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志愿地 志愿服务岗位
王敏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闫浩瀚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陈昊辉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施雨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沈欣仪 南京市 省项目办
吴沐原 南京市 省项目办
张世鹏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李奈夏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施琦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林玉朗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李越洋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郭冬妍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路丰萍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陈静雯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韩婷婷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裴宇宇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刘帆帆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耿春芹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刘克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卞松怡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武梦晴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沈宇航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张笑笑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孔德宁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史志腾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孟露露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常益豪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董伟东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连文莉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张芷珺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屈子龙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陈悦悦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孙豪文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邱露露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淦吉运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马丽丽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王宁宁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李彤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庄小茹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董婉颖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程奥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王家良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方楚敏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温永嘉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孙静思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秦梦迪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庄一鹏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张同庆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李萌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刘淑晴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张允允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刘畅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常昊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乔乔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张海龙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刘敏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汪璇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程功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侯沣桐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宋庆东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王芹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王叙森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崔小刚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张晨红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安文婷 徐州市 徐州市丰县
时浩然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唐子轶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王娇茜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石帅帅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刘臣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肖佳乐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孙玉凤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王艺霖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刘硕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吕永旺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陈腾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张程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朱盎然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沈尚文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张庆天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韩孟言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马艳文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王思坤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林志强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李泓政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褚知政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蔡雨婷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程相玉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李雨璐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孙浩然 徐州市 徐州市沛县
张亚飞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董霏霏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张琪瑶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胡娟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朱康宏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王好雨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胡欣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孙玉祥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刘雨龙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王茂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曹耀丹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夏雪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王凌宇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盛津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苗新举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赵言言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高韩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武和平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杨大卫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卢涛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刘畅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刘禹辰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张梦娜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赵静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邱致伟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单壮壮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王李月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吴心羽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李澳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袁艳春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吴梦珍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陈磊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杨雪华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张嫚莉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郑永元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刘俞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丁凯莉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白大帅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宋一玉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王晴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顾双吉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尚洋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杨雯宇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张凡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陈思思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李康健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王雨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汪文莉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刘畅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刘子涵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周鹏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王菊萍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刘帅帅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陈晨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郭军旗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杜梦圆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程怀玉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赵浩志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左世臣 徐州市 徐州市邳州市
陆芊羽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袁大智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王思语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赵子瑜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张诗杰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杨昕璋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张传龙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薛宇茜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袁宇萌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张俊龙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吴江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陈闯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程金雨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陈蔚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鲍思旭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王超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桑宇航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陈奔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厉晨萌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乔紫萱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江田田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张岩岩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闻政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王宇 徐州市 徐州市新沂市

蔡艳艳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宋凯歌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刘元庆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崔强强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张庆宇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林文旺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薛洁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曲琳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袁文君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周雨婷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韩一鸣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董晓楠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许志慧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刘萍萍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孙丹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何瑾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何双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王雪君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有佳琪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毕若妍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凌玲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赵子豪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陈晨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辛厚繁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许雪莉 徐州市 徐州市铜山区
何思源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段续成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徐静怡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王丹怡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孙明葳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赵琛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鹿怡然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吴鑫晨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胥悦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徐畅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张茜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周雨豪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魏星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乔傲峰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郭一鸣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权雨蒙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战岩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解秋荣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刘浩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吴岩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李洁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高雪健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陈佳佳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范铭恬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李雪 徐州市 徐州市贾汪区

郝梦圆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沈子扬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吴昕滟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何文静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许蔚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张赫轩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赵腾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田雪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张雨晴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朱志恒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邢星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王瑜鑫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路远争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马涵睿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李蕊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姬欠欠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刘周洁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刘佳珺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张舒怡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袁婧欣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杨静 徐州市 徐州市鼓楼区

吴优吴璐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刘园园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许雯玥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王闯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陈雨桐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汪子琪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刘思宇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谢欣然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潘超煜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赵畅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韩政廷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佟晓璐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赵紫怡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殷雅琪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张迪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李卓冰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张诚成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毛广宇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金典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李思凡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陈森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张思雨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黄紫洁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张延慧 徐州市 徐州市睢宁县
陈雪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宁巍巍 徐州市 徐州市云龙区
徐苏婉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韩佳宇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周轩昂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金冉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安梓瑜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李晓萌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曾陶然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张玉倩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李奕昊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童爱华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郑晶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朱婷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高子茗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严家怡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吕志豪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韩帅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顾辛锴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郑植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王亚琳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张明玥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戴向如 徐州市 徐州市泉山区
路新月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汪涵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李子辰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蔡彭宇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赵浚伊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袁甜甜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鲍子寒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王有鼎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陈明雨 徐州市 徐州市徐州市
盛玺蓉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张步芹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王正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姜安可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庄昌瀚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吴轩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孟铄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金涵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许好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乔冬惠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徐新年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章碧瑶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姚文君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段雨佳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唐笑影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仲奕衡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秦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董浩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颜培茹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花婷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张天姿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陈实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张国煜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程月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王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韩瑞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张云清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郭珈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娄宇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张雨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徐舒晴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唐胜洁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王芮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陈宏旭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董思铭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黄金晶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何泓甲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王一凡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张萌萌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马金山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任婧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何俊龙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郑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付剑锋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彭翔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刘淑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宋鑫旺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高长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曹睿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刘艺璠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徐志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倪周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陈梦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朱珈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王星晨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封晓蝶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徐旬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袁文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单靖凯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营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杨闯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高山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惠靖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张家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王蛟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朱啸颖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王雅雯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王爱静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赵俊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王焱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任超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邱芊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嵇双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潘婧妍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周天雅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方春然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马毓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姜一非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刘庆庆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秦浩格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何文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王新惠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施舒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郭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王家发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匡腾腾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姜真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邱浩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乔明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王睿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苏梦真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王小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王浩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姜文倩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来静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周一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霍雨佳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李馨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盛雯颖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潘海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孙佳瑞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王莉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于尚月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夏苏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唐钰坤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于子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陆韵竹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薛静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李昱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季梦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韦玲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徐淑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蔡天予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范淑媛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周苏红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李晨瑜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赵文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陈峥嵘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朱鑫冉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杨博雯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贾子晗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张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倪佳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范玲玲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张嗣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校地定向）
印旭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校地定向）

杨诗婕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校地定向）
陈虹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校地定向）
崔妍妍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校地定向）
周玉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校地定向）
宋佳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校地定向）
徐富伟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王少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朱之好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周学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郭文婷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王思燕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田睿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邵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校地定向）
韩杨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校地定向）
周婧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校地定向）

范子龙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校地定向）
陈鹏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校地定向）
季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地定向）
胡越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靳凯萌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张洋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李丹妮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东海县
左加欢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刘昊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庄雨晴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刘晓庆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杨文文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袁航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云县

刘祝祥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蒋乐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刘孟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成梦瑶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焦灿灿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时梦颖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灌南县
张岚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丁硕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尚庆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赣榆区
谢艾缙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陈天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韩颖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山悦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吕思婕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宋梦凡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王顺贤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龚芮娟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高璐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顾孝辰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连云区
周宏伟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沙子琳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桂洁雯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孟宏远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夏宝康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吴怡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吴秋杨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白天昊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何子缘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余仟淳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曹龙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雷乐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尹健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刘芊芊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谈星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市
沈冰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嵇阳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李晓清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冯可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宋俊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刘洋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孔昊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顾浩然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刘颖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尤张伟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孙景兴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苗祁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方子豪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旭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汪楚红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朱菁菁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李欣桐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贺然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张子怡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吕玥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吴晋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李瑞楠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辛皓翔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政翔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牟梦颖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李畅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严天琦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解佳举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段德健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夏盼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唐远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嵇静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袁童童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杜明昕 淮安市 淮安市清江浦区
邵文进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朱思杰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胡加宇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张昕澎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宋媛媛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李林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王子怡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吴伟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汪坤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史锦锦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潘晶晶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夏斯斌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史笑轩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孙中影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顾欣怡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赵韩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周晓露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陈瑾璇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许玲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许云蝶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熊悦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姬定康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史文丽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颜悦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张明健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陈焕章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邱天瑞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孙杰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张田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马欢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徐玲玲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黄梦倩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王  珊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蔡月昊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陶沫璇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吴建芳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郭俊杰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徐静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
吴杰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朱雪飞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吴颖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陈思莲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秦毓遥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何成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王小语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潘屹诚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贺雅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叶梦丹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蒋新宇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耿充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申靖雨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谭天宇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朱桉楠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黄宣娇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唐秀平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夏润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诸玥廷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张旭璐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刘宇豪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李志成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冯彦婷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王瑶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封宇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孙嘉怡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王心如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蒋诗振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何杰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魏迎迎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朱娇娇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孙文宇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姜洋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卢聪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宗文虎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徐凌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王强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胡永乾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孙亚林 淮安市 淮安市淮阴区
余梦婷 淮安市 洪泽区
万紫璇 淮安市 洪泽区
史毅 淮安市 洪泽区
孙颖 淮安市 洪泽区

孙友珩 淮安市 洪泽区
唐太阳 淮安市 洪泽区
陈欣冉 淮安市 洪泽区
何晓宇 淮安市 洪泽区
徐林杉 淮安市 洪泽区
刘圆缘 淮安市 洪泽区
徐梦摇 淮安市 洪泽区



莫翔宇 淮安市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定向）
张岚清 淮安市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定向）
朱凌志 淮安市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定向）
朱文举 淮安市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定向）
刘格 淮安市 淮安市洪泽区

陈诗婕 淮安市 淮安市洪泽区
杨盼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王嘉诚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张晓雨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孙艺闽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程薇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王金航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徐文静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孙晓宇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刘晶晶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李玉柱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张汉月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张莹莹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朱心怡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倪梓然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徐留菁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吕滟枝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王永杰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孙皓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何月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黄泓翔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黄天龙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鲍思宇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傅文溢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张智凤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潘昌飞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刘衡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张雅倩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徐善蒲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孙雨轩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丁恒霞 淮安市 淮安市涟水县
罗明秀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罗境然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丁晓天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毕梓豪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朱智慧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孙娟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伍树洋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宣莉莉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舒晨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姚语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朱彤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赵雨婷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张梦梦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姜潇帆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黄瑞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张新雨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滕金凤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曹也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李卓阳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许文祥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邹雨池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何一彤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校地定向）
孙婧文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校地定向）
季鹏瑞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校地定向）
侯炳成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李杨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阙朔阳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魏丹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陈唐诗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秦海云 淮安市 淮安市盱眙县
高蓉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彭舒奕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何蕙伶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杨洋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周睿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潘鸿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沈天煜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梁致远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王尊国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刘诗语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杨海涛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张悦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冀宇轩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张惠君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张莺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赵丹丹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定向）
陈登婧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定向）
徐闯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定向）

李天燕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定向）
胥善钰 淮安市 淮安市金湖县
蔡恺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吴思佳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胡宽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沈彩慧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高稚朋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吴燕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王沁春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梁田田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雍杰 盐城市 盐城市盐城市
王季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赵办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韩旭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刘宝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万仕宸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卞云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胡雨婷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赵晓草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王磊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朱雨洁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阮琦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孔苏苏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徐嘉梓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田景元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孙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王风荷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王露露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沈婧华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胡智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朱胜旺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顾传响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丁泽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陈娇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
陈剑楚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金程明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顾鑫莹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马玄月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魏雪丽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徐祥钰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郑洁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叶佳欣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戴岩苏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许亚文 盐城市 盐城市响水县（校地定向）
王玉洁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王子旋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陆彦瑶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李佳蔚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栾智琛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陈新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屠潇远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马梦柯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付腾玉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潘成龙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黄炜皓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张玉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金建晔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张钧贵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汤赟佳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许环宇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苏长志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徐荣明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陈威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骆悦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陶耀泽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王露露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邓文丽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卢子权 盐城市 盐城市滨海县
张欢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毛佳茗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葛华康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唐敏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郑亚俊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许浒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崔春艳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钱俊儒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甘钟月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路杨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孙宁欣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黄涛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曹云龙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蒋隆涛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喻欣楠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闫粉霞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汤咏琪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杨春雁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周思彤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陈静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叶佳佳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羊洋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管晓敏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吴佳佳 盐城市 盐城市阜宁县
金建伟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郑蕊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毕德鹍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陈鑫月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沈肖龙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张俊瑶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潘长胜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杨清婧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张洁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孙翰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张莉苑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季文静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徐连高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王映月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
刘宇宸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章耀文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周玉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杜洁 盐城市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徐冲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朱孜芊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颜磊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郁建夫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周玥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周哲华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章烨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黄依红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夏天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成明轩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王紫英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俞婷婷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定向）
李隆昊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定向）
刘书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定向）
陈丽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定向）

曹雪婷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朱恒立 盐城市 盐城市建湖县
王陈晨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周道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周阳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冯妍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崔铖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唐吕承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吴梓桐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赵敏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陆奕敏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薛铭宇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艾贵芳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崔慧敏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徐铮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赵藏娇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黄陈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谢璐瑶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廖铖欢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周兆微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陈广超 盐城市 盐城市东台市
姚裕丹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柏亚楠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詹研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刘永轩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调剂）
束涛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王梓璇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刘月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龚敏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顾阳玲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秦怡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李轩宇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朱唯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袁文静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陈阳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包晗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李海燕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冯莹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周思涵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孙红丽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陈柏香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陈玥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定向）
张斌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唐若辰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陈亚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卞林杰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范文悦 盐城市 盐城市大丰区
姜健军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张瑶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周琪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周万越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李桐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盛梦婷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胡欣雨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陆晔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夏月芊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朱梦露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孙励文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史玮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戴文辉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杭美玲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陈宇磊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花玥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李迎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徐静瑶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李留盛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杨昆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崔俊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李昕凯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洪茂华 盐城市 盐城市盐都区
阚鑫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季成玲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丁远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谭国鑫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彭明一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孙子涵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奚广海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卞锡梅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杨毅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周雨晨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徐颖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孙铭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丁浩然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孙丁一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徐海辰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梅袁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陈扮春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严淇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吴迪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区

张嘉佳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姚明辰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倪新莹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葛骞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胡海波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陈妍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程政宇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孟慧婷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田京冬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李浩然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徐奕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孙焕宇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赵婉茜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杨啸 盐城市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胡世杰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黄露瑶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沙成杰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申雪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袁溶雪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施雨晨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董炎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范子枫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刘轶轩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张司研 宿迁市 宿迁市宿迁市
倪睿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徐潼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戴雯杰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李秦阳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孙瑞其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卜文卿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丁强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范媛媛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苏蕊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朱星辰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徐雯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吴海岳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胡颖杭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王川川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张润恩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张婧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王苏悦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倪好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刘敏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陈钊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袁雨婷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李子坦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潘其聪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刘闯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戴明松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朱振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吴训武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陈昱伯 宿迁市 宿迁市泗阳县
冒毅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胡珂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祖伟同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胡麟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王思程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王添鑫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汪帮通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胡茹沙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宋雨婷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苗竣淞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王静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郑文昊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高江恒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宋小伟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马颖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陈美霖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何宇超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杨迦南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高曼芸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李泽清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陈成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石佳伟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张旭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马明阳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许桐源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周佳祎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任鹤静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蒋厚婷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杨颖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杨婉婕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臧子见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刘周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彭征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陈阳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王以娜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王伟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杨溢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袁雅婷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倪曙薇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周英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周晓龙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朱子玉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俞嘉懿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陆亚钧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张亮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刘维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古力批牙·比拉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孙润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县

曹姝悦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杨政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罗靖南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陈智九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殷国良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伏建权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王艺润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余艺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王睿琦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张琳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罗家坤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刘亦航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孙振恒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朱海璐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李文宇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徐暑暑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傅广宇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殷昌雪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王家俊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袁藤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陈昌俊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胡苏吉 宿迁市 宿迁市宿城区
张可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吉洁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张乃皎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杰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杨雅晴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徐政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丰萍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陈虹玮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黄鑫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徐杰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黄鑫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刘璐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子健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徐盈盈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艺炜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胡宇琪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侍薇薇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张文扬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高秀芹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徐小涵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朱欣煜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庄雨婷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方思源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张琴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滂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杨征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昕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孙慧敏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徐畅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柴婉蓉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晶晶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胡可昕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王宁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周复景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张践 宿迁市 宿迁市宿豫区

潘菁菁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魏诗璇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孙淑雯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王静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王显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武菲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祝新宇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梁旭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周倩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鲍浩业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干陈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刘蛟龙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马飞龙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王欢欢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胡婷婷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吴凤洁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孙虎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叶林波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仲悦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郄晶晶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叶青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刘思琪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王震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闫加伟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李林娇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汤晓萱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张一婧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王琪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仲凯旋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高志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谢雨欣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崔文铭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刘彤彤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周若琪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唐福林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毛鑫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张仲望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张状状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董蓓蓓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张龙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周宏伟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季晨辰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冯唯唯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徐畅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仲芷萱 宿迁市 宿迁市沭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