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爱清尘2022年5月医疗救治审批通过名单

序号 省份 区县 患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信息 审批通过时间 志愿者/团队

1 江西 赣县 肖*斤 男 3621211962******33 2022/5/5 卢小凤

2 江西 崇义 李*雄 男 3621261957******11 2022/5/5 卢小凤

3 江西 崇义 肖*来 男 3621261961******19 2022/5/5 卢小凤

4 江西 会昌 肖*昌 男 3621351962******36 2022/5/5 卢小凤

5 湖南 赫山 李*民 男 4323211952******7X 2022/5/5 益阳四院

6 湖南 赫山 罗*吾 男 4323211958******77 2022/5/5 益阳四院

7 湖南 安化 严*臣 男 4323261970******15 2022/5/5 益阳四院

8 河南 栾川 崔* 男 4103241968******52 2022/5/5 史秋丽

9 贵州 红花岗 袁*友 男 5221211963******5X 2022/5/5 陈应刚

10 甘肃 靖远 张*常 男 6294211947******19 2022/5/6 路进

11 湖南 桂东 扶*沅 男 4310271956******1X 2022/5/6 李海燕

12 湖南 汝城 宋*康 男 4328281975******3X 2022/5/6 李海燕

13 重庆 涪陵 张*生 男 5123011958******3X 2022/5/7 任明奎

14 重庆 城口 孟*明 男 5122291967******16 2022/5/7 杨家琼

15 云南 大关 吴*彬 男 5321251978******10 2022/5/7 雷宣邦

16 云南 大关 唐*信 男 5321251974******5X 2022/5/7 雷宣邦

17 甘肃 靖远 万*哲 男 6204211973******10 2022/5/7 路进

18 甘肃 永昌 黄*荣 男 6203211953******16 2022/5/7 曹梦演

19 湖南 安化 吴*怀 男 4323261966******32 2022/5/7 袁新强

20 湖南 新化 李*章 男 4325241965******31 2022/5/7 欧阳乐颜

21 湖南 新化 李*才 男 4325241957******13 2022/5/7 欧阳乐颜

22 云南 文兴 陈*书 男 5303811984******1X 2022/5/7 雷宣邦

23 河南 栾川 李*元 男 4103241964******11 2022/5/10 史秋丽

24 河南 栾川 段* 超 男 4103241970******14 2022/5/10 史秋丽

25 河南 栾川 朱*钎 男 4103241967******11 2022/5/10 史秋丽

26 江西 上栗 陈*南 男 3603111965******17 2022/5/10 萍乡工作站

27 江西 湘东 罗*林 男 3603130960******31 2022/5/10 萍乡工作站

28 江西 芦溪 谢*林 男 3603121968******57 2022/5/10 萍乡工作站

29 江西 上栗 易*金 男 3603111953******31 2022/5/10 萍乡工作站

30 江西 上栗 李*启 男 3603111957******15 2022/5/10 萍乡工作站

31 江西 上栗 李*华 男 3603111953******34 2022/5/10 萍乡工作站

32 湖南 永兴 李*元 男 4328231958******16 2022/5/10 李海燕

33 湖南 汝城 徐*珠 男 4310261962******17 2022/5/10 李海燕

34 湖南 汝城 徐*贱 男 4328281966******32 2022/5/10 李海燕



35 湖南 桂东 何*华 男 4328291961******16 2022/5/10 李海燕

36 湖南 桂东 扶*雄 男 4328291964******36 2022/5/10 李海燕

37 湖南 永兴 张*芹 男 4328231953******35 2022/5/10 李海燕

38 湖南 桂东 方*祥 男 4328291969******15 2022/5/10 李海燕

39 湖南 永兴 黄*平 男 4328231969******13 2022/5/10 李海燕

40 重庆 城口 邓*明 男 5112281983******15 2022/5/7 任明奎

41 重庆 城口 白*善 男 5122291968******19 2022/5/7 任明奎

42 重庆 城口 刘*权 男 5122291968******13 2022/5/6 任明奎

43 重庆 城口 王*强 男 5112281975******10 2022/5/6 任明奎

44 云南 昭通 薛*金 男 5321011965******57 2022/5/11 雷宣邦

45 湖南 资兴 何*雄 男 4328021974******91 2022/5/11 李海燕

46 湖南 桂东 钟*新 男 4328291957******19 2022/5/11 李海燕

47 湖南 桂东 吴*全 男 4328291966******18 2022/5/11 李海燕

48 湖南 桂东 李*平 男 4328291965******17 2022/5/11 李海燕

49 湖南 永兴 马*国 男 4328231957******51 2022/5/11 李海燕

50 湖南 永兴 曹*安 男 4328231955******13 2022/5/11 李海燕

51 湖南 宜章 黄*金 男 4328241964******39 2022/5/11 李海燕

52 湖南 宜章 黄*国 男 4328241966******1x 2022/5/11 李海燕

53 湖南 宜章 黄*党 男 4328241958******18 2022/5/11 李海燕

54 湖南 宜章 邓*康 男 4328241954******71 2022/5/11 李海燕

55 湖南 桂东 朱*池 男 4328291965******14 2022/5/11 李海燕

56 湖南 桂东 李*龙 男 4328291962******31 2022/5/11 李海燕

57 湖南 永兴 刘*进 男 4328231966******74 2022/5/11 李海燕

58 湖南 永兴 刘*红 男 4328231966******17 2022/5/11 李海燕

59 湖南 永兴 刘*平 男 4328231957******16 2022/5/11 李海燕

60 湖南 宜章 李*发 男 4328241963******78 2022/5/11 李海燕

61 重庆 城口 谭*国 男 5112281976******14 2022/5/12 杨家琼

62 甘肃 靖远 韦*祖 男 6204211958******19 2022/5/12 路进

63 甘肃 靖远 武*兴 男 6204211962******38 2022/5/12 路进

64 甘肃 靖远 张*南 男 6204211965******38 2022/5/12 路进

65 湖南 汝城 陈*州 男 4328281965******37 2022/5/12 李海燕

66 湖南 汝城 钟*贱 男 4328281966******19 2022/5/12 李海燕

67 湖南 汝城 钟*意 男 4310261976******19 2022/5/12 李海燕

68 湖南 汝城 郭*贱 男 4328281951******1X 2022/5/12 李海燕

69 湖南 汝城 李*贱 男 4328281967******13 2022/5/12 李海燕

70 湖南 汝城 李*明 男 4328281972******34 2022/5/12 李海燕



71 湖南 汝城 李*贱 男 4328281966******10 2022/5/12 李海燕

72 湖南 桂东 李*波 男 4328291968******59 2022/5/12 李海燕

73 湖北 郧西 冷*祥 男 4226231959******14 2022/5/12 胡家学

74 湖北 郧西 刘*文 男 4226231964******1X 2022/5/12 胡家学

75 湖北 郧西 孟*江 男 4226231966******18 2022/5/12 胡家学

76 湖北 郧西 秦*群 男 4203221977******54 2022/5/12 胡家学

77 湖北 郧西 庹*六 男 4226231967******34 2022/5/12 胡家学

78 江西 上栗 蔡*生 男 3603111953******36 2022/5/12 萍乡工作站

79 江西 上栗 陈*萍 男 3603111962******37 2022/5/12 萍乡工作站

80 江西 上栗 陈*标 男 3603111965******36 2022/5/12 萍乡工作站

81 江西 湘东 陈*年 男 3603131967******33 2022/5/12 萍乡工作站

82 江西 湘东 汪*发 男 3603131958******32 2022/5/12 萍乡工作站

83 湖南 涟源 吴*强 男 4325031968******34 2022/5/12 邱韶丽

84 湖南 涟源 吴*堂 男 4325031951******39 2022/5/12 邱韶丽

85 湖南 涟源 吴*和 男 4325031961******46 2022/5/12 邱韶丽

86 湖南 涟源 吴*堂 男 4325031963******57 2022/5/12 邱韶丽

87 重庆 忠县 周*蓉 女 5122231966******02 2022/5/11 任明奎

88 重庆 涪陵 鞠*亮 男 5123011968******14 2022/5/10 任明奎

89 重庆 开州 曾*礼 男 5122221950******70 2022/5/10 任明奎

90 重庆 开州 孟*祥 男 5122221965******53 2022/5/10 任明奎

91 重庆 开州 田*海 男 5122221956******59 2022/5/10 任明奎

92 重庆 开州 向*先 男 5122221957******37 2022/5/10 任明奎

93 重庆 涪陵 何*胜 男 5123011966******55 2022/5/10 任明奎

94 重庆 涪陵 王* 男 5123011972******50 2022/5/10 任明奎

95 重庆 开州 郑*富 男 5122221964******70 2022/5/10 任明奎

96 重庆 涪陵 徐*禄 男 5123011965******13 2022/5/10 任明奎

97 重庆 开州 费*华 男 5122221954******77 2022/5/10 任明奎

98 重庆 城口 赵*凯 男 5122291966******17 2022/5/16 杨家琼

99 重庆 城口 肖*付 男 5122291964******13 2022/5/16 杨家琼

100 重庆 城口 王*付 男 5112281979******14 2022/5/16 杨家琼

101 重庆 城口 陈*安 男 5002291986******5X 2022/5/16 杨家琼

102 江西 上栗 刘*云 男 3603111959******10 2022/5/17 萍乡工作站

103 江西 上栗 易*萍 男 3603111963******56 2022/5/17 萍乡工作站

104 江西 上栗 许*余 男 3603111962******55 2022/5/17 萍乡工作站

105 江西 湘东 胡*明 男 3603131968******18 2022/5/17 萍乡工作站

106 江西 莲花 陈*元 男 3603211962******19 2022/5/17 萍乡工作站



107 湖南 安化 谌*兴 男 4323261964******96 2022/5/18 益阳四院

108 湖南 安化 邓*军 男 4323261962******39 2022/5/18 益阳四院

109 湖南 安化 贺*光 男 4323261956******31 2022/5/18 益阳四院

110 湖南 安化 黄*开 男 4323261964******96 2022/5/18 益阳四院

111 湖南 安化 黄*化 男 4323261953******73 2022/5/18 益阳四院

112 湖南 安化 黄*高 男 4323261963******7x 2022/5/18 益阳四院

113 湖南 安化 黄*中 男 4323261956******77 2022/5/18 益阳四院

114 湖南 安化 黄*盛 男 4323261955******71 2022/5/18 益阳四院

115 湖南 安化 黄*清 男 4323261954******74 2022/5/18 益阳四院

116 湖南 安化 黄*固 男 4323261963******74 2022/5/18 益阳四院

117 湖南 安化 刘*春 男 4323261959******75 2022/5/18 益阳四院

118 湖南 安化 刘*保 男 4323261960******7X 2022/5/18 益阳四院

119 湖南 安化 申*春 男 4323261957******73 2022/5/18 益阳四院

120 湖南 安化 夏*和 男 4323211971******79 2022/5/18 益阳四院

121 湖南 安化 杨*安 男 4323261954******3X 2022/5/18 益阳四院

122 湖南 安化 袁*坤 男 4323261955******34 2022/5/18 益阳四院

123 湖南 赫山 张*民 男 4323211960******74 2022/5/18 益阳四院

124 湖南 永兴 曹*樟 男 4328231969******1X 2022/5/18 李海燕

125 湖南 汝城 邓*兆 男 4328281953******18 2022/5/18 李海燕

126 湖南 永兴 侯*文 男 4328231966******18 2022/5/18 李海燕

127 湖南 桂东 张*君 男 4328291962******10 2022/5/18 李海燕

128 甘肃 靖远 王*全 男 6204211978******15 2022/5/18 路进

129 河南 栾川 刘*让 男 4103241962******10 2022/5/18 史秋丽

130 河南 栾川 张*军 男 4103241973******12 2022/5/18 史秋丽

131 河南 栾川 赵*龙 男 4103241965******70 2022/5/18 史秋丽

132 河南 栾川 赵*兴 男 4103241956******14 2022/5/18 史秋丽

133 云南 宣威 欧*强 男 5322241961******10 2022/5/18 雷宣邦

134 江西 上栗 陈*炎 男 3603111963******11 2022/5/18 萍乡工作站

135 河南 栾川 张*子 男 4103241954******31 2022/5/18 史秋丽

136 湖南 安化 吴*龙 男 4323261958******33 2022/5/19 袁新强

137 湖南 安化 廖*堂 男 4323261954******37 2022/5/19 袁新强

138 湖南 安化 廖*平 男 4323261958******52 2022/5/19 袁新强

139 湖南 安化 廖*珍 女 4323261959******43 2022/5/19 袁新强

140 湖南 安化 戴*祥 男 4323261959******74 2022/5/19 袁新强

141 湖南 涟源 易*阶 男 4325031958******18 2022/5/19 邱韶丽

142 江西 高安 苏*粮 男 3622221957******19 2022/5/20 陈小丹



143 江西 莲花 江*立 男 3624311962******37 2022/5/22 萍乡工作站

144 湖南 桂东 陈*馥 男 4328291957******16 2022/5/22 李海燕

145 甘肃 岷县 曹*保 男 6224291958******39 2022/5/22 甘肃三院

146 甘肃 岷县 褚*林 男 6224291968******16 2022/5/22 甘肃三院

147 甘肃 岷县 冯* 男 6211261958******15 2022/5/22 甘肃三院

148 甘肃 岷县 韩*龙 男 6224291963******38 2022/5/22 甘肃三院

149 甘肃 岷县 刘*强 男 6224291970******30 2022/5/22 甘肃三院

150 甘肃 岷县 沈*录 男 6224291971******18 2022/5/22 甘肃三院

151 甘肃 岷县 沈*忠 男 6224291961******14 2022/5/22 甘肃三院

152 甘肃 岷县 沈*环 男 6224291971******1X 2022/5/22 甘肃三院

153 甘肃 岷县 沈*世 男 6224291972******10 2022/5/22 甘肃三院

154 甘肃 岷县 沈* 男 6224291957******11 2022/5/22 甘肃三院

155 甘肃 岷县 沈*中 男 6224291966******32 2022/5/22 甘肃三院

156 甘肃 岷县 沈*十七 男 6224291962******11 2022/5/22 甘肃三院

157 甘肃 岷县 沈*珍 男 6224291968******31 2022/5/22 甘肃三院

158 甘肃 岷县 吴*青 男 6224291980******1X 2022/5/22 甘肃三院

159 甘肃 岷县 张*科 男 6224291969******17 2022/5/22 甘肃三院

160 甘肃 岷县 张*家海 男 6224291957******10 2022/5/22 甘肃三院

161 甘肃 岷县 张*科 男 6224291970******37 2022/5/22 甘肃三院

162 甘肃 岷县 赵*科 男 6224291965******19 2022/5/22 甘肃三院

163 甘肃 岷县 赵*四 男 6224291969******16 2022/5/22 甘肃三院

164 甘肃 岷县 朱*江 男 6224291964******10 2022/5/22 甘肃三院

165 甘肃 岷县 朱*中 男 6224291973******78 2022/5/22 甘肃三院

166 甘肃 岷县 朱*海 男 6224291968******58 2022/5/22 甘肃三院

167 甘肃 岷县 朱*华 男 6224291965******50 2022/5/22 甘肃三院

168 甘肃 岷县 朱*礼 男 6224291958******11 2022/5/22 甘肃三院

169 甘肃 岷县 朱*海 男 6224291964******14 2022/5/22 甘肃三院

170 湖南 涟源 邱*会 男 4325031962******78 2022/5/24 欧阳乐颜

171 湖南 涟源 肖*安 男 4325031951******75 2022/5/24 欧阳乐颜

172 湖南 涟源 李*才 男 4325241955******17 2022/5/24 欧阳乐颜

173 甘肃 靖远 杨*江 男 6204211967******3X 2022/5/24 路进

174 甘肃 靖远 张*彦 男 6204211963******39 2022/5/24 路进

175 甘肃 靖远 白*发 男 6204211961******37 2022/5/24 路进

176 甘肃 靖远 武*前 男 6204211970******16 2022/5/24 路进

177 湖南 安化 刘*阶 男 4323261958******78 2022/5/24 袁新强

178 湖南 安化 罗*兵 男 4323261958******76 2022/5/24 袁新强



179 湖南 安化 罗*庄 男 4323261968******78 2022/5/24 袁新强

180 湖南 安化 黄*良 男 4323261968******77 2022/5/24 袁新强

181 江西 上栗 李*发 男 3603111969******10 2022/5/25 萍乡工作站

182 江西 上栗 刘*寿 男 3603111957******54 2022/5/25 萍乡工作站

183 江西 芦溪 王*彬 男 3603121950******10 2022/5/25 萍乡工作站

184 江西 芦溪 傅*平 男 3603121964******15 2022/5/25 萍乡工作站

185 江西 上栗 刘*林 男 3603111961******18 2022/5/25 萍乡工作站

186 甘肃 靖远 尚*武 男 6204211970******34 2022/5/25 路进

187 湖南 永兴 李*苟 男 4328231955******7X 2022/5/26 李海燕

188 云南 易门 李*明 男 5323311950******14 2022/5/27 雷宣邦

189 云南 会泽 张*全 男 5322331980******33 2022/5/27 雷宣邦

190 湖南 涟源 吴*宜 男 4325031966******38 2022/5/27 邱韶丽

191 湖南 涟源 肖*元 男 4325031948******70 2022/5/27 邱韶丽

192 云南 宣威 陶*方 男 5322241978******43 2022/5/27 雷宣邦

193 云南 镇雄 周*钧 男 5321281952******16 2022/5/27 雷宣邦

194 云南 兰坪 雀*度 男 5333251975******51 2022/5/27 雷宣邦

195 重庆 城口 胡*坤 男 5122291957******11 2022/5/27 杨家琼

196 重庆 丰都 杨*棋 男 5123241967******16 2022/5/27 任明奎

197 江西 莲花 余*桂 男 3624311958******18 2022/5/27 萍乡工作站

198 河南 栾川 朱*性 男 4103241954******14 2022/5/27 史秋丽

199 湖南 安化 刘*梅 男 4323261957******11 2022/5/27 袁新强

200 湖南 安化 文*军 男 4323261970******70 2022/5/27 益阳四院

201 湖南 赫山 张*兵 男 4323211969******17 2022/5/27 益阳四院

202 湖南 桃江 刘*良 男 4323251969******18 2022/5/27 益阳四院

203 湖南 安化 刘*兵 男 4323261964******35 2022/5/27 益阳四院

204 湖南 安化 田*来 男 4323261958******70 2022/5/27 益阳四院

205 湖南 安化 张*书 男 4323211965******95 2022/5/27 益阳四院

206 湖南 安化 周*超 男 4323261962******15 2022/5/27 益阳四院

207 湖南 安化 周*平 男 4323261964******1X 2022/5/27 益阳四院

208 湖南 赫山 李*辉 男 4323211965******38 2022/5/27 陈伟

209 内蒙古 宁城 王*军 男 1504291968******56 2022/5/30 秦哲

210 内蒙古 宁城 牛*瑞 男 1504291956******1X 2022/5/30 秦哲

211 内蒙古 宁城 赵*玉 男 1504291973******10 2022/5/30 秦哲

212 内蒙古 宁城 齐*祥 男 1504291966******35 2022/5/30 秦哲

213 内蒙古 宁城 齐*杰 男 1504291967******18 2022/5/30 秦哲

214 内蒙古 宁城 巩*合 男 1504291962******18 2022/5/30 秦哲



215 内蒙古 宁城 郭*军 男 1504291967******12 2022/5/30 秦哲

216 陕西 岚皋 蒙*仁 男 6124261980******33 2022/5/31 余雪梅

217 重庆 城口 季*和 男 5122291970******77 2022/5/30 任明奎

218 重庆 忠县 王*平 男 5122231956******70 2022/5/30 任明奎

219 重庆 酉阳 龙*槐 男 5135241973******76 2022/5/19 任明奎

220 陕西 山阳 肖*朝 男 6125251956******12 2022/5/16 陈保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