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湖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中建三局‘争先筑梦·青年成长
’基金”拟资助大学生名单公示                                                                                                                                                                                                                                    

序号 市州 受助学生姓名 性别 录取院校 资助金额（元） 备注

1 长沙市 向雨婷 女 湖南医药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2 朝阳市 王悦程 女 沈阳医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3 武汉市 周娅菲 女 华中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 武汉市 何振霆 男 武汉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 芜湖市 张锦坡 男 北京交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6 巴中市 谢微 女 四川轻化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7 开州区 张小满 女 重庆师范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8 桂林市 蒋丽娜 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 桂林市 蒋岐玉 女 北部湾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0 抚顺市 徐国强 男 徐州工程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11 开州区 陈雨豪 男 重庆邮电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2 南宁市 刘尧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3 恩施州 向兴卓凝 女 湖北中医药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4 黄冈市 易翠萌 女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5 黄冈市 熊金松 男 湖北工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6 黄冈市 刘佳妮 女 中南民族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7 黄冈市 陈佳栋 男 湖北工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8 黄冈市 方愉 男 文华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19 黄冈市 方羽 女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20 黄冈市 陈茜 女 湖北科技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21 黄冈市 肖佩敏 女 中国传媒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2 德阳市 龚文馨 女 西华师范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3 武汉市 蔡东方 男 江汉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4 天水市 张雪盈 女 陕西师范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5 天水市 高耀辉 男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6 黄石市 李耀东 男 西北民族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7 安阳市 宋孟佳 女 贵阳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28 黄冈市 王灏睿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29 荆州市 魏振龙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5000 捐方定向

30 襄阳市 王雄傲 男 河南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1 鄂州市 汪子涵 女 重庆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2 武汉市 邱锋 男 荆楚理工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33 黄冈市 方源 女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4
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候鑫源 男 电子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5
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卢正阳 男 华中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6
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妥佳乐 男 汉江师范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37
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姚佳 男 湖北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8
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杨涛 男 四川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39
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王焙钧 男 兰州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0 开封市 张相杰 男 许昌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41 周口市 李凯泉 男 郑州西亚斯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42 湘潭市 胡鑫 女 湖南工商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3 郑州市 丁新萍 女 洛阳师范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44 扬州市 曹灿 女 武汉纺织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5 成都市 付彩蓉 女 西南石油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6 武汉市 王雨桐 女 武汉纺织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7 荆州市 刘承锃 男 武汉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48 荆州市 吴泽 男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49 荆州市 李娜 女 长治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50 荆州市 蔡正晗 男 天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1 荆州市 陆冲 男 武汉轻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2 荆州市 谌星宇 女 江汉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3 荆州市 余天喜 男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4 梁平区 杨友 男 成都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5 襄阳市 艾安妮 女 湖北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6 襄阳市 李厚洋 男 南昌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7 襄阳市 涂慧丽 女 湖北中医药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8 襄阳市 邢宏杰 男 长江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59 襄阳市 姜彦婷 女 湖北恩施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60 襄阳市 吕朔 女 湖北文理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61 商洛市 王博超 男 西安工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62 武汉市 林焰平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63 平顶山市 叶书洁 女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64 合川区 鞠晶晶 女 西安交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65 三门峡市 董云飞 男 中原工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66 黄冈市 胡锐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67 惠州市 吴晓阳 男 惠州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68 松原市 修轶丹 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69
凉山彝族自

治州
吉克石色 女 西南民族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70
凉山彝族自

治州
曲比古子 女 西南民族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71
凉山彝族自

治州
恩扎阿牛 女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72
凉山彝族自

治州
沙马乌子 女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73 海东市 张菁雯 女 华北电力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74 宝鸡市 马驰 男 西安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75 安康市 刘青江 男 西安航空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76 十堰市 张娟 女 湖北医药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77 商洛市 赵妍 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78 陇南市 杨剑飞 女 武汉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79 陇南市 李晓艳 女 甘肃农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80 陇南市 赵春梅 女 河西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81 陇南市 邱小芳 女 兰州交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82 陇南市 杨海燕 女 闽南师范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83 陇南市 黄治高 男 河西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84 陇南市 邱小娟 女 兰州工商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85 淄博市 马超 男 山东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86 洛阳市 王文帆 女 郑州商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87 遂宁市 王腾 男 湖南警察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88 柳州市 张浪婷 女 北部湾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89 七台河市 孙展鹏 男 郑州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0 七台河市 孙展鵾 男 华东理工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1 阿克苏地区
谢日排·艾
合买提

女 中国计量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2 喀什地区
图柯孜·吐

尔逊
女 新疆医科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3 和田地区
努尔曼·麦
提库尔班

女 天津中医药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4 阿克苏地区
娜菲莎·库

尔班
女 新疆农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5 蚌埠市 张辰晗 女 合肥工业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6 蚌埠市 刘紫玲 女 安徽科技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97 蚌埠市 李丙航 男 安徽建筑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8 蚌埠市 谢文宇 男 南方科技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99 蚌埠市 韩程 男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5000 捐方定向

100 蚌埠市 王梦茹 女 杭州师范大学 5000 捐方定向

101 十堰市 陈浈 女 河北师范大学 5000

102 十堰市 李玉丹 女 海南大学 5000

103 十堰市 王小龙 男 东北林业大学 5000

104 十堰市 谭霜 男 济南大学 5000

105 十堰市 王郑红 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5000

106 十堰市 李启丽 女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107 十堰市 谢慧欣 女 中国政法大学 5000

108 十堰市 高莹莹 女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109 十堰市 宗振阳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10 十堰市 徐钱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11 十堰市 王同辉 男 华北电力大学 5000

112 十堰市 喻伟鑫 男 陕西科技大学 5000

113 十堰市 肖世洋 男 华中农业大学 5000

114 十堰市 张学辉 男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115 十堰市 叶良敏 男 湖北工业大学 5000

116 十堰市 张海禹 男 中国民航大学 5000

117 十堰市 郝天成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18 十堰市 沈號然 男 武汉大学 5000

119 十堰市 彭天宇 男 青岛科技大学 5000

120 十堰市 龚家伟 男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121 宜昌市 李昀霖 女 山东理工大学 5000



122 宜昌市 彭慧乔 女 湖北恩施学院 5000

123 宜昌市 何盈杉 女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124 宜昌市 聂武莹 女 武汉城市学院 5000

125 宜昌市 曹梦玲 女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5000

126 宜昌市 杨叶明 女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 5000

127 宜昌市 刘永峰 男 湖北工业大学 5000

128 宜昌市 易林超 男 华北科技学院 5000

129 宜昌市 张彦栩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30 宜昌市 宋江 男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5000

131 宜昌市 李京昌 男 武汉轻工大学 5000

132 宜昌市 郑巧 女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133 宜昌市 银凤琦 女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5000

134 宜昌市 陈思静 女 华中科技大学 5000

135 宜昌市 陈柏翰 男 长江大学 5000

136 宜昌市 吕姝涵 女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137 宜昌市 胡海文 男 西北工业大学 5000

138 宜昌市 杨嘉丽 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5000

139 宜昌市 邬铭钰 男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5000

140 宜昌市 卢泽楷 男 荆楚理工学院 5000

141 黄冈市 邵荣慧 女 湖北理工学院 5000

142 黄冈市 童佳 女 武昌工学院 5000

143 黄冈市 王昌盛 男 塔里木大学 5000

144 黄冈市 王玉红 女 湖北工业大学 5000

145 黄冈市 高钊 男 湖北理工学院 5000

146 黄冈市 胡亚闽 女 淮南师范学院 5000

147 黄冈市 李钢 男 大连大学 5000

148 黄冈市 段鑫 男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5000

149 黄冈市 徐钰铭 男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5000

150 黄冈市 姜鳗 女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5000

151 黄冈市 彭伸 男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5000

152 黄冈市 李金香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000

153 黄冈市 张宇鹏 男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5000

154 黄冈市 盛森 男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5000



155 黄冈市 刘卫 女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5000

156 黄冈市 程宏莲 女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157 黄冈市 曹雪晴 女 武汉文理学院 5000

158 黄冈市 田丰 男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5000

159 黄冈市 高华洁 女 福建师范大学 5000

160 黄冈市 詹钊 男 武汉理工大学 5000

161 随州市 蒋金强 男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162 随州市 陈文奇 男 长江大学 5000

163 随州市 黄呈祥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64 随州市 祝欣雨 女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5000

165 随州市 陈伊蕊 女 湖北医药学院 5000

166 随州市 龚夏莹 女 江汉师范学院 5000

167 随州市 吴姚 男 湖南中医药大学 5000

168 随州市 明悦 女 四川大学 5000

169 随州市 甘澍来 男 湖北文理学院 5000

170 随州市 冯摩西 男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171 随州市 刘凤琴 女 荆楚理工学院 5000

172 随州市 王子卓 男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73 随州市 陈雨迪 女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174 随州市 杨连杰 男 中南民族大学 5000

175 随州市 杨思睿 女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176 随州市 沈宇伶 女 郑州工商学院 5000

177 随州市 余昕灿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000

178 随州市 陈钰祺 女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5000

179 随州市 陈雅婷 女 湖北医药学院 5000

180 随州市 董朝辉 男 荆州学院 5000

181 恩施州 王克磊 男 长江大学 5000

182 恩施州 谭月琴 女 湖北中医药大学 5000

183 恩施州 李宗帼 男 三峡大学 5000

184 恩施州 杨丽娜 女 湖北中医药大学 5000

185 恩施州 向涵兴 男 西南民族大学 5000

186 恩施州 刘冬冬 女 中南民族大学 5000

187 恩施州 王丽芳 女 长江大学 5000



188 恩施州 刘桂花 女 湖北民族大学 5000

189 恩施州 刘竹君 女 海南师范大学 5000

190 恩施州 杨浩 男 湖北民族大学 5000

191 恩施州 廖光照 男 湖北民族大学 5000

192 恩施州 邹利 女 同济大学 5000

193 恩施州 陈厚兵 男 西南林业大学 5000

194 恩施州 黄玉洁 女 长江大学 5000

195 恩施州 李兴莲 女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5000

196 恩施州 唐青青 女 青岛大学 5000

197 恩施州 田涵羽 女 武汉轻工大学 5000

198 恩施州 李晓红 女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5000

199 恩施州 张世鹏 男 荆州学院 5000

200 恩施州 刘传钊 男 三峡大学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