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困难

柯西琴 周海峰 杨江涛 曾诚 罗雪玲 欧凌鑫 龚意 袁长健 史朝阳 齐冉 章忍 罗扬峻

李思龙 李江接 杜纪雄 舒刚 谢泽翔 许强 张平 张振 肖天宝 唐宗为 程紫薇 罗锦程

李智同 魏婷婷 陈宇灿 陶葳 谭晓 徐紫筠 左兰慧 詹佳鑫 王海良 王奥轩 兰易 周雨梦

冯家阳 胡清宇 杨博 蒋博闻 罗海松 宋超 杨伟 周思俊 周帅鹏 张炀 方乾 何玉琦

刘田 庄小彤 张仪 管鑫 孙铭泽 张弛 雷锦宇 王晨曦 奚齐丹 祁苗 李春艳 杨莉

王珍山 谈爱 黄仲楠 徐潇潇 郑洁 王小龙 胡超 廖泽高 徐鸿 任俊阳 林正明 熊仁清

胡俊宇 张慧 王松 王宇杰 谭志胜 陆青鸾 黄华 黄锐 田鹏飞 王亚新 刘琛 刘洋舰

郑再燕 罗继祥 王秀春 张巧玲 陈瀚东 李雷腾 吕志强 周浩 黄蒙恩 王叶俊 崔家宁 余狮

田伟大 万秋月 张艳 刘梦均 孙红霞 张波 管明逊 彭甜甜 郭俊 许环龙 陈宇 杨璟华

龙双双 杨叶 陈文博 张紫依 汪论健 刘万发 吕佳鑫 赵豪 向本恩 杨万良 陈湄 李秋阳

朱兴 王魁 金亦威 张维香 任媛 张强 王梦凯 田州 陈琦 程华杰 代煌 熊毅

范万权 陈奥杰 余游 马琪 高兴 周尉蓝 陈星亮 周李娟 多杰才旦 朱子熙 王心怡 蔡敏

冯明 秦小宝 安晓娟 徐杏子 谢帝成 郑雨晨 贾甜甜 余梁茵 秦小丽 张清宜 高旭 陈佩佩

袁礼明 郭鹏 蔡慧娟 高航 刘少伟 梁武 刘程洋 余莉 尹宏杨 邓志菲 杨华 陈巧月

刘春雨  袁芹芹 汪金松 龚新柱 卢俊春 吴佩钰 乐超洋 洪文娟 饶青钢 程浩  刘欣欣 蒋瑶

杨源 斯玫 冯斗勇 江浩 钱闻杰 葛帆 屠齐 高兴 唐樊 周瑞阳 黄泰松 杨亚丽

冯灿 洪军 陈朋 赵琪 石成学 冯星科 王琴 杨禾森 周淑平 贺雅洁 杨田 杨澳东

潘海雁 陈浪 陈昕 李凤杰 管明惠 李航 肖金旺 李双亮 郑香芝 许杨 符曼秋 赵孝宽

宋林玲 匡伟 武彦默 王玲 龚纯伟 张广宝 谢晓明 彭丹 王小娟 陈红 金瑞琪 魏荣琦

万成龙 朱仕炎 张金凤 刘道志 胡铁 张帅 吴洋 盛东南 吴佳炜 阳思雨 胡松江 文望盛

张雨薇 罗邱亮

困难

柯西琴 张剑青 周慧越 万登民 杨柳 孙婷 穆泽春 魏军 姬付晓 唐雨涵 凡秀平 向棋

李思龙 陈可官 胡蝶 范文涛 胡兴娥 林锡泉 彭强 朱灿富 肖剑 王洪儒 陈龙 王旭坤

吴圣子 郑依凡 黄少轩 刘胜 陈宇哲 邬进 许明杰 杨泽宇 张方宇 王幻 余志颖 李淑琪

邹文龙 周本祥 符锦涛 艾定哲 史江红 张晓玉 湛骏 陈松 俞程昂 何锐 陈国雄 丰晓鸣

方军 汤超群 罗聪 陈敬旺 成姚 胡莹 张慧燕 俞程昂 杨紫薇 曹倩 王豪成 李俊杰

罗敏 陈双 王冬梅 李江接 孙婷 张士鑫 张丽娟 马莉 张梦轩 徐杨 赵恒 郭宇航

叶梦娇 刘荣 吴婷浪 张艺茹 袁玉萍 吴萌萌 马思琪 王依海 王俊辉 张丽 陈佳杭 董小蝶

刘骞 李泽承 冯雪 韦宗志 张淑欣 张玉阳 李勇 彭欣宇 杨灿 向嘉 董卓 李异仁

张绪 张航 柳一帆 张宇超 张玉阳 鲁欣 鲁康一 谭梦慧 周启涛 周国姜 罗娟 昌炳世

刘晴晴 郑闵之 黄倩 汪勇志 许乐 李芳 李卓羽 雷聪 李明檐 鲁政 杨正宇 杨鹏

焦昱 郑洋铮 白云浩 丁恒 张豪 张志强 蔡丽 汤琳琳 彭子怡 赵祖爽 孔德勇 李春艳

陈焱梅 张晨 王佩 陈星亮 张继漾 廖雅莎 张亚鹏 叶宏 刘新茹 李书梦 王立春 郑海海

郑楠 唐思铭 官锐 田邦 胡峰 蒋君 朱玉婷 盛卓 黄江龙 邓智强 聂书画 向鹏鹏

潘云珍 赵奇奇 余文倩 吴健炜 秦江黎 王春月 张田田 张建清 范绚 万炎清 王相扬 何旺新

孙小凤 陈学创 吴红莉 彭昱 张红雨 吴健龙 赵诗琪 谢敏 李心 袁发浩 向嫔妤 夏琴

李钢 陈茜 胡诗宇 张振兴 周琦爽 赵勇 潘飞 韩颖 罗莹 段宗续 徐鸿 李念

余旭东 付俊辉 郑程中 储召轶 张玲 陈勇军  古慧雯 张玉 唐丽 戴小雨 米俊伟 陈忠浪

刘照 刘金平 黄蕊 肖世奇

一般困难

孙俊辉 吴佳倩 杨鑫 高远杰 邹倩倩 舒博 张阳阳 刘振宇 刘文慧 余齐齐 王高敏 潘海雁

于永浩 张侠 杨子剑 郭彬 胡宇阳 王金花 潘梦丽 王一枫 凡智俊 汪雷刚 孟雪冰 王加荣

朱萌 李小龙 孙树佳 张恩利 黄芙蓉 蔡晗 黄菁莉 霍祺桢 陶世德 张烊 胡云霞 符东儒

唐许斌 唐许斌 孙嫣然 彭尚 刘天成 吴优 朱僖僖 陈昕 黄锐 蔡瑜 付彩凤 张宇

周刘星 周刘星 胡珍 李宇航 何嘉慧 周晓芸 钟格 杨环宇 谢恒杰 王保健 马吉坤 李浩轩

陶保安 刘焱刚 徐超 吕佳丽 李溢洋 甘文灿 魏金壮 张灿明 宋欢 陈东 姜鹤云 管自选

方仕德 程运娇 符振海 聂桥梁 余光兴 邴昕 章益 徐思凡 陈培栋 赵建华 黄思思 胡攀

丁凯凯 刘冕 孙永发 熊静 陆小梅 王伟豪 周灿 梁晓超 燕瑶 李玉清 程林霞 胡洁

张拯 金鑫 李琪 喻晴 林远宏 赵涵 程涵 汪玉龙 张宇 郑园园 王心怡 张嘉诚

孙肖悦 陈燕玲 栗宇明 杨鑫 李卓能 韦丽洒 马莹莹 文云 张志康 卢晗芝 彭书恒 李思颖

明静松 张意 王慧 褚悦 韩思琦 廖磊磊 胡名星 校辉 郑园园 许先棋 皇玲玲 程闵

蔡钢英 罗建城 曾思豪 陈德民 李海霞 饶国奇 王依然 管昊伟 柴业涛 邹奕迪 李浩平 蔡青云

汪珍珍 钱芳 葛武强 何扬洋 熊阳茹 罗周 孟飞宏 黄依婷 麦玉蓉 汪绪政 马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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