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击疫情 希望同行——
广西希望工程特别行动第十九批爱心榜

个人名单： 企业（集体）名单：

1.银行转账捐赠 1.银行转账捐赠
陆思连 常姗姗 李喜琴 梁瑜 广西龙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二维码扫码捐赠 2.二维码扫码捐赠

陆日港 刘晟泽 卓小琳 陈婷 诗意 韦朝会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团委
无名 马泽楷 黄悦玲 黄慧颖 陈婉晔 甘永美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院会计1805班32名同学

韦丽珍 陈燕 邱涟玉 陈杏坚 谢欣 李萧曼 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
黄莉媛 胡梦祎 卢绣云 郭美淇 秦艺 刘功燕
易美伶 杨海燕 LDH 刘鹏飞 王俊芳 何佳玲
谭丽凤 何凤强 刘康成 覃海如 李光盛 李春梅
宁富华 学生 李懿 程芦珍 苏丽丽 宁泳政
你爸爸 王德伟 刘海森 田代庆 陈开松 杨潇
潘彩蓉 莫素云 梁金连 施国盛 李雪莹 林莉莉
彭观 彭梅艳 陈彦宇 许世朋 农职学生 陆彦佐
莫武 孙泽潮 周静 杨小钦 黄小云 王琳
刘鑫 罗雨绵 秦丽华 覃艳萍 凌桂婷 李伶斯
卢桂健 李晓飞 李燕彩 李嘉欣 隆有名 伍开颜
吴宣兰 1 李海成 岑美琳 覃婷 邓桂珍
宁庆晶 聂永婷 封碧琪 马凯福 蒋丽芳 黄源源
洪子力 何观生 陈丽贞 蔡日菊 黄丽燕 蓝菲玲
黄佳敏 莫小妹 劳积翔 宾彦 黎良桂 沈莹莹
杨馥连 王福优 潘延盛 李龙文 韦炬婵 张华能
华家佳 黄秀莲 伦月杏 庞家兰 刘子龙 黎慧芳
傅敏贤 闫陈惠 黄萍萍 潘国彬 唐柳婷 杨慧铟
周胜 黎李月 黄柏芳 蒋建萍 张秀清 罗芳
黄围 唐利圆 陆万结 李佳容 孙月恩 韦艳
韦幸杏 梁培玲 岑春收 刘继安 李龙 郑世幸
卢慧欣 叶倩希 黄青榕 黄荟林 胡梅香 罗雲之
农荣高 莫雪华 张佳宇 罗铎华 黄田 吴海菲
黎显江 黄彩遥 韦利珍 汤理秋 黄诚诚 李景
杨小妹 韦雨诗 游雪梅 黄明慧 覃千千 卢雪倩
韦胡丹 杨燕冰 谢宗俐 张祚鑫 李响 陆爱尹
唐玲 吴玉义 黄德过 梁慧兰 彭世槐 莫丽宝
陆泰伊 许开方 吴昌源 黄燕梅 蒙奂妤 朱媛媛
杨明珠 黄钰婷 陆冬梅 廖伟文 覃培婷 黄涵
杨秋芹 詹永路 郑贤淇 黄彩红 黄耀霞 黄纤纤



黄彩凤 欧汝思 莫慧琳 陆莹莹 黄卓艳 钟丽丽
何秋媚 刘英杰 陈家乐 杜万楷 蒙超芬 何明远
岑创杰 雷晶如 凌雪鑫 陈欣妮 许新桃 梁庆招
莫凌云 隆芳萍 李绿霞 钟开珍 谢宗秀 胡金贵
彭红玫 陈 梁芷 程炜坚 农梦思 廖俊香
林倩倩 刘秋意 侯毅 林石兰 凌香婷 林海峥
陈煜文 卢兰梅 梁运 韦斯文 庞剑波 赵华剑
杨秀聪 覃大忠 韦雯鑫 黎承隆 盘铃川 杨广颜
文彩娟 阮美云 许素苑 刘茜妮 曾嘉俊 蒋文丽
王丽南 刘春晓 刘小滨 廖丽 莫惠婷 岑月娇
韦茂洋 梁燕 韦晓晴 韦利淑 梁凤娇 谢柳阳
N先生 黄焕婷 刘珊娜 兰钿 余良鹏 甘静
黄红怡 胡雅婷 梁秋溶 周惠格 简奕 黄秀妮
陈小彬 陈梅清 李俊 李瑞睿 梁颜 陆金美
梁菲菲 黄玉红 彭熙惠 蒋婧 吴彩霞 贾敏敏
刘美金 李红秀 林玉莲 雷明珠 何兰兰 严秋菊
覃珍桂 周臣 邓家彤 陆敏 冼钰林 吴华坤
梁晓晴 叶雪怀 韦金线 韦小玲 刘晴虹 覃美林
罗必淮 刘珂欣 唐星港 农维唯 刘怡 陈群
陈子琪 林昕 裴小慧 邹小燚 邓清丹 香丽莹
苏枫媛 伍楚月 陆吉 天然呆 陆君 覃兰
甘峰年 邓世明 兰冬伶 李海婷 梁佩 李
何国发 吕嘉琦 黄燕如 赵文艳 陆敏思 廖晓梅
李海廷 陈增艳 杨志权 罗双洁 盘方媛 王小燕
覃丽州 区富增 朱青 滕媚 黎秀妮 叶婷
蒋琦 伍美惠 陈泽慧 陈木荣 贺霏 蒋文滔
黄小栩 罗祥熙 唐巨英 龙建霖 黄华锦 莫金炎
陆静艺 林燕霞 黄玉婷 邓彩诗 韦素醒 覃
梁志春 宁冬燕 廖珍珍 李代红 覃向昆 蔡文
杨佳丽 韦世华 韦钰婷 无 林明宇 谢文连
陈海燕 苏胜兰 陆妍竹 韦晓春 陈芝伶 黎国柳
陈润权 莫永安 陆云 黄丽棋 卢城立 陈一家
李丽娜 王佩灵 黄凤桃 吴成杰 牙秀棉 黄必领
梁钰 丁莉 宁经璇 秦平平 潘强 盘训星
蒋康达 黄美夜 吴大壮 王菲 莫柳荧 李金花
马小缝 廖春耕 罗婷 吕云龙 陈海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