔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婷入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陈代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张志强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张玉垚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张丽菊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陈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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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崔垚、郭佳宁 运城市口腔医院 

白爽 天津市口腔医院 

樊巧丽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程珏 北京交通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梁宏雁、常秋芳、

赵越、姚雅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杨子靓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刘卓卿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白莹莹 运城市口腔医院 

刘曼 山西省运城市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程宇钊 山西省人民医院 

贺丽琼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齐芳芳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姚雅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周梦寅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 

张玉玮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赵宁睿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韩宁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胡楠珍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付雅薇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朱慧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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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大区 

类别 姓名 单位 

科普之星 彭波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张子钰、李一平、

李梦茹、张跃杰 

开封市口腔医院 

艾钰琳 孝感口腔医院 

科普精英 李晓娟、何泽君、

吴喜玲、朱雅倩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杨宏业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欧阳沁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徐燕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刘晏辰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赵楠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 

科普先锋 郝蕊 郑州市口腔医院 

康婷婷 郑州市口腔医院 

陈芳屏 长沙市口腔医院 

李武 郑州市口腔医院 

张玲阁 郑州市口腔医院 

程朝杰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 

冯伟琦 长沙牙大夫 

刘倩倩 武汉存济口腔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