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希望工程特别行动第五批爱心榜公布 

・ 企业（团体）名单：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河池市金城江区实验小学 

中电广西防城港电力有限公司 

共青团国家税务总局贵港市税务局 

共青团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委员会 

北海兴尚居商贸有限公司 

南宁市玉洞小学 

广西中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倍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区鹿州监狱五监区一分 

广西医科大学 1710 

广西商业学校 

广西希望高中党支部 

广西希望高中群众教职工 

广西梧州义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河池运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贺州市温情公益协会 

材料本 191 

柳城站团支部 

柳州三门江公园管理处团支部 

柳州东城置地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柳州军事博物园 

柳州市东城酒店公司 

柳州市东城集团公共团支部 

柳州市东城集团担保小贷团支部 

柳州市二十一中 195 班 

柳州市康小乐牛奶有限公司 

柳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柳东新区以红模具加工部 

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9 机器人 2 班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9 计 3 班 

柳州市鹿寨县电信公司 

柳州市鹿寨县科力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职业技术学校 2018 会计 5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019 汽检 1 班团支部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１８新能源１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8 汽运 2018 汽车车身 1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8 级汽运 2 班团支部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工程 2 班团支部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新能源 1 班团支部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服装工艺 1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服装设计 1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汽检２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级建筑 2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学院 18 级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 2019 级服装设计与工艺 2 班学生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院 19 工程 3 班 

梧州大坡镇团委 

梧州市宁康初中 221 班学生 

梧州市宁康初中共青团员 

梧州市宁康初中教职工 

梧州市岑溪市三堡中学 

梧州市岑溪市五小— 

梧州市岑溪市大业中学 

梧州市岑溪市实验小学 

梧州市岑溪市归义镇第一中学团委 

梧州市岑溪市第一中学 

梧州市岑溪市第一小学师生希望 

梧州市岑溪市第三小学 

梧州市岑溪市第二中学 

梧州市岑溪市第二小学师生 

梧州市岑溪市第五中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岑溪市糯垌中学 

梧州市岑溪市菜园小学 

梧州市岑溪市诚谏中学希望通行 

梧州市岑溪市诚谏镇第二中学 

梧州市广平镇团委 

梧州市归义镇金鸡小学师生 

梧州市汉豪中心小学 

梧州市濛江一中师生 

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各团组织 

梧州市蒙山县税务局团支部 

梧州市蒙山县金垌小学 

梧州市蒙山县黄村镇中心幼儿园师生 

梧州市藤县东荣镇均常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二中高 191 班 

梧州市藤县六中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中心校校本部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合隆小学学生和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德安小学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一年级 1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一年级 2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三年级 1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三年级 2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二年级 1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二年级 2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四年级 1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四年级 2 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幼儿园中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幼儿园大班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忠隆小学幼儿园教师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泗洲小学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田心小学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第一初级中学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金凤小学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长沙小学好雅幼儿园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长沙小学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陈平小学学生家长 

梧州市藤县和平二中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中心校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双垌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和平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官罗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屯江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平竹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座垌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志成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思源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新塘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新平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新良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木依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榄莫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石桥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都坡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陈塘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和平镇龙塘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埌南镇第一初级中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埌南镇第一初级中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天平一中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三中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善庆小学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石夏小学 

梧州市藤县宁康乡中心校家长 

梧州市藤县教育集中 

梧州市藤县津北阳光小区全体业主 

梧州市藤县濛江镇中心校 

梧州市藤县第一中学高二 12 班 

梧州市藤县藤州镇津北中心校 

梧州市藤县藤州镇潭东中心校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交口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古华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同荣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思善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新民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沙冲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秀安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陶塘小学教师 

樟村小学 

河池东兰大同中学团委 

河池东兰花香乡团委 

河池学院化生学院应化 16 班 

河池巴投集团团委 

河池市体育学院团委学生会 

河池市体育学院学生党支部 

河池市天峨县三堡中学教师 

河池市天峨县三堡乡中心校 

河池市天峨县中学 

河池市天峨县二小岑晓丽 

河池市天峨县向阳镇当明小学教师 

河池市天峨县向阳镇燕来小学教师 

河池市天峨县向阳镇龙鱼小学教师 

河池市天峨县喜洋洋幼儿园 

河池市天峨县四二班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二年级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五三班 

河池市天峨县纳直乡中心小学 



河池市天峨县纳直乡中心校 

河池市天峨县高中校团委 

河池市宜州区实验小学 

河池市都安县都安高中 486 

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政府 

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三小学教师 

河池移动团委 

河池税务团员青年 

河池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玉林市容县六王镇佳香小学 

玉林市容县六王镇六青小学师生 

玉林市容县六王镇温风小学师生 

玉林市容县杨梅镇义合小学 

玉林市容县石寨镇上烟小学龙胆 

玉林市容县石寨镇大华小学 

玉林市容县石寨镇石城小学 

玉林市容县石寨镇霄垌小学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同心中心小学全体师生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四维小学全体师生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太平小学全体师生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平洛小学含平潭分校师生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平石小学部分师生 

玉林市容县黎村镇新塘小学全体师生 

玉林市聚爱社会服务中心 

百色二医院共青团 

百色五中 1811 班 

百色学院 172 

百色学院人文本 18 

百色学院人文本 19 团支部 

百色学院体育学院 

百色学院历史本 19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小教专 183 

百色学院思政本 

百色学院教育学院 

百色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百色学院食品本 173 班 

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中心小学二 3 班 

百色市百色学院城管本 16 班团支部 

百色市税务局干部职工 

百色市阳圩中学 1701 

百色市阳圩中学 1702 

百色市阳圩中学 1703 



百色市阳圩中学 1704 

百色市阳圩中学 1706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1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2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3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4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5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6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7 

百色市阳圩中学 1808 

百色市阳圩中学 1901 

百色市阳圩中学 1902 

百色市阳圩中学 1903 

百色市阳圩中学 1904 

百色市阳圩中学 1905 

百色市阳圩中学青年教师 

百色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百色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莲塘小学师生 

视传本 19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初中 173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初中 174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初中 192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初中 195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中学 1903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初中 1905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初级中学 1803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初级中学 1813 班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初级中学 1902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一甲班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三乙班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三甲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五年级一班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六年级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四乙班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四甲班 

贵港市平南县八宝小学大大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中心小学五 3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二中 173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二中 181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二中 182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二中 183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二中 184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二中 71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寻社小学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六陈中心小学五 4 班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乡民安教学点六年级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乡民安教学点幼儿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高中 1817 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高三 09 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新镇第三初级中学 1904 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新镇第三初级中学 1906 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中心校三乙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中心校三甲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中心校五乙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中心校大山点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二中 181 班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二中 182 班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初中 1705 班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初中 1708 班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初中 1906 班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章逻师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隆平隆童乐园幼儿园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中心小学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古松校点全休教职工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古松校点古齐一年级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古松校点古齐三年级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古松校点古齐五年级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四 2 班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八桂小学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六峡小学一年级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六峡小学三年级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六峡小学二年级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六峡小学六年级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六峡小学四年级学生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六峡小学教职工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古松村幼儿园 2 班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平山中心小学古松教学点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高中 1811 班学生和家长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高中 1905 班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思界中心小学教师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相塘小学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初中 183 班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初中 193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1914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1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2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4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5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7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8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09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10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713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1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3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4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5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7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8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09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11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12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13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814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1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2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4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6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7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8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09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12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一中 1913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二中 1907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中心小学六 2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平界小学六 1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平界小学四 1 班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拥平小学 

贵港市平南县马练水晏小学九槐教学点师生 

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六石教学点教职工 

贵港市平南县龚州中学 1830 班 

贵港市平南县龚州中学 1832 班 

贵港市平南官成镇小师生 

贵港市桂平市罗播乡中心小学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一中家长 



贵港市港南区文笔山小学一 2 班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三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三中老师 

贵港市章逻幼儿园师生 

贵港市青年书法家协会 

 

・ 个人名单： 
潘春涛 黄旭 杨姗姗 刘洋 紫妤 李新月 

黄柱昆 刘贵福 玉敏香 杨亦辉 谢宇彬 彭晓芸 

谢功茂 庞雯 王爱艳 谭素莲 谭朝欣 梁永谊 

林智敏 梁胜 蒙金凤 周莫伊岚 梁轶钢 伍先葵 

杨华 李俊强 韦春 刘星月 黎燊国 索雪梅 

廖业宏 杨波华 李梅 吴莹莹 朱远柒 覃韬 

李秀棉 郭孟云 邱海文 周任翔 罗雪红 赵群英 

弄健 弄庆坚 陈惠超 易语桐小 李龙雪涵 刘健荣 

格吉拉体 李海怡 冯钰清 苏婉霞 马桢虹 李舒婷 

江全喜 江婉君 刘兰芬 黄坚华 贾一彤 李海强 

甘香蝶 赵丽娟 黄楚涵 窦楚婷 李霜 陈冰 

农清宇 蒙亚红 谈庆霖 罗俊杰 何诚情 甘露 

韦志全 刘泽昊 易小梅 杨华磊 熊衍华 何玉付 

陈集玥 钟燕 滕益浪 韦宏林 覃广锦 丘广生 

周芳琴 甘玉露 龙群思 陆曾昕 赵国政 朱贵云 

钟荣海 陆小云 胡洁莹 张望 兰进强 黎娇娇 

覃彩慧 邓力泫 叶淑娴 华全党 秦旭慧 麦子坤 

覃珍慧 谭逸 李伟锋 林红烨 黄晓霞 李金玲 

欧美劝 刘灿燕 苏海英 韦月晚 蒋经 黄洁 

杨惠莲 韦依萍 梁凤燕 韦芳丹 林华平 玉生源 

玉棋丹 赵淑芳 吴娜 何彩雷 梁廷艳 周莹 

刘静雯 王雪怡 彭靖惠 谭柳桃 阮坚 陈望耀 

谢姿静 莫翠云 覃健海 陈虹羽 黄有科 莫永学 

莫婉怡 李昕联 李桂兰 卢梅婷 韦柳媛 肖慧 

文基愉 曾兰芬 刘柳君 莫小丽 卢恩龙 韦送 

莫圆仟 陆燕玲 陆海军 周莹凤 黄晓静 郑禧楠 

岑鸿源 温燕华 张瑞东 刘俊辉 农绍汛 宁美扬 

刘凤 黄金春 欧祖芬 林琦丰 杨翠霞 陈石楣 

郑文焕 郑东成 陆珍 朱海燕 陈银容 韦政伕 

农丽茵 林华贤 吴亚薇 罗柳玉 黄中朝 吴雪连 

陈媛媛 覃芷珊 莫碧妮 裴会林 侯佳欣 罗依嘉 

甘欣 韦诚 胡善之 凌金连 易婉琳 方美彬 

李诺琳 黄天凤 韦玉婷 黎姿 杨舒释 覃慧凤 

莫春逢 罗紫宝 黄靖英 黄东丽 廖庆龙 陈新洁 



韦禹秀 韦丽波 马玉娇 徐裕欣 余淑萍 黄文艳 

莫蔚宁 刘凌兰 言宇峰 黄淑英 谭梦妮 韦水艳 

廖彬彬 张家俊 张津铭 张俊 黄诗华 秦玉华 

陆丽娟 罗文端 黎韦蓉 梁雪梅 王英萍 莫海燕 

张冬萍 黎裕婷 黄子晴 农琪琪 苏爱琼 何金华 

岑银杉 黄子元 韦文炽 何雨玲 连忠琴 刘覃伟 

钟建华 黎琳 施莲 孟明文 王健安 钟紫凤 

梁佰林 潘虹媚 黎潮恩 梁碧茵 谭晓萍 周覃敏 

雷梦思 黎彩燕 黎秋静 陈奎坤 蒙秀霜 董琳琳 

孙赵萍 李昆容 李嘉怡 李小玲 谭依 李丽丽 

覃海婷 陈海燕 李春梅 柳昕岑 王小燕 黄艳宵 

陈秀丽 黄玉珍 罗锦沛 黎圆圆 黄焕明 韩欣荣 

李春兰 丘够妹 黎秀芳 江石清 梁欣 黄萍 

李叶 周美棉 杨雷 刘悦 李微 冯园园 

徐燕锦 吴黄慧 唐雨虹 卢心愉 陆雪萍 罗莞晴 

李金萍 林冰虹 潘琼 何丹婷 郑圆圆 周丕定 

梁晓丽 肖佳吕 黄艳红 黄李娜 韦宗烈 韦远应 

黄雪 余凯利 王纯翠 吴显学 向洁欣 夏兴华 

索玉婷 唐欣 王建温 胡安帮 王万满 胡梦妮 

王丽月 罗琨 黄彩益 黄雪玲 杨燕萍 韦秋分 

陆家酬 黄海荷 韦海艳 罗献光 韦静 罗彩利 

罗凤秀 张义生 黎年胜 陈祖权 吕昌荣 何丽琴 

孟含勇 罗隆黎 覃诗慧 黄侦利 罗丽云 韦云娥 

刘星辰 李丹玲 周隆盛 宁莉昙 马尚学 罗唯唯 

黄宝运 罗昌宝 索珍宁 岑国春 廖美玲 梁颖 

覃倩倩 冉雪兰 韦仕剑 岑月姣 罗碧叶 杨光胜 

蒋智聪 张古鹏 张艳思 梁天波 韦入丹 黄秀春 

罗鸿文 罗鸿艺 张宇雨 韦怡 梁天虎 姚晓鸽 

陈珑友 黄梦思 田达妮 莫文慧 莫文潮 杨雪林 

莫昌秀延 岑晨清 王秋别 魏金玭 韦献灵 邓祖任 

谭桂英 莫茉 林珊 陈少练 胡之明 罗尚江 

黎纪艳 李鹏飞 黄梓霄 黄丽 黄汉波 岑春来 

韦双玉 王永电 牙凤梅 冉冬艳 魏双明 杨柳色 

莫骐华 王小传 黎慧珊 韦丽莉 杨芳玲 聂路良 

胡圣 莫昌琳 蓝宁 罗秋菊 韦丽颖 张秀涛 

王俊霖 冉林枝 岑崇民 韦景科 汪熙金 曾若琪 

何诗静 房馨怡 李秀敏 覃诗恬 胡韦贵 姚春芬 

韦道明 房佳怡 黄庭栋 张大 黄泰斌 黄宝晔 

吴承泽 赵春秋 刘思煜 罗启昌 韦达富 吴胜东 

黄欣怡 潘飞燕 姚春红 莫启鑫 冷茂由 余朝荣 

刘太军 赖开宁 黄琦睿 罗豪轩 付朝杰 韦贞 

洪祝 李祖旭 罗丽新 韦志祥 牙正瑞 贺清清 



罗家勇 周世慧 韦莲 陈鹏宇 梁宏旺 宁宇曦 

杨芳硕 杨秀瑞 田明伟 韦鹏 吴小菊 舒少华 

张志祥 覃瑞 韦联天 袁文锐 杨光旭 陈韦韦 

杨璐榕 黄栋 韦力桌 陈姗姗 班富勇 陆庆愈 

秦礼韫 罗思露 杨丽思 陈俊 吴思彤 向明顺 

韦雄伟 黄朝猛 杨胜文 韦仕标 黄尚林 郭铭 

吴言举 李桂娥 甘沛宸 韦爱笑 唐家立 张怡丹 

王正青 罗塑桢 李仁清 石佳玉 黄媛媛 熊尉斯 

黄丽君 邓文杰 罗为文 岑祖宝 吕梦莎 韦仕安 

黄晓倩 赵颖 曾朝阳 韦选豪 田万帅 索佳慧 

索佳孜 索彩姿 邓汶 刘世崇 索帮理 彭高蕾 

覃律玮 韩欣蕙 罗如意 杨昌宏 韦兰飞 龙晓慧 

朱梓杏 朱梓卉 张锦荣 刘思蕊 杨夷 张金秀 

韦玉菲 黎明朗 金化琦 农美燕 罗春柳 詹贵佟 

罗永站 罗明阳 兰媛 陈光智 牙正政 刘庭羽 

罗光隽 韦昌准 陈发昭 陈晓丹 黄悠 韦德祥 

夏润楸 韦祖培 田明强 罗艳思 黄铭哲 房继五 

韦思伶 甘梓乔 陆灵峻 龙艳红 王丰锐 韦诗涵 

黄代明 冉思宝 张鈞翔 孙浩博 韦选合 莫颖蓝 

秦露语 郭炳强 罗贵宾 袁学山 卢潇潇 岑东慧 

邱俞贵 唐媛媛 杨君瑶 黄碧聪 陈永能 袁彬翔 

龙旭 赵流宏 王小叙 潘美群 卢余欢 吴运冬 

郭一洁 卢思绮 罗丹 吴丹丹 岑仕算 冉立成 

张志鹏 莫祖平 韦勇强 汪鑫 黄尚甫 韦章排 

徐梦思 韦一燕 田景超 张文婷 岑雅珍 莫宏倍 

卿浚原 黄光动 彭朝富 韦姿亦 李艳力 龙浩民 

黄光辉 王仕维 邓婷婷 莫念星 刘璇 戚祥瑞 

黄婧予 陈艳芬 罗程 卢兴望 杨德昌 黄元峰 

班华涛 姚丽雪 班富倩 秦小媛 莫明秋 万景洛 

谭若虎 伍真洁 陈馨怡 银邦兰 李馨智 罗如冰 

姚丽琴 丁欣怡 胡梦曲 韦旺 戴家勤 李欣蕾 

秦晓雨 何金秀 樊俊阳 罗丽华 岑帮新 向蔓颖 

龙晓曦 黄尚云 黄若彤 陆彩云 韩明序 王荣丽 

黄翊 韦祖标 刘桂敏 王传碧 蓝大智 仇湘君 

罗剑 罗鑫霖 周丽琴 龙俞竹 兰若 叶孝宣 

李锦芳 张瀚芬 谭毅 杨丹 杨正东 华玉婷 

黄玉竹 黄霞 韦梓林 班艳云 张美云 吴官营 

林宏瑞 黄淑婷 谭道伸 熊雪彤 韦宗言 兰春萍 

罗佳曈 李祖灿 夏佐宪 韦艳琳 杨龙涛 岑炫谕 

张馨予 李慈彪 韦武规 周宜文 贵源 樊进铮 

罗源 何振宇 唐运达 朱雲涛 陈小平 苏星昊 

白慧 田兴旗 杨仪晗 蔡承睿 吕云诗 张清童 



黄泰岳 隆政鑫 龙金凤 陈光辉 黄嘉元 韦慧 

贺靖深 曾俊豪 王心翔 黄紫嫣 索邦胜 梁正兴 

蒋富琳 罗琰柃 龙艳情 胡德翔 黄亚稀 罗国凯 

张佳佳 黄振洋 韦国航 韩丽思 马远勇 梁大鑫 

沈冰 彭佳阳 田万庚 华宗灿 韩华宣 黄小芸 

罗顺佳 夏金换 罗文东 刘艳婷 尹杜列 梁宏赞 

韩运奎 王怡 龙诗琦 华国富 王月妙 汪柳玉 

岑龙海 韦博杰 黄鹏宇 何京易 吴金洵 王柳密 

傅义杰 刘佳丽 罗世杰 韦天瑞 田世酥 王光文 

张梦江 黄芮 田明政 张梦香 谢侦真 杨光辉 

莫惜柔 韦乔峰 陈佳蔚 韦晓蔓 苏达宇 王琪磊 

李毅 韩桂磊 黄必睿 李明杰 唐莉惠 黄铭然 

魏水萍 谢小倩 黄宏宇 韦佳其 宗思俊 孙孝虎 

黄宝玉 谭晓烁 陆唯唯 陆玉洁 魏明祺 孙诗语 

龙赐贵 张浩宇 罗义萍 彭心怡 光旭 廖世阳 

刘佳欣 李昌怀 李武昊 王菊 班静怡 邓易玲 

谭丽华 陆真子 张书宁 罗悦铭 莫光文 田淑綺 

覃城智 覃翰宣 冉启宁 刘心语 冉茂新 王建旭 

韦志 黄光安 田世亮 田雨薇 莫雨牧 田景相 

罗凌珊 冉铮铮 熊再彬 刘苑佳 韦语琪 陆建呈 

田晓兰 黄珊 张航 冉登翔 陶宗阳 邱展逸 

杨敦锦 韦欢洋 杨欣凌 常胜 谢小丹 梁建坤 

王丰赞 杨登会 韦艳芸 琬钰 罗凤源 张函毓 

向钰民 韦昆琳 陈慧婕 黄婷芳 牙韩思 田裕轩 

韦升东 罗宇均 黎昱含 张建国 黄艳玲 班华岭 

姚良焕 张秀琪 牙丽 吴秀丽 覃俏珺 余奇航 

兰华 张柳静 韦云淇 韦家和 农永春 杨荞玥 

任姿柔 罗光锐 韦凤佳 莫咏芬 黄艳春 张宇涵 

韦乾龙 邱光龙 莫圣果 罗汇斯 罗汇棚 兰逸 

岑华宇 张道纯 陈雪妮 罗植 韦思回 黄智恒 

黄光志 余诗怡 韦晓灿 杨秀勇 卢美杰 彭佳悦 

张远达 蓝之伶 黄素英 邹嘉辉 梁梦雪 何淳晖 

吴雪霏 刘丽 韦光信 班凤益 韦海鑫 唐海涛 

黄河镇 姚胜邦 胡思阳 汪欣蕾 班慧怡 孟国祥 

戴庆 岑丽潇 廖冬燕 唐佳慧 罗福高 龙地忠 

黎朝建 韦红艳 刘卋颖 李能杰 黄秋瑚 罗佳元 

彭举锋 吴祥琳 韩欣芮 张乘铭 罗璟黎 廖金华 

王应哲 向水琴 吴兴华 韦柳君 彩贵 饶源华 

王莠缘 莫近卿 杨昌华 韦加圆 胡淇珍 姚良卿 

黄明芳 吴世逸 陈美芳 韦思蓓 吴迪 陈祥仁 

黄泓瑜 岑浩东 冉景丹 房亚熳 秦一丹 朱明文 

覃杨慢 朱梦琪 贺胜炜 杨胜宏 田世平 罗献芳 



牙巍淇 刘汉国 彭小捷 贾维 杨正浩 白威 

黄翠琳 刘仪娜 罗人山 马淑贤 杨萧影 韦丽荣 

田世山 莫欣怡 莫立源 谭元峰 石佳伊 李球杨 

梁世发 谭艳依 冉景轩 黎君瑶 庆龙 陈思源 

冉桂荣 王国洋 余欣润 刘欣 莫明积 曾素芬 

莫萧宁 管通力 吕晨怡 席冰钰 田永飞 刘明初 

韦金池 班艳霖 付洁琪 冷茂田 杨蕙萍 黄元力 

廖家瑞 韦着平 罗廷江 罗方毅 白家源 韦昌澈 

杨芸 罗霖铃 唐欢 黄春辉 唐春艳 何萱 

罗彩棉 龙超卓 黄毅 莫宏均 温学东 田入允 

黄春建 罗淑娟 韦芯怡 向微鸿 梁雯玥 张祥瑞 

李璐玲 韦宝诗 魏金委 张卓 夏能干 张春水 

蔡允 向智源 梁金赛 黄有毅 秦金碧 王朝辉 

彭传权 卢军 冷茂琦 黄雨思 翟晟高 陆秋雪 

付姗姗 黄家嘉 陆秋葶 向志财 牙桂雄 罗巾炜 

黄保盛 罗正恒 陈俊源 韦武豪 卢振新 李露 

罗艳样 杨茜 张昭 易长顺 李宝葰 孙传洋 

罗娅馨 姚佩君 李慈引 熊庭林 李宝栋 田海沙 

龙琳涵 杨尚臻 韦有心 蒙彩灵 韦佳佳 蓝斯伟 

张淑怡 仇湘韵 班淳 韦夏利 江雨萱 李怡芳 

黄晓珍 韦仕上 王远 罗艳娟 陈玲玲 翟丽芳 

莫浚鑫 冯金丽 秦文宣 陆佳佳 黄琳晰 易长涛 

刘锦睿 周才添 方晓曦 赵德敏 刘海莲 王家存 

黄光智 何世军 曾芸婷 王金莲 黄秀斯 卢金耶 

罗琪雨 王泽涛 汪遇瑞 吴再景 王雅娜 陈程 

王彩芹 黄琦翔 段乐佳 张桂梅 王仕宇 岑荣少 

曾欢欢 韩静 华秋惠 唐柳珍 罗凤萍 黄国李 

韦联威 陆道华 王善 韦联昱 班银珠 岑荣思 

田明超 庞惠文 康福忠 周亿豪 王宇航 李凤琴 

杨绍巍 唐文芳 黄宝城 农蕲 田雨晴 刘华盛 

姚子彦 黄诗琦 吴丽敏 唐仲豪 陈昭智 韦雪莲 

唐仲凯 陆小芳 陈靖 杨芸逍 杨秀韦 姚雨昕 

覃雨 罗越萌 韦骅桓 冉光杰 牙丹妮 岑超 

容世刚 戴文博 田俊慈 黄丽棉 岑庭规 彭星凯 

丁科文 姚顺海 罗心怡 赵峻畦 黄保鑫 李波 

易宇娴 谢思念 李宗祥 张青丹 周泽瑞 赵乾位 

向煜煜 王秋文 黄侦涵 戴雯丹 黄思颖 韦玉萍 

李彗嘉 何唯唯 陆震宇 龙艳芳 韦选涛 韦佳彤 

钟晨 黄同俊 代贤丽 谢娜 何聪 凌蓝青 

林晓锋 罗美玲 周建华 陆艺琳 罗萱 张云虓 

王麟波 李铁 韦振义 杨素莲 甘萍 孙静 

杨长松 赵彩凤 黄泰航 朱维成 罗高山 罗依 



陆秀佳 李想 卢泰统 植皓轩 邓妍彦 罗小敏 

赖增云 黄保航 向腾佩 唐桂红 韦庚呈 陆程程 

胡琼燕 范露 韦名国 黄晓 潘柳笑 罗凤娥 

罗仕忠 张隆胜 岑星星 鄂尔桃 黎玉洁 罗立平 

黎秀琴 温利莎 曾庆慧 吴琦 李光耀 姚复倬 

范安阳 华宗正 刘玉珊 易宗庆 蒙焕萍 罗柳珍 

吴庆梁 班华满 韦彩芬 金姝烨 马凤梅 张淑玉 

杨丽仙 索彩群 吴南萱 苏昌江 黄强 叶华艺 

黎玲玲 黄佳佳 陆艳梅 田福荣 刘小群 冉思弘 

罗世爽 赵德丕 杨佳桃 罗诚 何丹华 田秋娥 

冉锦茹 黄同喆 罗家璐 杨彩清 韦孟祥 冷嘉嘉 

韦新醒 许紧文 黄爱春 贺必正 陆柏卉 冉秋莉 

方月君 罗曼 胡雨竹 吴秀萍 龙永壮 胡柳娟 

韦婧睿 韦星羽 韦译涵 游秋云 韦静静 王承伟 

张勇光 张新梅 甘梓希 韦家乡 黎丽 李玉琪 

孙竹青 庞维维 秦美荣 孙春 罗春逢 韦香素 

冉秋云 索帮莲 牙陈华 韦思乐 罗廷国 李科 

黄婉 周永立 陈爱婵 冯安鑫 姚复军 韦妤婕 

邓怀颖 杨胜高 韦福临 韦湘瑜 房梓权 黄竞航 

韦懿珍 房玉莲 许东莲 熊舒苇 杨丽勤 向金琳 

罗曼芳 王梓彤 黄宝杰 黄丽仙 牙举权 戴柳妃 

李雪梅 韦文学 覃艳波 陈雨谖 夏元仲 黄继朋 

罗雪 田丹菊 朱维欠 韦回 王有能 周艳珊 

周雨桐 牙菊花 张喜 莫艳霞 莫晓媚 曾庆龄 

周廷毅 黄婉霞 魏秀哲 汤玉煊 甘应龙 樊慧艳 

王柳菊 黄缨倩 王林杰 王飞宇 牙思婷 韦丽串 

何丹琴 莫昌南 赵秋洁 李卢梅 黄泰浩 姚胜合 

房继萍 何粉珠 杨胜稳 罗依琳 梁纯静 王秀雨 

罗会慧 莫韵琴 金婷婷 张凤琴 黄巧玲 江世苍 

韦永开 谭基萍 岑筱露 熊正余 黄睿怡 张昌武 

夏柳条 周谨 邓雪萍 覃贵真 黄丽丹 韦诒彬 

莫秋媚 席海欧 何胜豪 唐钰淇 梁新迹 韦美玲 

黄弋轩 韦凤芒 黄凤娥 冉昔玉 李秋葵 覃秀霞 

周荣祥 吴秀云 覃铁宝 涂馨月 陈玲丽 张雪琴 

杨子童 王林禹 夏雪琴 刘荟宁 秦必仙 陈友新 

程细册 吴晓煦 黄丽勤 李月洁 李山祥 黄艳妮 

陈启德 李小琴 韩兰江 韦乔温 曾爱华 黄庆梅 

胡清泳 黄元壮 梁大川 韦雄壮 黄桂超 陈发柳 

田世勇 杨柠惠 吕明 岑美计 杨芳利 韦晓萍 

黄献谊 蒲桃 李慈 汪俣宏 牙慧琳 邱伟洪 

梁政芬 李祥稳 姜洪坤 莫文席 周晓妹 杨艳丽 

潘雪燕 朱明聪 莫明壮 焦邱平 黄美妮 牙念菲 



付银弟 许凤甜 韦丽秋 付洁琼 杨小宁 杨秀腾 

何丽琼 罗佳稳 罗爱逢 陆月浪 李捷 罗艳春 

韦龙丹 范治钊 朱银术 王金高 袁斌 梁理文 

周蓉娜 黄国壮 李玲 李大杰 黄园 黄中昌 

覃明安 黄彩周 黄远城 黄秀娟 覃耀进 黄皓钰 

陆妹林 浦燕 李进 黄琼 覃红 周欣怀 

林琦 黄珍 王美连 陆繁迪 李伦英 凌天翔 

袁冬梅 韦凤慧 王春兰 吴华章 陈双荣 韦全帅哲 

陆婷婷 罗厚仟 郭永梅 粟一真 蒋安琪 梁春慧 

翁健明 吴业英 蒙慧 韦涵予 韦涵少 李艺丹 

李玉琼 韦彩丹 韦丽勤 黄柳叶 罗柳法 黄丹丹 

覃意婷 罗方艳 岑恋君 韦娜 陈钰美 陈梅霖 

黄蓉景 陆守宁 唐艳林 林欢 唐利雅 张玉萍 

刘锦玲 张世琼 宾佳文 岑构思 华丽群 秦秀萍 

张文宗 赵尔钿 张菁芳 巫佰晟 岑温梅 黄芳芬 

韦国钊 罗丹蜜 杨秋愉 黄琴 李明穗 陈丽 

李荣让 周海婵 利明秋 王凤春 黄小晶晶 王小软 

俸筱婷 蔡福兵 李莹 何文龙 陆玉含 刘凤鸾 

温咏琪 曾玉荣 张文毅 杨衣 韦胜石 杨艳娟 

黄玉萍 梁景 韦新荣 植金梅 刘健富 岑瑞吟 

张慧娜 钟明矿 黄洁桃 徐焕萍 梁宇晴 罗玉香 

廖东城 易托萍 李霞 陆芳妃 梁译文 吴秋兰 

李呈祥 李秋月 王元民 农力 区丽滢 蔡海杏 

薛全君 朱智海 田闰竹 龙春艳 张冬雪 班华明 

兰思杰 杨彩凤 刘双婷 周漫琳 吴显兴 王金荣 

黄振标 粟世兰 黄鸿姿 鲁龙泽 喻洁 蒋岚熙 

何桂花 樊艳玲 李宏军 李倩 王锦玉 李光雄 

方财 姚良谋 蒙光尚 韦联武 李杰 罗荣芳 

韦双意 涂梦雪 冉香慧 黄光二 韦永隆 王海玲 

罗慧 牙艳萍 王崇羽 莫仁欢 莫梦华 罗海明 

华慧来 彭岗芮 戴盛尤 班立山 宗秀丽 戴琰华 

韦廷坤 韦尚胜 蒙玉萍 符玉春 赵芯 彭忠干 

潘春丽 覃丽苏 吴景 房玉娥 吴七梅 李昌彪 

李武岩 卢文明 牙正典 王华律 王建铖 樊思颖 

冉思朋 陈艳群 李祥举 黄艳秋 韦玉兰 黎纪飞 

白朝涛 杨可欣 黄善椿 邱戈 黄丽娜 梁秀桃 

龙明升 杨子艺 黄元开 赖春春 邱小贞 李祖华 

卢文元 黄敏仪 邓温妮 王彩霞 谭丽媛 刘澜澜 

唐菊 王庆 黄晓丹 郭英秀 孔柳丹 杨晶晶 

谢景雄 魏馨怡 徐梦甜 陈果 黎玲 黄同兴 

李顺宇 黄政 王璐璐 牙洁 梁燕晴 黄莉华 

秦浩茗 周翠竹 黎祖发 唐诚智 黎成成 罗丹聆 



杨梨婷 邵思翰 邓洪气 王金桥 陆蕙馨 李玉双 

覃俊程 顾友升 熊芳怡 姚胜达 黄骏 黄泰俊 

潘昱婷 岑小梦 李金票 唐心怡 黄承根 牙兰旺 

冯伟 索艳玲 韦光索 吴尔绍 韦东伊 班华飞 

莫华湘 杨佳慧 冉月娥 韦敏友 吴华蓝 黎泳超 

韦联宝 颜梅林 何艳红 罗文超 黄瀚 李祥庆 

宋桥毅 罗永超 邓正华 韦久立 韦宗移 刘海蝉 

陈磊 李海云 莫丽霞 熊玲樱 黔农云 黄宝懿 

孙智慧 吴雪梅 秦诗蔓 黄秀秀 黎锦钊 韦卫岭 

王忻旭 陆树健 吴彩梅 陆泽梅 管恩泽 农惠珍 

冯海诺 罗礼考 黄诗宸 管国坚 白信高 华敏超 

姚胜城 班贵祖 陆凤 饶巧明 李凤仙 杨春玲 

韦国先 潘相华 余庆勇 朱桂林 吴规豪 杨伊伊 

吕武松 房昭同 陈李天 莫文会 田小琳 陈李君 

刘雍志 卢让红 王珍玉 李凤昭 韦祝 张雪怡 

李蓓蓓 黄柳婷 华丽维 张君黎 罗沵沵 范素琴 

罗清智 向美玲 赵世豪 罗明伟 陈长智 李光竟 

尹双卫 陈兴悦 刘富琪 胡秋艳 谭国昌 蒙泽林 

贺艳飞 姚律律 索迎娥 黄珊珊 陈焕刚 卢怡 

梁贞云 宁娜 吕建振 刘秋宇 向明锋 韦明能 

李伟玲 龙明聪 彭冬菊 张丽仙 何梦姜 周雨凌 

陆云珍 戎翠兰 朱崇干 陈雨佳 莫赞 任丽仙 

黄孟卯 罗莉莎 韦艳秋 韦芦健 韦怡云 黄桂兰 

陈焕霞 梁合进 岑瑞笋 牙艳玲 莫朗秋 胡柳伊 

瞿富进 罗紫晴 付小玲 姚姝婷 叶祖英 田明干 

刘翠连 陈丽梅 蒋思乾 左朝任 韦艳来 张清波 

王寿盛 周美霞 林虹萱 李宏宇 黄奕函 林忠 

骆宣宣 李雨淳 农心雨 杨婧怡 黄文本 卢艺娇 

陈思博 阮家乐 蒋依玲 黄诗婷 黄忠旭 张展硕 

龙通勇 梁荣斌 廖长毅 陆露文 王芳 朱铭琦 

黄丽丽 黎庆彬 陆傲天 梁华 黄勇 甘耀文 

隆昊 阮家宇 梁晶晶 马瑞祥 何佳诚 文逸 

黄卫红 罗玉超 韦艳修 罗秋 黄晓媚 廖梨杏 

李林菊 张杨 黄金莲 谢甜甜 黄福林 李永红 

王家宝 刘丽梅 隆海亮 黄城 张继丹 刘成勇 

黄琳 岑德亨 黄桂萍 林荣英 邓幸 曾秀敏 

潘洪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