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希望工程·知音同行助学基金”拟资助大学生名单公示                                                                                                                 
（捐方指定补充名单）                                                                                                                                                                                                                                                           

序号 市州 受助学生姓名 性别 录取院校 资助金额（元） 备注

1 武汉市 熊胜军 男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2 武汉市 吴佳曼 女 武汉商学院 5000

3 武汉市 孙颖 女 湖北科技学院 5000

4 武汉市 胡翔 男 江汉大学 5000

5 武汉市 沈小瑄 女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6 武汉市 杜紫俊 男 江汉大学 5000

7 武汉市 梅文妍 女 长江大学 5000

8 武汉市 蔡张豪 男 湖北理工学院 5000

9 武汉市 彭吴双 男 湖北警官学院 5000

10 武汉市 杨昕 女 武昌首义学院 5000

11 十堰市 向慧敏 女 湖北经济学院 5000

12 十堰市 吴堰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000

13 十堰市 郑园园 女 湖北荆州学院 5000

14 十堰市 昝续聪 男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5000

15 十堰市 施燕 女 江汉大学 5000

16 十堰市 尚欣怡 女 武汉科技大学 5000

17 十堰市 周鑫悦 女 长江大学 5000

18 十堰市 王家美 女 汉江师范学院 5000

19 十堰市 董学智 男 陕西省理工大学 5000

20 十堰市 冯燃 男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5000

21 襄阳市 郭雪妮 女 武汉商学院 5000

22 襄阳市 丁祥瑱 女 广东韶关学院 5000

23 襄阳市 易玲丽 女 湖北医药学院 5000

24 襄阳市 韩坦燃 女 湖北医药学院 5000

25 襄阳市 李爽 女 湖北中医药大学 5000

26 襄阳市 陈鸿 女 湖北师范大学 5000

27 襄阳市 赖立敏 女 武汉大学 5000

28 襄阳市 刘梦婷 女 华南农业大学 5000

29 襄阳市 王成云 女 华北理工大学 5000

30 襄阳市 杨博 男 湖北中医药大学 5000

31 襄阳市 朱代喆 女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32 襄阳市 魏立源 男 华中科技大学 5000

33 襄阳市 汪鑫龙 男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5000

34 襄阳市 李军威 男 湖北理工学院 5000

35 襄阳市 陈丝雨 女 三峡大学 5000



36 襄阳市 高佳馨 女 广西大学 5000

37 襄阳市 陶  悦 女 湖北大学 5000

38 襄阳市 刘子怡 女 北京师范大学 5000

39 襄阳市 邹子薇 女 江西师范大学 5000

40 襄阳市 杨心语 女 武汉大学 5000

41 宜昌市 董玉姣 女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5000

42 宜昌市 覃姝莉 女 荆楚理工学院 5000

43 宜昌市 刘卓尔 女 青岛科技大学 5000

44 宜昌市 彭庆辉 男  西安外国语大学 5000

45 宜昌市 陈沐阳 男 中国农业大学 5000

46 黄冈市 曹洋瀚 男 内蒙古师范大学 5000

47 黄冈市 许昕妮 女 湖北商贸学院 5000

48 黄冈市 陈佳欣 女 武汉纺织大学 5000

49 黄冈市 李义 女 湖南大学 5000

50 黄冈市 姚璐 女 武汉轻工大学 5000

51 黄冈市 赵梦姝 女 汉口学院 5000

52 黄冈市 赵祺 男 武汉传媒学院 5000

53 黄冈市 钟谦 男 武昌工学院 5000

54 黄冈市 张锦绣 女 重庆大学 5000

55 黄冈市 许紫源 女 黄冈师范学院 5000

56 咸宁市 王波 男 湖北科技学院 5000

57 咸宁市 王天赐 男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校 5000

58 咸宁市 郑天宇 男 河北金融学院 5000

59 咸宁市 刘梦姣 女 汉口学院 5000

60 咸宁市 郑柳月 女 湖北民族大学 5000

61 咸宁市 童冬芳 女 海南师范大学 5000

62 咸宁市 何怀玉 女 武汉工商学院 5000

63 咸宁市 王育 女 湖北大学 5000

64 咸宁市 曾阳 男 武汉工程大学 5000

65 咸宁市 晏子瑶 女 江西师范大学 5000

66 恩施州 周清山 男 山西农业大学 5000

67 恩施州 柳桂兰 女 武汉大学 5000

68 恩施州 谭芳 女 郑州大学 5000

69 恩施州 张安钰 女 长江大学 5000

70 恩施州 廖明珠 女 湖北民族大学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