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希望工程·楚维助学基金”资助项目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第一批                                                                                                                                                                                                                              

序号 市州
受助学生姓

名
性别 就读学校 资助金额（元） 备注

1 十堰市 尚可欣 女 丹江口市思源实验学校 1000

2 十堰市 陈丽洋 女 丹江口市思源实验学校 1000

3 十堰市 余瑞阳 女 丹江口市思源实验学校 1000

4 十堰市 王希梦洁  女 丹江口市大山庙小学 1000

5 十堰市 徐名辉 男 丹江口市大山庙小学 1000

6 十堰市 吴家鑫 女 丹江口市大山庙小学 1000

7 十堰市 纪家馨 男 丹江口市新港小学 1000

8 十堰市 吴瑗梅 女 丹江口市新港小学 1000

9 十堰市 蔡庆悦 女 丹江口市新港小学 1000

10 十堰市 卢敬鑫 男 张家营小学 1000

11 十堰市 许明浩 男 张家营小学 1000

12 十堰市 王淑檱 女 张家营小学 1000

13 十堰市 余司乾 男 肖家沟小学 1000

14 十堰市 胡文静 女 肖家沟小学 1000

15 十堰市 张雨欣 女 肖家沟小学 1000

16 十堰市 吴俊熙 男 丹江口市实验小学 1000

17 十堰市 胡安琪 女 丹江口市实验小学 1000

18 十堰市 徐欣悦 女 丹江口市实验小学 1000

19 十堰市 李文龙 男 丹江口市实验小学 1000

20 十堰市 张静雯 女 丹江口市实验小学 1000

21 十堰市 李昕冉 女 丹江口市实验小学 1000

22 十堰市 黄铄杨 男 丹江口市徐家沟小学 1000

23 十堰市 胡继轩 男 丹江口市徐家沟小学 1000

24 十堰市 张之艺 男 丹江口市徐家沟小学 1000

25 十堰市 黄佳琦 女 丹江口市徐家沟小学 1000

26 十堰市 张晋俐 女 丹江口市徐家沟小学 1000

27 十堰市 陈昭洋 男 丹江口市徐家沟小学 1000

28 十堰市 欧阳薛飞 男 余家营小学 1000

29 十堰市 卢欣悦 女 余家营小学 1000

30 十堰市 白立欣 女 余家营小学 1000



31 十堰市 熊浩淇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2 十堰市 刘晨露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3 十堰市 任鑫瑶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4 十堰市 王梦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5 十堰市 邢志文 男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6 十堰市 邢诗雨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7 十堰市 王玉婷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8 十堰市 昝心宇 男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39 十堰市 罗清泉 男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40 十堰市 张欣悦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41 十堰市 邹志德 男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2 十堰市 邹奕俊 男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3 十堰市 詹成欢 男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4 十堰市 昝荧荧 女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5 十堰市 黄鑫鑫 女 房县红塔镇七河初级中学 1000

46 十堰市 昝俊杰 男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7 十堰市 昝诗宇 男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8 十堰市 昝鑫怡 男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49 十堰市 王佳怡 女 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 1000

50 十堰市 昝春年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51 十堰市 董浩 男 房县思源实验学校 1000

52 十堰市 蔡美玲 女 房县思源实验学校 1000

53 十堰市 昝梓琳 女 房县化龙学校 1000

54 十堰市 柴长雨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55 十堰市 刘艳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56 十堰市 孟丽丽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57 十堰市 冯东龙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58 十堰市 郭晶晶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59 十堰市 王依祥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0 十堰市 梁一铭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1 十堰市 曹银山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2 十堰市 叶妞妞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3 十堰市 李永基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4 十堰市 袁燚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5 十堰市 黄霞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6 十堰市 王彬彬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7 十堰市 万香玉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8 十堰市 王增溪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69 十堰市 鲍丽敏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70 十堰市 王鑫雨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71 十堰市 卢诗琪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72 十堰市 朱晓明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73 十堰市 张晓蔓 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