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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茆晓节，女，阜宁中学，录取苏州

科技大学。母亲患罕见疾病，长期服药，丧
失劳动力，爷爷瘫痪，父亲务农照顾。

272、梅倩，女，泰兴黄桥中学，录取北
京林业大学。父亲车祸致残，三个孩子上
学，母亲压力很大。

273、梅素娴，女，东台中学，录取江苏
师范大学。母亲重病，丧失劳动力，父亲体
弱打零工。

274、牛斌，男，淮安中学，录取常州大
学怀德学院。父亲病故欠债，母亲辛苦打
工供上学。

275、潘晨，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新
疆理工学院。父亲患病，欠许多债，奶奶又
患重病，正在治疗中。

276、潘高政，男，滨海中学，录取哈尔
滨体育学院。父亲做双肺移植手术，费用
巨大，终身服药。

277、潘晓涛，男，灌云南师大附中，录
取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父亲常年患
重病，母亲在外做工，收入不够医药费。

278、钱志敏，女，泰兴中学，录取南京
工程学院。母亲病故，父亲出过车祸，劳动
力一般，收入微薄。

279、秦嘉振，男，响水中学，录取绍兴
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父亲车祸致残，无法
工作，母亲打零工，去年患病，积蓄用尽。

280、尚陈玮，男，盐城中学，录取南京
邮电大学。父亲车祸去世，爷爷奶奶多病，
母亲打零工。

281、邵杨，男，建湖中学，录取南昌航
空大学科技学院。父亲去世，母亲做过手
术，靠低保和2亩地流转金生活。

282、沈美琪，女，大丰中学，录取扬州
大学。母亲今年患重病，父亲陪医无法工
作。

283、施才业，男，盐城龙冈中学，录取
长春光华学院。母亲心脏病去世，父亲患
病，不能体力劳动，入不敷出。

284、石骏杰，男，如皋石庄中学，录取
南京林业大学。父亲患哮喘等病，母亲一
人打工兼照顾家庭。

285、石力，男，金坛华罗庚中学，录取
浙江理工大学。家人不断车祸及生病，经
济相当拮据。

286、石浦林姗，女，如皋第一中等专
业学校，录取三江学院。父亲身患多病，母
亲糖尿病并发症，均丧失劳动力。

287、宋云，女，灌南中学，录取安阳工
学院。母亲精神残疾，父亲种地为生。

288、孙宝雨，男，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录取徐州工业技术学校。母亲精神残疾，
叔叔和弟弟智力残疾，父亲年纪大，劳动力
弱。

289、孙涵，女，灌云中学，录取浙江树
人学院。父亲是残疾军人，母亲常年卧病，
全家靠二亩地生活。

290、孙佳峻，男，盐城市一中，录取泰
州学院。母亲重病，不断治疗，负债累累。

291、孙洁，女，阜宁中学，录取临沂大
学。单亲，自幼父母离异，父亲身体不好，
收入低。

292、孙康俊，男，阜宁东沟中学，录取
南京林业大学。母亲病故，父亲工资低，奶
奶因病截肢。

293、孙璐，女，高邮临泽中学，录取南
京晓庄学院。母亲车祸去世，父亲离家出
走，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294、孙婷，女，洪泽中学，录取浙江理
工大学。母亲出走，父亲在外打工，爷爷患
脑梗。

295、孙云，女，阜宁中学，录取淮阴工
学院。母亲智力残疾，无劳动能力，父亲务
农供姐弟两人读书。

296、唐楠，女，射阳中学，录取泰州学
院。母亲精神残疾，父亲打工，收入不多。

297、陶吉，男，射阳中学，录取徐州医
科大学。父母离异，母亲出车祸肢体残疾，
低保户。

298、万蓉蓉，女，滨海明达中学，录取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父亲在外流浪，母
亲去世，姐弟随外祖父母生活，负债累累。

299、汪苗，男，盐城第一中学，录取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母亲精神残疾，不能自
理，父亲体弱多病，工地做工。

300、王典，男，东台唐洋中学，录取苏
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父亲重度残疾，无
行动能力，母亲一人支撑家庭。

301、王飞，男，金坛华罗庚中学，录取
山东济南大学。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抚养
三个孩子，哥姐都在上大学。

302、王福鑫，男，盐城伍佑中学，录取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父亲去世，母亲离家
出走，多病祖父母将他养大。

303、王红，女，灌云第一中学，录取江
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父亲去世，弟妹都
在上学，妈妈负担不起。

304、王鸿雨，女，灌云中学，录取淮阴
工学院。父亲去世，母亲抚养两个孩子，负
担重。

305、王惠敏，女，阜宁第一中学，录取
晋中学院。孤儿，父母相继去世，寄居姑姑
家。

306、王娇娇，女，响水第二中学，录取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母亲患病，无
工作，父亲肾脏切除，术后劳动力弱，妹妹
上小学。

307、王黎明，男，阜宁中学，录取宿迁
学院。单亲，母亲因车祸致残，母子靠外祖
父母生活。

308、王明秀，女，东台中学，录取济南
大学。父亲脑部疾病二级残疾，母亲改嫁，
靠奶奶种几亩地生活。

309、王瑞，女，新沂瓦窑中学，录取南
京艺术学院。单亲，父亲腿残，去年又出车
祸。

310、王胜，男，高邮第二中学，录取常
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父亲工地摔落身
亡，母亲身体不好，带病打工。

311、王晓文，男，响水第二中学，录取
四川轻化工大学。父亲病故，母亲改嫁，靠
爷爷奶奶种田和低保生活。

312、王心羽，女，东台三仓中学，录取
徐州医科大学。父亲去世多年，母亲种田
为生。

313、王鑫鑫，男，射阳中学，录取南京
工业大学。父亲去世，欠债，母亲务农。

314、王妍，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盐
城工学院。父母双残，父亲勉强做保洁工
作。

315、王宇，男，滨海中学，录取徐州医
科大学。父亲患病，不能体力劳动，爷爷奶
奶均重病，母亲打工收入微薄。

316、王悦璇，女，新沂第一中学，录取
江苏师范大学。父亲病故，欠债十万元，母
亲开小店卖农具供孩子读书。

317、王洲，男，盐城龙冈中学，录取无
锡太湖学院。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留下一
笔债，随爷爷奶奶生活。

318、韦雨涵，女，大丰南阳中学，录取
南京晓庄学院。母亲生病，无工作能力，姐
姐也考上大学，父亲压力大。

319、吴彩云，女，射阳县中学，录取江
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母亲患脑干出血，
成植物人，两个孩子读书，父亲压力很大。

320、吴晶晶，女，高邮中学，录取苏州
科技大学。父亲重病，奶奶中风，母亲一人
撑起家庭。

321、吴军，男，盐城大冈中学，录取南
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母亲先天智残，父
亲患尿毒症，家庭靠外祖父母支持。

322、吴小雨，女，洪泽湖中学，录取三
江学院。母亲患糖尿病，肌肉萎缩，父亲腿
受伤，不能体力劳动。

323、吴忠诚，男，高邮求知学校，录取
南京晓庄学院。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抚养，
含辛茹苦。

324、吴紫瑜，女，淮安清江中学，录取
西安音乐学院。父亲打工，收入不高，三胞
胎姐妹都考上大学。

325、夏月，女，洪泽中学，录取江苏科
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母亲离家出走，父
亲身体不好，打零工。

326、项德龙，男，阜宁中学，录取新疆
农业大学。父亲病故，母亲患脑梗，劳动力
弱，弟弟读高中，全家靠低保生活。

327、徐必承，男，丹阳吕叔湘中学，录
取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单亲，父亲体
弱多病，工资微薄。

328、徐怀玉，女，射阳县中学，录取徐
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单亲，父亲智

力残疾，无自理能力，靠爷爷和亲友资助生
活。

329、徐娇珑，女，灌云中学，录取辽宁
对外经贸学院。母亲精神残疾，姐姐大病
花很多钱。

330、徐涛，男，阜宁第一中学，录取江
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自幼父亲去世，母
亲不辞而别，和祖母相依为命。

331、徐薇，女，兴化中学，录取南京理
工大学。父亲从高处跌落，二级残障，母亲
扛起家庭重担。

332、徐文杰，女，响水中学，录取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父亲脑疾，母亲劳累成疾，
姊妹四人上学。

333、徐艳，女，射阳县中学，录取江苏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父亲病逝，妈妈智力
二级残，靠政府补助生活。

334、许颖琦，女，大丰新丰中学，录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母亲出走18年，
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收入低。

335、严斌，男，洪泽中学，录取扬州大
学广陵学院。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打工
收入低。

336、晏慧春，女，新沂第三中学，录取
宿迁学院。母亲患血液病，药费昂贵，妹妹
上高中，父亲在外打工。

337、杨晶，女，盐城实验高中，录取江
苏科技大学。父亲重病，失去经济来源，母
亲三轮车送货，维持生活。

338、杨井兴，男，灌云中学，录取徐州
医科大学。父亲68岁，种几亩地，母亲残
疾。

339、杨涛，男，盐城龙冈中学，录取三
江学院。母亲离家出走，父亲残疾，需人照
料，靠社会和亲友资助生活。

340、杨宇芹，女，大丰南阳中学，录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母亲视力残疾，
无工作能力，父亲打零工。

341、姚必超，男，阜宁陈集中学，录取
吉林外国语大学。单亲，自己和爷爷奶奶
相继生病，治疗欠债。

342、姚驰，女，如皋石庄中学，录取南
京晓庄学院。父亲病故，母亲重病在身，无
劳动力。

343、姚沁怡，女，高邮第一中学，录取
金陵科技学院。父亲腰椎骨折，不能干体
力活，奶奶重病，负债多。

344、应家文，男，石庄高级中学，录取
湖南科技大学。单亲，父亲受伤成植物人，
奶奶老年痴呆，都靠爷爷照顾。

345、雍浩睿，男，泰兴市第一中学，录
取江西理工大学。父亲病故，欠债六十多
万元，母亲做缝纫，腰椎间盘突出。

346、于飞宇，男，灌南中学，录取南京
工业大学。单亲，母亲务农，供上大学困
难。

347、岳君，男，丹阳中学，录取常州大
学。单亲，祖父母都是重残，父亲一人赡
养。

348、臧宇，男，灌云中学，录取江苏电
子信息职业学院。母亲离婚出走，父亲常
年不归，靠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患重病。

349、张楚，男，新沂第一中学，录取南
京理工大学。父亲精神残疾，母亲打工收
入低。

350、张坤，男，洪泽中学，录取盐城师
范学院。父亲患白血病，负债多，母亲打零
工照顾。

351、张琴，女，扬中高级中学，录取南
通大学。单亲，爷爷患重病，治疗欠债，父
亲收入不稳定。

352、张荣容，女，淮安楚州中学，录取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父亲患重病，失
去劳动力，母亲支撑家庭。

353、张瑞倩，女，泰兴第一中学，录
取河北工程大学。父母离异，父亲常年不
归，姐弟三人靠奶奶抚养，奶奶摔伤行动
不便。

354、张仕琦，男，大丰南阳中学，录取
盐城工学院。父亲腰椎滑脱，不能干重活，
全家靠母亲种地。

355、张腾鹏，男，洪泽中学，录取南京
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单亲，父亲生病，无工
作收入，靠祖父母退休金生活。

356、张婷，女，洪泽中学，录取江苏农
林职业技术学院。母亲精神残疾，父亲听

力肢体都残疾。
357、张鑫，男，赣榆赣马中学，录取邵

阳学院。父亲离世，欠债多，母亲在村里做
环卫维持生活。

358、张耀斤，男，新沂棋盘中学，录取
江苏师范大学。单亲，母亲体弱无固定收
入。

359、李洁，女，灌云中学，录取河北经
贸大学。父亲遗传性眼疾，母亲积劳成疾。

360、赵晨，男，高邮三垛中学，录取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母亲今年去
世，治疗花几十万元，父亲收入不高。

361、赵欢欢，女，新沂第三中学，录取
南阳理工学院。父亲患肾病，和奶奶换肾
后，长期吃药，母亲打工，收入微薄。

362、赵雅兰，女，响水第二中学，录取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单亲，父亲做工，
积劳成疾，爷爷残疾，奶奶重病。

363、赵子怡，女，阜宁第一中学，录取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自幼母亲出走，
和祖父母生活。

364、郑双楼，男，灌南中学，录取徐州
工程学院。自幼父亲去世，母亲工资不高，
靠低保和资助上学。

365、郑续婷，女，苏州东山中学，录取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父亲去世，母亲
精神残疾，无劳动能力。

366、仲婷婷，女，赣榆厉庄中学，录取
安徽新华学院。父亲车祸去世，母亲改嫁，
随祖父母生活。

367、周红，女，阜宁县第一中学，录取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父亲出车
祸，生活不能自理，欠债几十万元，母亲照
顾无工作，妹妹也考上大学。

368、周慧敏，女，泰兴黄桥中学，录取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母亲患红斑狼
疮等，常年吃药，父亲身体不好，坚持打工。

369、周俊杰，男，建湖中学，录取徐州
医科大学。父亲残疾，经营小生意，极其困
难。

370、周仲洁，女，连云港新海中学，录
取徐州医科大学。父亲今年高处摔下，胸
椎骨折，母亲患眩晕症，姐弟四人上学。

371、周子歆，男，金坛华罗庚中学，录
取南京师范大学。单亲，父亲打零工，奶奶
有病。

372、周足琪，女，大丰新丰中学，录取
宿迁学院。父亲五年前病故，欠下外债，母
亲经营小卖部维持生活。

373、朱继军，男，大丰中学，录取江苏
师范大学。父亲病故，母亲体弱多病，打点
轻工。

374、朱洁，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淮
阴工学院。母亲去世，父亲流浪在外，现和
爷爷相依为命。

375、朱进华，男，大丰南阳中学，录取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母亲出走多年，
父亲患风湿关节炎，劳动力差。

376、朱磊，男，大丰中学，录取天津理
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自幼母亲出走，奶
奶多种疾病，父亲打零工。

377、朱琪，女，大丰中学，录取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单亲，随母住外婆家，外祖父
母残疾多病。

378、朱巧玲，女，洪泽湖中学，录取成
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父亲患尿毒症，母
亲务农，姐弟两人读书。

379、朱蕊，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江
苏理工学院。父亲摔倒成植物人，后去世，
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380、朱树钰，女，如皋石庄中学，录取
南通大学。单亲，父亲患病，常年服昂贵药
物，爷爷奶奶多次手术。

381、朱月靓，女，如皋长江中学，录取
重庆三峡学院。父亲伤残，奶奶瘫痪，靠残
疾补助和母亲打零工生活。

382、庄玉婷，女，大丰南阳中学，录取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本人患类风湿
关节炎，生活不能自理，母亲陪读照顾，父
亲打零工。

383、田怡，女，灌云第一中学，录取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母亲出走，父亲打零工，
妹妹读高中。

384、王思敏，女，灌云中学，录取淮阴
工学院。母亲车祸去世，弟弟读大专，父亲
身体不好，打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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