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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阳光学子名单（301-401名）
301、王子衿，女，洪泽中学，录取南京

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父亲去世，奶奶去年病
逝，母亲改嫁，本人患慢性病，需长期吃药。

302、孙文静，女，洪泽中学，录取岭南
师范学院。单亲随母，母亲打几份杂工维
持生活，外婆年迈多病需母亲照顾。

303、张铭泉，男，阜宁中学，录取南京
工程学院。母亲2019年患重病，花医疗费
20余万元，父亲工资入不敷出。

304、王玉菲，女，滨海中学，录取玉林
师范学院。母亲膝盖粉碎性骨折，正在上
海治疗，花费25万元左右，父亲打零工维
持家用。

305、周济，男，阜宁中学，录取沈阳工
业大学。父母患重病多年，均体质差，无劳
动力，靠社会和亲戚资助生活。

306、杨勇，男，灌云中学，录取盐城工
学院。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抚养4个子
女，一个姐姐大学在读。

307、王瑞琪，男，响水中学，录取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幼时父亲去世，母亲种地
抚养两个孩子，现出事故腿部受伤。

308、毛东亮，男，南京师范大学灌云
附属中学，录取常州大学。父亲早年去世，
母亲身体不好，做简单缝纫活维持生活。

309、罗婧昀，女，盐城市第一中学，录
取金陵科技学院。父亲重病，长年休养，母
亲务农打零工，妹妹上学。

310、王祥杰，男，赣榆中学，录取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父亲去世，兄妹三人上学，
母亲负担太重。

311、纪文娟，女，大丰新丰中学，录取
徐州工程学院。单亲，一岁时母亲弃家出
走，爷爷去年中风瘫痪，家中靠父亲回收
废品的收入生活。

312、叶雨菲，女，泰兴市第四中学，录
取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父亲2019年
患白血病，治疗至今花费巨额，借遍亲友。

313、王颖慧，女，泰兴市第三中学，录
取淮阴工学院。父亲2018年进行心脏瓣膜
主动脉置换手术，不能打工且需终身服
药，药物价格不菲，母亲务农打零工。

314、杨广震，男，赣榆赣马中学，录取
徐州工程学院。父亲因病去世，欠不少外
债，姐姐大学在读。

315、姚蕾，女，射阳中学，录取吉林工
程技术师范学院。母亲先天智力缺陷，父
亲听力残疾，脑神经受损，父母离异，和父
亲靠几亩地和低保生活。

316、唐玉，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父亲重病术后，丧
失劳动力，母亲肾病综合征等，做保洁，治
疗负债累累。

317、万林林，男，盐城市龙冈中学，录
取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孤儿，出生前父亲
去世，母亲改嫁，和爷爷奶奶生活至今。

318、夏政，男，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录取新疆农业大学。九岁时父亲去世，和
母亲相依为命。

319、陈锡闯，男，射阳中学，录取湖南
科技大学。父亲2009年病逝，母亲务农打
杂工维持读书上学，收入微薄。

320、卢文燕，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
扬州大学。1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打工维
持生计，爷爷前两年又中风。

321、丁志强，男，灌云中学，录取淮阴
工学院。父亲早年去世，姐弟几人读书，全
靠母亲打零工和几亩地的收入。

322、丁文静，女，大丰中学，录取苏州
经贸职业学院。父亲精神残疾，经常住院，
母亲是外地人，从事简单农活，无经济来
源。

323、方正，男，如东马塘中学，录取泉
州师范学院。单亲，随母亲生活，母亲因股
骨头坏死，肢体残疾，无固定收入。

324、袁嘉玲，女，灌云中学，录取淮阴
师范学院。母亲出走多年，父亲腰胸椎压
缩性退变，不能劳动，妹妹读高中，全家靠
几亩地和低保生活。

325、徐函，女，响水县第二中学，录取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父亲患阿尔
兹海默症及脑血管畸形等，全家靠母亲打
工支撑，弟弟读小学。

326、顾琳，女，盐城时杨中学，录取山

东英才学院。父亲去世，治疗欠债二十多
万，多病爷爷奶奶需母亲照顾。

327、田翱铭，男，灌云中学，录取华北
科技学院。父母双残，母亲一级残疾，父亲
不能体力劳动，家庭非常贫困。

328、王浩，男，东海中学，录取南京工
程学院。母亲精神疾病，长期服药，无劳动
能力，父亲脑血栓后遗症，磨水晶收入不
多。

329、黄晨鑫，男，如皋江安中学，录取
南通大学。父亲突发心肌梗塞，留下心衰
后遗症，丧失劳动力，全家靠母亲支撑，两
个孩子上学。

330、王欢，女，阜宁中学，录取南通理
工学院。年幼时父亲去世，哥哥读大学，母
亲独自供两个大学生非常困难。

331、杨新源，男，滨海中学，录取青岛
理工大学。父母聋哑残疾，收入微薄，奶奶
80多岁需赡养。

332、石静怡，女，如皋江安中学，录取
湖北师范大学。父亲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母亲多病做两次手术，两人常年吃药。

333、于越，男，武进洛阳高级中学，录
取苏州城市学院。母亲今年初查出重病，
正在治疗中，治疗费及两个孩子学费，父
亲难以维持。

334、何磊，男，东台安丰中学，录取无
锡学院。父亲2008年车祸去世，爷爷奶奶
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全家靠母亲一人承
担。

335、周仁慧，男，宝应中学，录取南京
师范大学。父亲2017年去世，母亲无固定
工作，爷爷奶奶年迈多病。

336、董明珠，女，阜宁中学，录取江苏
第二师范学院。父亲2015年车祸身亡，姐
弟俩和81岁爷爷均依靠母亲，母亲严重贫
血。

337、李籽衡，男，灌南田家炳中学，录
取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父亲车祸
去世，母亲改嫁，和爷爷奶奶生活。

338、胡静静，女，灌南华侨双语中学，
录取徐州工程学院。父亲残疾，生活自理
不便，母亲一人挣钱。

339、王文飞，男，响水中学，录取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单亲随父，父亲自幼身体
残疾，疾病缠身。

340、陈旭兴，男，射阳中学，录取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父亲2018年患病离世，治
疗数年，费用巨大。

341、裴雨阳，女，东台中学，录取徐州
医科大学。自小母亲失踪，父亲再婚后不
过问，奶奶抚养长大。

342、朱科如，男，滨海明达中学，录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母亲精神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看护不能外出打工，
在家务农。

343、丁力，男，东台中学，录取三峡大
学。父亲十年前去世，母亲一个人需照顾
三个多病老人，经常囊中羞涩。

344、杨佳荣，女，灌南中学，录取南京
财经大学。单亲，父亲视力残疾收入低，姐
妹三人读书。

345、郑甜甜，女，灌云县第一中学，录
取南京传媒学院。父亲去世近十年，母亲
一人支撑全家，姐弟两人读书，爷爷今年
患肿瘤又花10万。

346、李新宇，男，常州市三河口高级
中学，录取荆楚理工学院。父亲脑溢血瘫
痪，治疗数年去世，借遍亲戚，母亲打两份
工努力还债。

347、王雷，男，灌云中学，录取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母亲患红斑狼疮，长期服药，
父亲身体也不好，经济压力巨大。

348、朱红婧，女，宝应中学，录取江苏
师范大学。奶奶和父亲长期有病，不能工
作，全家靠妈妈做苦工。

349、潘凯，男，盐城市田家炳中学，录
取盐城工学院。父亲几年前重病去世，母
亲打零工。

350、张连鑫，女，建湖中学，录取南京
晓庄学院。父母先天聋哑，无法沟通，又相
继遭遇车祸，生活艰难。

351、丁玉龙，女，建湖中学，录取三江
学院。父亲三年前病故，姐弟两人读书，家

庭经济来源不稳。
352、胥芷瑶，女，盐城大冈中学，录取

云南财经大学。去年父亲确诊尿毒症，母
亲身体也不好，不能干重活，低保户。

353、姚志强，男，湖北武穴中学，录取
湖北师范大学，盐城人，去年妈妈和爷爷
先后患病。妈妈患红斑狼疮，爷爷患肺癌
晚期，治病债台高筑。

354、吴星仪，女，如皋白蒲中学，录取
金陵科技学院。父亲2016年病故，母亲独
自抚养两个孩子，收入低。

355、夏唯壹，男，如皋长江中学，录取
盐城工学院。自己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身残志坚，坚持学习。

356、姚林凤，女，如皋第一中等专业
学校，录取常熟理工学院。单亲，父亲残疾
卧床多年，奶奶患重病治疗中，爷爷养鸡
维持家庭开销。

357、王敏，女，响水中学，录取南京师
范大学中北学院。父亲患肿瘤，多次手术，
失去劳动能力，母亲做零散工维持生计。

358、陈婧雨，女，阜宁中学，录取南通
大学。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母亲在私人
店打工，收入不多，妹妹读六年级。

359、孙小妮，女，如皋石庄中学，录取
南京林业大学。从小母亲出走，前一年爷
爷奶奶接连去世，花费高，父亲肢体残疾，
在家做工。

360、董雨萱，女，建湖中学，录取成都
师范学院。自己和父亲都是二级残疾，自
己做三次髋关节手术花20多万，家庭负债
累累。

361、孙文龙，男，南京师范大学灌云
附属中学，录取湘南学院。10岁时父亲因
病去世，母亲务农，外公脑溢血偏瘫，需母
亲照顾。

362、朱梦晴，女，阜宁中学，录取常熟
理工学院。单亲，姐弟和父亲生活，父亲腿
部残疾，劳动能力低。

363、张玉前，女，响水中学，录取上饶
师范学院。单亲，父亲年过半百，视力四级
残疾，姐弟三人上学，都遗传了父亲的眼
疾，需手术治疗。

364、沙渲涛，男，新沂中学，录取淮阴
工学院。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身体不好
打零工，年迈爷爷奶奶需赡养。

365、冯庆阳，男，如皋第二中学，录取
常州大学。父亲去年去世，母亲无固定收
入，经济出现困难。

366、尤子昊，男，如皋江安中学，录取
南京工业大学。高二时父亲去世，借许多
钱，母亲外出打工还债。

367、孙宇婕，女，盐城龙冈中学，录取
盐城工学院。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承担养
家重任，姐弟两人上学，几位老人也需照
顾。

368、胡继振，男，灌南县田家炳中学，
录取常州大学怀德学院。父亲2017年患间
质瘤去世，欠债很多，姐姐上大学，母亲做
清洁工供读书还债。

369、倪庆银，女，灌南中学，录取徐州
医科大学。母亲失明，父亲年纪大，姐弟三
人今年都进入大学。

370、张鑫，女，滨海八滩中学，录取江
苏海洋大学。父亲患肝病脾脏切除，母亲
车祸差点丧命，几乎无劳动能力。

371、高阳，女，东台安丰中学，录取镇
江市高等专科学校。父亲2016年生病去
世，母亲腿脚不便，打零工。

372、张浩楠，男，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录取江苏理工学院。父亲高空坠落身亡，
母亲照顾两个孩子及两位多病老人。

373、王亚茹，女，灌云第一中学，录取
南京工程学院。单亲随母，母亲患轻度抑
郁症，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374、张圣宇，男，建湖中学，录取东南
大学。父亲双腿残疾，母亲无稳定工作，经
济来源不足。

375、刘其斌，男，射阳县高级中学，录
取盐城师范学院。父亲三年前尿毒症去
世，母亲在酒店做清洁工，抚养两个孩子。

376、戚春洁，女，响水中学，录取徐州
医科大学。单亲随父，父亲种田打零工，在
工地腰部受伤，生活很拮据。

377、王长杰，男，东台第一中学，录取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单亲，三岁时，母亲因
家贫离婚，奶奶生病需人照顾，生活窘迫。

378、杨蕾，女，建湖上冈中学，录取江
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父亲早年去
世，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并赡养二老，
爷爷去年病故，奶奶去年大手术。

379、周雨瑄，女，建湖上冈中学，录取
江苏科技大学。父亲重病正在治疗中，母
亲做小时工兼照顾父亲，生活日益拮据。

380、陈雪，女，新沂瓦窑中学，录取滁
州学院。父亲几年前意外去世，母亲起早
贪黑打工，抚养两个孩子，赡养两个老人。

381、陈馨蕊，女，宝应中学，录取南通
大学。自幼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和爷爷奶
奶生活。

382、黄家乐，男，新沂瓦窑中学，录取
江苏大学。从小父母离婚，父亲杳无音信，
母亲改嫁到外地，姐弟三人和爷爷奶奶生
活，姐姐已辍学。

383、崔陈浩，男，东台安丰中学，录取
金陵科技学院。父亲2008年脑溢血致半身
不遂，母亲辛苦打工照顾家庭。

384、李畅，女，盐城时杨中学，录取宿
迁学院。爸爸今年生病离世，妈妈年龄大，
收入不稳定。

385、张圣钰，女，响水中学，录取中国
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父亲2018年去世，母
亲种地打零工，供两个孩子上学。

386、姚鹏宇，男，如皋江安中学，录取
徐州工程学院。父亲患尿毒症，透析12年，
并发症越来越多，母亲打零工，日夜劳碌。

387、章晨香，女，如皋第一中学，录取
常州大学。高一时父亲去世，妹妹读小学，
全家靠母亲一人的收入，生活很拮据。

388、卢越，男，东台安丰中学，录取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单亲，母亲到处打工，勉
强维持生活。

389、严海瑞，女，阜宁中学，录取南京
审计大学。父亲常年疾病缠身，母亲术后
不久体弱，哥哥患有癫痫，无自理能力，家
庭无固定收入来源，收支失衡。

390、张婧婷，女，宝应中学，录取华东
师范大学。母亲从小残疾，无劳动能力，父
亲打零工，患了风湿病。

391、段友奇，男，盱眙中学，录取南京
医科大学。单亲随父，爷爷半身不遂，奶奶
车祸骨折，父亲操劳辛苦。

392、徐鑫宇，男，东台安丰中学，录取
哈尔滨理工大学。父亲患眼疾，几乎失明，
母亲双腿患黄斑性结节，靠激素维持生
命。

393、田贝贝，女，新沂市第三中学，录
取金陵科技学院。母亲重病术后体弱，父
亲肾上腺肿瘤切除后肝功能异常，两个妹
妹一个弟弟上学。

394、范鑫鑫，男，如皋市江安中学，录
取苏州科技大学。9岁时父亲中毒身亡，母
亲离家出走，堂姐抚养长大。

395、章可，女，射阳中学，录取南京林
业大学。自己2016年患罕见病，需服用昂
贵进口药，给家庭带来沉重经济压力。

396、胡驹驹，男，滨海中学，录取扬州
大学广陵学院。父亲患重病，治疗三年，经
济特困。

397、陈辅吉，男，盐城大冈中学，录取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母亲离家无音
讯，父亲患肝病，失去劳动力，奶奶抚养长
大，房屋倒塌，经济困苦。

398、邵敬芝，女，南京市建邺高中，录
取江苏师范大学。孤儿，父母双亡，由姑姑
监护，姑姑年纪大，靠退休金供读书。

399、陈可，女，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
校，录取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父亲2016年
患重病，复发做三次手术，休养无劳动力，
母亲工资勉强维持生活。

400、许晴，女，东台市三仓中学，录取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孤儿，三岁时母
亲离家出走，父亲2015年病故，姑姑资助
读书，姑姑去年患重病，无力再帮助。

401、徐琎，男，阜宁县第一中学，录取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孤儿，父亲去世，
母亲不知去向，和八十几岁的爷爷相依为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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