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希望工程特别行动第六批爱心榜公布 

・ 企业（团体）名单： 

河池宜州区屏南乡中心小学 

河池宜州区怀远小学师生 

河池宜州区怀远李家寨小学师生 

河池宜州怀远小学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江头社区团支部 

河池市宜州区三中 289 班 

河池市宜州区第二小学 

河池市宜州区洛东镇中心小学 

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中学 

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团支部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中心校 8 位同志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中心幼儿园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甘村小学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宜氮小学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中学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坪上小学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塘边小学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罗山小学师生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谭村小学 

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三幼儿园 

河池市金城江区二中 255 班家委会 

河池市大化县共青团 

河池市天峨县下老乡中心校 34 名教职工 

河池市天峨县向阳中学 193 班全体学生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新林村小学四年级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五二班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三年级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四年级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二区一 2 班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二区三 2 班部分同学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二区二 2 班 

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中心校六二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01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03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12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14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15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1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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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17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721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03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04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06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09 班师生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11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14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15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821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03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07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08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12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13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15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17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19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20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21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1923 班 

河池市天峨县高级中学 810 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一（1）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一（3）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三（3）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三（4）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四（1）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四（5）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二（2）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二（4）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六（2）班 

河池市天峨县第三小学师生 

河池市天峨县第六小学一（2）班全体同学 

河池市天峨县第六小学六（4）班全体学生 

河池市天峨县中学 

河池市天峨县中学 1815 班 

河池市天峨县八腊乡洞里村小学 

河池市天峨县实验小学全休教师、学生及实习教师 

河池市天峨县红孩子幼儿园 

河池市天峨县长安小学 

河池市都安县地苏中学团支部 

河池市都安县都高 48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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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都安县板岭中学 

河池市南丹县财政局团支部 

河池市巴马县教育局 

河池市巴马县教育局袁长业、姚冬娇等 7 位干部 

河池市巴马县高中 76 名师生 

河池市巴马县高中全体师生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100 班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101 班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102 班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106 班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94 班全体学生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97 班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98 班全体学生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 99 班全体学生 

河池市巴马县西山中学梁冠宁、黄国秋等 31 名教师 

河池市巴马县青年创业者联盟 

河池市巴马县第二初级中学 1818 班 

河池市巴马县那社乡初级中学 41 位教师 

河池市巴马县那桃中学黄美丽、陶凤英等 8 位教师 

河池市巴马县巴马镇人民政府 

河池市东兰县泗孟中学团委 

河池市东兰县隘洞镇团委 

河池市东兰县兰木乡团委 

河池市东兰县长江中学学生 

河池市红七中学团委 

河池市罗城县第二幼儿园 

河池市联通团委 

河池市长老乡团委 

河池市龙江公司 

河池天峨县向阳中学 193 班全体学生 

河池民族农业学校 

河池民族农业学校学生 

河池民族农业学校教师 

玉林市容县石头水口中学师生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71 班家长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72 班家长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73 班学生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74 班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81 班家长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83 班学生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91 班家长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92 班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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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93 班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94 班家长 

玉林市容县容州二中 195 班家长 

玉林市容县灵山镇守善小学学生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秀安小学 

梧州市藤县金鸡镇龙头小学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大村小学学生 

梧州市藤县古龙镇大村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良小学一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良小学五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良小学四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良小学石义二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良小学二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永良小学六年级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新雅小学 

梧州市藤县太平镇罗社小学 

梧州市藤县第一幼儿园 

梧州市藤县天平一中 

梧州市藤县藤州镇潭东中心校 

梧州市藤县平福乡社平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平福乡中心校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平福乡寻村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藤县东荣镇坡头小学师生 

梧州市藤县岭景镇中心校 

梧州市平福乡下双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巷蓬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沙街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思园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仁厚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中心校办公室全体成员 

梧州市平福乡中太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定安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桃花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莫泗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民安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平福乡留利小学全体师生 

梧州市岑溪市第七中学师生 

梧州市宁康初中 213 班 

新电力田林公司团支部 

成控本 182 

南宁市金龙小学 1911 班 

百色学院 198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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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思政 171 团支部 

百色学院思政 191 

百色学院思政本 162 班 

百色学院思政本 172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思政本 181 班 

百色学院思政本 181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思政本 182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思政本 192 班 

百色学院小教专 181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小教专 182 班 

百色学院小教专 192 班 

百色学院城管本 18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人文 17 班 

百色学院政管学院自管会 

百色学院政管团委学生会 

百色学院通信本 192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法秘 17 团支部 

百色学院法律文秘专 19 班 

百色学院产品 16 

百色学院汉语本 162 班 

百色学院预科学院文 3 班 

百色学院预科学院理 3 班 

百色学院预科文 8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 13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14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191 班团支部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1922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196 班 

百色学院预科理工 4 班 

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四塘中心小学五２班 

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中 

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中心小学五 2 班全师生 

百色市四塘镇中心小学 

百色市四塘镇中心小学二 4 班师生 

百色市靖西市第三幼儿园 

百色市银海铝业有限公司团委 

百色职业学院团委 

百色职业学院计算机学生会 

物理本 16 班 

物理本 17 班 

文史 195 

北海友邦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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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鹿寨中学城南分校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71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73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74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75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81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82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83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86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88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89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92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94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95 班 

柳州市鹿寨县三中 197 班 

柳州市鹿寨县城中小学 

柳州市鹿寨县妇幼保健院团支部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8 机电 4 班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8 计 1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9 机器人 1 班 

柳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181 班张宣 

柳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182 班 

柳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184 班全体同学 

柳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185 班 

柳州市中燃团总支 

柳州市二十一中学 176 班 

柳州市东城安泰物业公司团支部 

柳州市东城集团机关 

柳州市东城集团资产团支部 

柳州市东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柳州市东城燃气团支部 

柳州市卡乐星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团支部 

柳州中燃团总支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汽检 3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8 级数控技术 1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8 财务管理 1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校（院）19 财务 4 班 

柳州职业技术学校 2017 会计 3 班 

理 16 团支部 

广西工商学校 

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18 级同学 

广西容县容州镇第二中学 18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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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 

网络本 171 

团田东县委 

贵港市桂平市人民医院医技党支部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小梨园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新智博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青苗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红社贞贞幼儿园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四中学生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中和小学三 1 班学生 

贵港市港南二中 1711 班 

贵港市青葵教育 

贵港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新区幼儿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初一 1901 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初一 1902 班 

贵港市平南县大将中学初一 1905 班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中心小学二四班 

 

・ 个人名单： 
朱群珍 吕婧 尹舒靖 黄菊芳 孙章雪 陆勇君 

吴青艳 兰柳林 莫之莉 韦旭彦 周晓宁 梁珍荣 

李敏 莫丽莎 韦秋利 谭善淑 韦敏燕 莫晓玲 

黄艳欢 覃蒙言 韦慧 罗廖秋 田银银 周海宁 

韦向英 蓝艳 韦秀云 韦桂琴 邹家寅 覃敏琼 

唐银娬 阳益之 姚虹毅 覃利春 韦丽花 兰岚 

余文新 韦义者 韦艳 温舜 龙纯娟 黄春莲 

覃晓玲 韦颖 覃春晓 黄秋萍 韦凤团 文宇燕 

孙佳明 卢斌 廖熙春 卢冬林 王迎 毛艳梅 

韦艳春 唐永兰 蒙柏良 石璨菊 韦仙利 廖莎莎 

韦丽霞 莫丽芝 扶正祥 吴冬梅 韦湛 覃木亮 

余婷 郑容珊 吴萍 王海霞 覃海萍 覃娟 

黄小颖 粟明聪 钟海霞 刘元柱 兰喜宜 覃兰利 

莫小红 韦海云 孔潇丽 韦萍莉 唐素丽 覃小兰 

魏翠菊 谭曼娜 蒋黎雅 覃柳鲜 彭东媛 覃永谊 

徐超玉 覃香密 廖柳英 韦陈玉 蓝姗 李晶晶 

韦玉良 谈杨 肖英 冉杨英 梁萍 罗菲菲 

卢杞 唐东红 杨进茂 刘金菲 胡艳赳 韦红艳 

陈晓源 杨昌睿 刘春伶 罗楚雄 李敏飞 陈美涵 

蔡一凡 卢丽丽 班柳涵 梁月红 林臻尉 陈林彬 

苏慧柳 劳忠梅 吴昌聪 黎敬秀 吴幸圆 岑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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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媛媛 韦明利 覃春园 罗瑞婷 黄蓉 吴金 

玉强 梁春红 卢呈宇 赵美淋 邱晓芳 黄彩玲 

韦润宁 车翌 徐柳青 庞青云 陆建烽 胡俊杰 

韦诗镟 罗泽辉 李济寒 韦艳婕 罗浪伟 韦文新 

陆宝全 潘建谊 凌云 陆江贤 农清震 宁烨 

卢焕杏 梁健 李钰燊 梁温 李康萁 吴家林 

梁振永 苏元达 刘海荣 吴嘉怡 杨立仁 杨永华 

朱锦敏 陆中胜 石聪 莫华锦 栾达涛 陆承俭 

梁皓佳 覃金梅 梁隆先 唐瑜璟 梁思明 欧书明 

莫清福 梁莹生 梁文相 梁虹校 陈莹 陆艺颖 

江玉莲 何柳 王晓岸 李丽珍 李委峻 杨宇春 

苏婷婷 卜维维 蓝梓冉 黄志敏 余小明 周洁 

覃丽冬 梁珊珊 黄富杰 梁炜英 杨燕华 龙甜 

李秀敏 吴玮悦 于志鹏 覃星航 黄华 彭学强 

周维勉 吴盛南 唐玮 何卓峻 邓罗湛 黄强 

潘顺勇 吴铧飚 周志聪 谢安淇 兰鸿森 李玉妙 

韦祖圣 窦可斌 谭傅文 张瀚 董杭 何俊 

苏榕兰 蒙安艺 谢秀学 刁雪梅 杨经梁 蔡炜晨 

林雪美 蒙奕帆 黄丽梅 郭柳云 刘日晃 覃忠梅 

李思睿 许钰滢 王欢 陈熠翔 黄施颖 韦婧雯 

黎晟睿 韦吉塔 韦虹萱 吴桐羽 潘覃萧 孙黄薇 

王慧馨 肖芷涵 覃振轩 肖芷馨 袁艺航 何欣谊 

李汉华 余齐威 张夏语 吴伊涵 曾宪博 曾子墨 

孟宇晨 覃东篱 杨振涛 廖立淮 李煜涵 刘覃梓娴 

陈耀翔 韦囯栋 潘美素 冯婷佳 袁祖旺 覃子珊 

邱梦媛 韦晨曦 李旭 郑海哲 莫浩源 钟雨欣 

张诗琦 刘怀元 韦一诺 李柳科 潘宛孜 覃奕鹏 

张欣阳 蒙丽霞 杨远明 韦林豪 韦飞宇 计孟佟 

覃春莹 蔡一祎 黄佳抗 钟雅妮 陈林锋 龚梓豪 

余馨怡 龙洋 余彦欣 余进阳 杨明毅 唐梓英 

梁埮雄 施承昊 王雅婕 王彬冰 韦鸿尧 兰启鹤 

廖丽兰 韦苗苗 唐炫嘉 覃健豪 韦方芳 黄柳惠 

郭松慆 何声鸿 曾文祺 何田 罗潇 王琦良 

江园君 欧思辰 李梓畅 沈永慧 莫永达 李紫萱 

段艳焕 韦耀腾 徐若迪 韦凤凤 李佩华 马伊依 

古丽艾萨丽·萨依木 吴冰 杨婷婷 黄梦婷 潘星晨 

陈惠珍 莫子其 张健娜 龚雨妮 燕怡欣 邓齐宇 

韦赞梅 黄智馨 何春萍 周盈 梁惠群 李安娜 

廖丽萍 高承业 陈林佳 覃惠婷 韦霁轩 陈昱晴 

黄水兰 伊景萱 陈昱媛 洪国丽 莫铭威 陈馨艺 

杨文 梁松青 甘浩镱 刘长秀 韦羿宇 张宸悦 

陆俊杰 李梓昕 罗韦依晨 罗冬 陆春杏 黎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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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恩 何孝祺 欧福兴 廖语淑 康柏轩 韦民霞 

宁丝 隋翔宇 刘子谦 零皓翔 黄艳芳 张晨宸 

陈麟超 陈铭凯 韦海萍 叶景辉 杨成妹 王韦苏 

陈喧萌 吕云霄 郑迎春 何浩兴 梁晨曦 伍雅馨 

覃健良 姚聪聪 孙正文 黄炫彬 韦铭华 徐诗涵 

覃健雄 蒋刘琛 韦柳生 唐建梅 杨博文 廖伟宸 

张浩阳 莫洋洋 冉景思 刘振宇 莫昌艳 孙婉绮 

田晓丹 刘双愉 田秋月 刘双悦 贺丽芳 田仁昊 

杨思梦 韦冬霞 陈晓蓉 陈晓荷 岑朝雪 甘实运 

刘双慧 杨秀召 韦怡楠 周强 罗起部 韦琳 

范治钊 朱雲樯 牙新荣 李连芳 岑宝富 吴庭涛 

黄亚萍 何文萃 卢继旺 韦联干 田光斌 韦永念 

罗凤军 黄应存 韦永澎 江正勇 华文启 韦梦来 

黎光富 苏鹏坚 黄丹丽 彭永贵 唐腾鹏 刘贵林 

韦彬 覃鹏远 杨宜才 杨秀业 韦癸池 江河 

韦联佑 陆言 陈永洁 杨玉林 王金叶 冉林巧 

唐洁玉 黄媚媚 徐国桓 赖炤江 周泽润 蓝晨菲 

黄冬云 李锦绣 程玉兰 田萌萌 谢京宏 蒙元斌 

韦翠菊 阳蒙强 覃素琴 陆乙邻 韦建水 赵栩彬 

杨丽珍 刘丹莉 杨昌世 岑荣华 秦景健 冉景湘 

吴倩男 韦依婷 李国泽 王德霞 罗淑英 王冬来 

黄良管 罗凰利 田莉仙 黄光典 覃太良 莫惠岚 

张梦诗 龙通法 罗秀超 陈宏鹏 魏金猛 王朝锐 

黄成凤 王美雨 彭月珍 韦显双 罗柳娜 彭天盛 

王祖敏 张银秀 华庆教 陈凤仙 张银秋 莫昌凡 

宁萱 罗燕 陈美丽 韦至宣 孙传洋 秦礼赞 

吴婷婷 韦炳贵 刘顺达 索国瑞 韦晓彤 莫玉娇 

莫青龍 李桂芳 罗甜甜 王世欢 黄同爽 石凤研 

罗若晗 付莉茗 陆婷婷 牙腾振 韦佩贝 莫小雪 

张庭瑜 王清贡 唐池仲 雷碧云 黄润奎 黄拉拉 

谭超明 包添祺 王清雕 庞举琰 刘珊珊 何东盼 

杨惠馨 农天祖 黄玉全 王国想 田锦福 石松干 

覃思慧 罗锦慧 罗文想 王光殿 甘乔珍 黄伊诺 

吴兆渊 田明宽 秦晓蝶 牙韩群 李慈涛 班华斌 

房继娥 吴承霖 孙祥福 李光亮 施胜 黄锦瑶 

秦铭泽 刘长庆 牙桂发 甘昌武 卢兰 张卫 

黄铎雁 李琼霞 朱崇福 马才欢 邓媛彦 范治忠 

王功茂 黄馥媛 韦政海 韦玉知 罗愿丽 罗月 

黄舒婷 罗增吉 班华贝 利镇远 班荣熙 张云诗 

姚复超 王金旺 李先宇 秦数星 王生丫 莫雪 

兰帮智 黄柳艳 罗千千 张大荣 罗继新 杨波 

刘天群 龙彩霞 杨雪姣 黄思怡 冉云锋 汪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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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梦兰 汪倩倩 黄迦清 黄春念 黄思洁 雷盼盼 

陈明查 何珍初韦 黄星宇 牙腾俊 罗圣贤 李恬 

姚再世 蒋群远 黄宝国 谯兴龙 韦凤涛 黄玉珍 

林伊皓 王俊懿 林奥晨 黄欣玉 黄宇翔 林伊灵 

苏震宇 罗惠元 黄家栎 张清源 贺作宁 曾凡锐 

岑丽丹 钟明森 赵琳婕 牙彩依 段章高 黄燕 

覃强 黄艺 冉启鸿 熊正强 罗艳娟 卢俊杰 

姚艳群 牙彩叶 向岚芳 王顺涛 杨丽洁 罗家顺 

彭岗峻 杨艳妮 彭珈莉 樊礼卓 牙香 罗皓 

廖玉希 张金艳 韦冬幼 孟义淞 胡静华 韦福 

罗丽欣 杨宇 罗姚宣浩 杨秀军 孙怡明 罗再茂 

何向菊 秦开思 向欣怡 叶娅岚 张清雨 唐诗韵 

廖家卫 罗运芬 覃贵真 杨道航 陆景耀 魏明丽 

韦仕凯 吴玉寒 陈彦佳 黄凯 黄璐萱 龙超瑞 

田发财 赖延康 梁正发 满朝军 韦昕盼 姚宗呈 

韦乔雪 罗文露 王子贵 韦丽丹 潘丽莉 罗昌盛 

唐漪漪 丁言一 向祖吉 罗清友 杨志豪 陆显科 

钟韵佳 杨岚岚 韦杰鑫 曾秀敏 蒙莉丹 陈馨怡 

韦乔杰 罗永肖 田洪宇 庞欣怡 覃昆 黄昕彤 

韦之悦 莫杨晶 李沛津 林雨欣 林钰琪 罗冬湄 

陆富腾 韦名昌 黄胤光 杨馨茗 张清斯 张丝淇 

班荣东 罗启高 郁德贵 岑华琪 杨晓慧 杨祖贤 

梁小芳 覃东平 鄂春扁 李慈劝 韦名星 黄宁 

黄树涛 黄晓叶 张桥芬 罗礼格 黄依纯 张茜玲 

班姚舒 刘济源 罗凤瑛 唐文文 杨小明 罗俊 

韦永茂 罗荣发 贺秋香 吴敏楠 李丽琦 韦淑娜 

姚瑶 牙煜尧 龙光虎 唐文强 黄宝贺 韦崇志 

黄廷准 石佳慧 李慈高 甘振毅 谭宇洁 覃铈超 

罗玉琪 王忻艺 杨珍婷 王丽萍 苏孝苹 陈艳花 

郑梁缘 莫志鸿 张景岚 张婷婷 向治宏 杨欣怡 

刘志涛 刘泓汛 龙炳卓 汪小晶 周昌枞 莫俊宇 

王羽丹 王冰冰 冯书琪 金雨墨 王光君 华传琦 

莫紫萱 冉鑫怡 谢欣瑾 黄贵春 黄紫依 田代臣 

邓舒 李慈旺 杨睿 王秋怡 王清源 韦艳霞 

何汶锭 黄靖茜 牙举凡 胡小荣 冉佳宜 田仁锋 

侯显彪 田仁磊 官茂蕊 杨靖宜 张可馨 黄靖婷 

田世玉 杨雅月 陆仲辉 黄宣凯 陈光宇 姚良卿 

姚欢欢 杨宇婷 索婧婧 王意 班桂孟 韩华东 

韦冠臣 王麟凯 黄家振华 谢湘才 袁文玺 罗正敏 

王麟展 田明鸿 罗强涛 杨世玖 覃庆利 罗清铨 

黄宝盛 罗立臻 张近勋 韦静 王小元 韦遇佳 

牙铷焓 陈丽丹 罗晓嫚 叶健稳 吴胜军 杨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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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芳 黄薇如 杨雁曼 韦怡丹 李雅诗 王泽鑫 

李照宏 陈昭斌 邓福捷 陈燕武 李莹莹 李必科 

向朝旭 韦诚鑫 向镜 班祖森 张竣壹 蒙光熠 

蒙望成 杨柳色 玉思琪 韦俊杰 刘华应 韦彩月 

罗秋菊 田斯元 黄正宇 罗正佳 田立琛 安霈佩 

张宗臣 牙韩佼 雷玮铃 陈宏宇 陆庆洲 高雅倩 

李翔 汪语纯 陈柳莹 莫淑娟 谢柳姻 韦乔旭 

韦丽永 华姗佩 吴庭雨 王愿 王功吉 谢金洲 

岑春香 郭昌明 罗代山 黄治谋 罗语彤 黄月娜 

杨清清 莫文含 徐红玉 张慧媛 罗新旭 王建诚 

蒲朝勇 罗星程 韩梓华 罗杰 莫婉秋 黄晓霞 

黄焕标 鲁婷婷 张贵浩 龙超扬 覃德君 秦丽娟 

黄钰淞 黄炫石 王有乡 王东鑫 陈代涛 韩华胤 

白语棠 赵洪宇 黄丽秋 牙正江 覃奥芸 田明敏 

韦华轩 樊礼俊 韦柏臣 田倩倩 杨正贵 韦轸荩 

黄思婷 覃雄威 王芳 朱维莎 甘实瑜 韦姝帆 

凌康秀 韦祎 刘贵锐 何佳益 黄柏南 黄艳媚 

黄月香 罗坤维 卢星宏 邓世进 张清涛 杨袖峰 

罗荣海 王万虎 谢明杰 熊雨菲 杨朝鈞 覃晓敏 

罗恩金 韦淑桐 李凤迪 谭义勇 牙思憧 廖雨轩 

陆金金 陈秋红 李大敏 谢其佐 岑朝翔 杨懿轩 

韦乔志 王子峰 莫哲煊 莫宛婵 吴祥哲 杨思缘 

冉景福 宁海寿 秦锦槺 杨绪浩 韦欣萍 施慧娜 

何瑞涛 牙婧霄 姚思佟 韦紫萱 朱首川 韦仕富 

韦祖规 岑艳霞 姚迪 潘道理 张德轩 罗丽娟 

班丽娟 杨通帅 罗国耀 陈柳 韦乔科 易宗泽 

梁大康 王宇 范安涛 王明 韩兰泽 蒙莫佳航 

龙子珊 韦丽 韦联辉 房继昊 韦凤林 管玉芬 

丁益敏 涂以晴 杨玉祯 赵晶晶 韦明猛 班期婷 

罗柳菊 杨再旺 闫思艳 黄钰婷 黎含义 金裕 

秦馨怡 姚田美 邓雨怡 牙述剑 班华杰 周章爱 

杨再喜 李烨嘉 牙美伦 张朝巡 李东航 陈昕灵 

苏子洵 王宣懿 邓成昊 张伶俐 杨惠 周芳宇 

姚星羽 韦联胜 房奕宁 柏秀勇 田仁顺 郭承源 

姜小洁 韦联甫 杨帮辉 吴祥博 莫椰 向自旭 

杨雅岚 谭绵斌 刘腾腾 韦晓珊 戴雨柔 王丰琪 

黄瑞平 罗春琪 岑福誉 杨顺迪 张秀蓝 韦德民 

柏虹宇 黄昱钧 汪汝义 谭丽灿 张皓 龙明鑫 

全洋民 何文跃 王朝煊 陆建呈 黄意涵 韦仕标 

刘安宇 罗杨夕 吴忠实 李国瑞 陈秋 陆威宇 

黄雨茜 陈明辉 赵佳钰 韦博文 王建尚 莫文乐 

张宇雨 王秀钰 韩华广 黄章贵 岑鑫鑫 马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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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晓艳 向雪玉 陈剑华 黄琨榆 李新荣 王万旗 

罗曼玉 李永明 黄彩雯 周金飞 彭会合 韦晓倩 

王美儿 钟巧慧 韦牡丹 岑圣泽 彭雨鲜 莫昌标 

郭永聪 周昌宏 龙纯溪 罗坤焕 陈友敏 黄美玲 

陈冶 叶建立 邵洁汝 吴宏顺 冯玲慧 吴泰成 

韦宇 黄元飞 秦美益 韦晓婧 王冰絮 韦联高 

韦炳菊 杨国立 魏晴芳 金代程 何庚菊 索婉婷 

房继祯 韦名亮 王光学 姚金莲 李慈欢 韦朝略 

周艳 周振捷 韦彩佩 黄连珍 秦义勇 黄同熙 

秦洁 索丹琪 罗著贤 周杨杨 张月兰 陈艺午 

谢芳芳 牙桂慈 胡祖权 莫彩云 黄翔新 黄侦征 

黄宝应 宁昌成 黄燕妮 韦光庆 韦联新 韦选正 

周龙旺 王璐媛 李燕 韦一 贺思绮 班富嘉 

王浩然 黄俊榴 廖梓豪 赵祖力 李慈康 罗通文 

黄彩劝 唐成城 陆富威 谭基禄 丁亚柳 王柳菲 

刘德盛 黄家谋 龙建明 张意银 张美玲 陈发彦 

韦念念 王双敏 田昌俊 陈金萍 王双灵 张永敏 

王雨洁 孟财品 韦旺 邓佳佳 莫柳珊 陈星旭 

陈思羽 岑德道 黄泰山 田世涛 罗金苗 田代伟 

黄家辉 冉思慧 杜朝明 王丰豪 罗淑涵 陈麒 

覃婷玉 韦欣怡 黄玉荣 罗梓玉 陈家民 韦仕莹 

全超凤 韦宇芯 韦九妹 罗永清 秦彬宾 周照杰 

牙幸 银洁香 叶昊 彭高念 赵振君 韦达强 

韦堡中 孔莉婷 黄悦 张嘉珈 唐鑫 陈龙相 

张清策 韦尚鑫 唐松芳 罗海斌 罗礼佑 覃全票 

罗琪琛 赵乾朕 蒙鸿盛 孙英妙 魏茂斌 牙彩顶 

陆芯如 陈爽 尹明科 岑桃云 龙红丝 李甫继 

杨登科 韦松应 赵乾帅 杨胜端 冉斯睿 韦炜 

陆云利 蒙志祥 罗昌 刘军 廖家洵 蔡芊芊 

班副凌 陈俊江 莫雅怡 李慈浩 陈妮娜 冉熙熙 

周新怡 韦世荣 张献丹 闵可可 王平原 周洋洋 

王显旻 何沅沅 彭小洪 顾柳禹 牙辅辉 冉艺然 

郁婷婷 罗凤晨 赵乾 林思慧 赖雅琪 朱佳丽 

罗磊磊 王宝沣 陈祖尚 罗利平 周月娥 赖寿煜 

莫思琪 杨秀丞 韦建华 向光顺 黄思缘 邬思怡 

岑明现 陈清烈 陈仙谕 韦达 韩思彤 姚懿玲 

罗薇薇 唐展 卢舒桦 罗玉凤 韦敏 邓玉新 

张梅春 苏晓莹 杨炳锋 岑麦运 黄丽茳 韦万友 

韦桂月 黄永宁 李海财 李爱果 李振志 马淞耀 

黄莲音 邓秀芸 蒙炳超 韦红兰 陈维瀚 黄予 

覃红 杨杉杉 冯斌鑫 陆小纯 梁媛 蓝玉凤 

罗金敏 姚明江 陈海媚 庞祥洲 朱茂华 蔡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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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根 王丽娟 何明蔓 黄俊 梁合进 班微 

曾华婷 莫彩注 莫昌娜 罗世祥 付德华 韦银娟 

罗如冰 谢兴 龙春燕 陆节 唐暖青 曹雪凤 

卢振达 韦有达 李祥佳 项欢 蒙晓霜 黄朝升 

岑广成 陆曾昕 赵子毓 谭丽媛 李星婷 索嘉灿 

黄露萍 罗涛 龙春艳 袁正秀 陈梅华 宁思俨 

郭英秀 覃珍 甘琼秋 曾桥萍 杨雨洁 韦缘 

覃焰 覃健 陆氏师 宁福勋 潘姣梅 曾学英 

王功铭 彭丽媛 王仕梅 龙美玲 杨婷 李昕宇 

黔农云 李呈祥 阮国东 韦国强 韦小芳 韦国练 

韦光会 黎燕灵 钟贺娜 蓝燊华 蓝燊荣 李倩兰 

张迅 蓝飞宇 黄叙旭 何雨欣 曾启超 李昌周 

蒙雨婷 蒙红君 岑何菲 陈泽毅 樊锦怡 班承大 

陆炳龙 王玉筛 黄华滔 王雷震 付德力 宁福斌 

黄迦玉 蒙美思 田金娥 罗志博 黄慧慧 覃礼忠 

冉景源 罗利川 覃玉莲 田明良 张思露 罗毅芳 

班富恒 吴瑞 杨爱花 覃合康 韦春梅 黄师走 

吴汶静 黄健 韦福平 杨俊贤 龙丹丹 谢紫冰 

葛皓烨 梁凤燕 卢佳辉 贺逸凡 黄丽丹 冉隆哲 

周育锋 贺永坚 石彬彬 班洁莹 龙召航 吕艳秋 

贲浩铖 韦玉琦 袁文警 韦怡 朱芳雨 莫丹妮 

覃世堂 赖春兰 明建光 杨胜贵 陈玲珺 冉月娥 

冉秋菊 代春节 罗秀艳 杨慧红 蒙桂盘 韦凤送 

覃雪萍 袁翊珈 罗胜军 兰惠芬 梁凤美 卢晓妮 

陈鑫婷 朱郑正 房淑云 苏琪 王澄慧 郭爱萍 

梁锦蕊 班华东 秦凯奕 蔡福兵 洪嵘 覃静怡 

覃兰柔 张炜杰 韦达吉 何嘉乐 罗茹霓 杨志强 

胡靖 吴华丽 黄智轩 吴雨桐 庞玲怡 周佳慧 

蒙荣德 陆彩艳 黄艳红 龙癸汀 韦选腾 黄鸿曌 

黄昌琦 张菁芳 陈绳材 秦开慧 黄柳嘉 景行柳 

索彬坚 何美桃 覃爱妃 黄新华 陈君智 周嘉乐 

李彬 甘林芝 黄小惠 黄焕涛 李宇泽 张清泉 

李宗盛 杨雪艳 王宇晗 吕海梅 苏文斌 唐重生 

罗秋秋 陈桂龙 覃康贤 张恒炽 韦永华 赖凡 

陆娅淇 罗文灿 蒋欢 梁建华 罗文豪 黄晓宁 

姚再涛 沈碧 谢缘园 盛俊雯 黄转 潘娟娟 

廖艳芳 李彬莹 汤朗智 韦宇雪 谢芳玉 梁益义 

唐华源 黄颖 王芳苗 颜娇均 何堂启 李姿 

黄灵喜 覃伟哲 武鸿华 谭承锋 莫木柳 韦琪 

任佳龙 陈祖琴 黄丽玲 黄定巨 杨雨涵 陈业豪 

韦克宏 谢丰莲 黄昌民 唐婷婷 索子善 江金梅 

谢质彬 资罗兰 罗世兰 黄彩莲 罗芸 李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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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 蒲秀滔 陈明星 李武强 黄福丽 李洪波 

陆心甜 黄梦梦 李雪静 董庆养 刘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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