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笑笑 德州学院 烟台市栖霞市
隋雅君 曲阜师范大学 烟台市栖霞市
潘浩 山东理工大学 临沂市平邑县

刘炜苹 山东师范大学 临沂市沂水县
张孟园 山东理工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申甜莉 青岛科技大学 潍坊市临朐县
宋业城 济南大学 德州市齐河县
王敏 山东大学 德州市齐河县

谯鲁立 山东农业大学 德州市齐河县
王琦 山东女子学院 德州市齐河县
魏凯 潍坊科技学院 德州市齐河县

刘平伟 山东农业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戎鑫 山东农业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戎圆 山东农业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赵成荣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翟学凯 山东建筑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雷瑶瑶 鲁东大学 德州市齐河县
李香想 青岛大学 枣庄市滕州市
高祥祥 山东科技大学 济宁市微山县
李树仁 临沂大学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
金宗秀 临沂大学 济南市章丘区
阴祖旺 泰山医学院 德州市齐河县
王彪 烟台大学 枣庄市滕州市

刘营营 临沂大学 枣庄市薛城区
杨帅 山东科技大学 枣庄市滕州市
刘硕 中国科技大学 济宁市任城区

董董浩浩德德 山山东东大大学学 东东营营市市垦垦利利县县
赵赵钰钰文文 南南京京大大学学 东东营营市市东东营营区区
万万子子浩浩 中中 国国 石石 油油 大大 学学 （（ 华华 东东 ）） 东东营营市市东东营营区区
张张虹虹彬彬 广广西西大大学学 济济南南市市章章丘丘区区
翟翟文文静静 山山东东财财经经大大学学 聊聊城城东东昌昌府府区区
王王凯凯旋旋 复复旦旦大大学学 菏菏泽泽市市成成武武县县

姓名 学校 籍贯
孔枭 山东农业大学 菏泽市定陶区

孙岩涛 大连海事大学 菏泽市定陶区
刘紫威 大连理工大学 菏泽市定陶区
黄运臣 山东农业大学 菏泽市单县
谢经纬 北华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孙营柱 烟台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马梦杰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霍桂鲁 天水师范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董石头 山东工商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李芝 湖南师范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李天娇 哈尔滨商业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刘艳慧 曲阜师范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盛银国 山东农业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邵婷婷 滨州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任家程 安徽理工大学 菏泽市鄄城县
温法战 山东师范大学 菏泽市鄄城县
李辉 山东理工大学 菏泽市鄄城县
程斌 上海交通大学 泰安市宁阳县

陈怡秀 江西财经大学 泰安市宁阳县
柳虎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泰安市宁阳县
苏航 湘潭大学 泰安市宁阳县

候衍康 泰山学院 泰安市宁阳县
赵凡 山东理工大学 泰安市宁阳县

杨晓燕 山东农业大学 泰安市宁阳县
马奥 聊城大学 泰安市宁阳县

曹瑶瑶 济宁学院 泰安市宁阳县
王瑞环 青岛科技大学 泰安市东平县
孙孙娇娇 青青岛岛科科技技大大学学 泰泰安安市市东东平平县县
陈陈军军 潍潍坊坊医医学学院院 泰泰安安市市东东平平县县
刘刘晓晓 山山东东科科技技大大学学 泰泰安安市市东东平平县县

范范红红红红 河河北北工工程程大大学学 烟烟台台市市栖栖霞霞市市

姓名 学校 籍贯

田悦 齐鲁工业大学 济宁市曲阜市

苏文 山东财经大学 济宁市曲阜市

孟悦 山东建筑大学 济宁市曲阜市

宋朋 菏泽学院 济宁市曲阜市

曹运国 西北工业大学 济宁市曲阜市

上官思伟 中国矿业大学 济宁市曲阜市

张伟杰 山东大学（威海） 东营市垦利县

路宽 山东农业大学 东营市垦利县

赵如月 山东女子学院 东营市东营区

周凯敏 山东大学 东营市垦利县

裴彩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东营市垦利县

李秋梅 临沂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周崇 青岛农业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张雪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济宁市金乡县

展若男 临沂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袁焕焕 山东农业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隋向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孙梦颖 山东师范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孙贤珂 青岛大学 济宁市金乡县

生旭浩 山东财经大学 东营市东营区

陈文悦 重庆大学 东营市东营区

吕昊彦 山东工商学院 济南市章丘区

李楠 潍坊医学院 聊城市冠县

王冠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聊城市冠县

张笑倩 山东师范大学 聊城市冠县

赵杰松 山东工商学院 聊城市冠县

翟超 山东师范大学 聊城市冠县

李霄 鲁东大学 聊城市冠县

张广贺 泰山学院 聊城市冠县

贾明超 山东管理学院 聊城市冠县

徐桂云 山东建筑大学 聊城市冠县

范东英 山东农业大学 聊城市冠县

丰海荣 齐鲁工业大学 聊城市冠县

王颖飞 山西大学 烟台市栖霞市

许萍 内蒙古民族大学 烟台市栖霞市

王文响 聊城大学 菏泽市鄄城县

翟冰青 滨州医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刘国娇 济宁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常迪 青岛科技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崔格林 济宁医学院 菏泽市成武县

党允 陕西科技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刘瑞新 烟台大学 聊城市高唐县

郝龙 山东理工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孔颖 哈尔滨工程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张震 山东科技大学 菏泽市成武县

林少军 聊城大学 聊城市临清市

彭京帅 德州学院 临沂市平邑县

孙鑫铭 西北师范大学 德州市夏津县

牟晓婷 山东现代学院 潍坊市寿光市

李凤华 山东师范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田慧娟 山东理工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伦晓菲 云南财经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潘玉霞 齐鲁工业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胡嘉城 潍坊学院 潍坊市寿光市

张雨雨 曲阜师范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赵铜禧 山东建筑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郝彩丽 山东农业大学 潍坊市寿光市

李庆珂 德州学院 潍坊市寿光市

陈咏慧 山东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李心同 曲阜师范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魏仁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德州市禹城市

冯方虎 山东理工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李美琪 江南大学 枣庄市峄城区

黄纪念 山东财经大学 枣庄市峄城区

马庆奥 烟台大学 枣庄市峄城区
王晓雪 山东农业大学 枣庄市峄城区

王文昌 齐鲁工业大学 枣庄市峄城区

王虎 山东理工大学 枣庄市滕州市

韩东洋 青岛大学 枣庄市滕州市

白广芝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

刘辛茹 烟台大学 枣庄市滕州市

朱甜甜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枣庄市滕州市

吕琳 聊城大学 潍坊市临朐县

董晴 东华大学 潍坊市临朐县

马丰顺 山东理工大学 临沂市沂水县

葛晓月 山东政法学院 德州市临邑县

刘蕾 齐鲁工业大学 德州市临邑县

王晓冬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临沂市平邑县

郗恩茹 青岛黄海学院 枣庄市山亭区

郗洪民 山东英才学院 枣庄市山亭区

薛远航 潍坊医学院 临沂市平邑县

郭玺 济南大学 潍坊市潍城区

郝佳薇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菏泽市牡丹区

岳媛 太原学院 菏泽市牡丹区

闫琳琳 齐鲁工业大学 济南市天桥区

孟祥赟 菏泽学院 济南市章丘市

路洋琳 河北经贸大学 德州市德城区

付崇莱 山东建筑大学 济南市平阴县

牟舒静 山东师范大学 滨州市博兴县

张文栋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济宁市微山县

刘淑芳 青岛滨海学院 潍坊市安丘市

郝甜甜 上海理工大学 聊城市东昌府区

张航语 聊城大学 临沂市平邑县

王兴莲 昆明理工大学 临沂市兰陵县

丁春雨 德州学院 德州市禹城市

丁春雷 青岛农业大学 德州市禹城市

张璐璐 聊城大学 聊城市冠县

魏钰堃 山东理工大学 潍坊市安丘市

毕桂涛 山东科技大学 济南市章丘区

徐梅 上海交通大学 泰安市新泰市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常海月)
向着阳光、绽放笑脸，由浙

江利群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和齐鲁晚报举办的2017年
利群阳光助学活动所有资助
名单已确定。历经两个多月的
探访，阳光学子的励志故事都

感动着每个人。8月18日(本周
五)上午9：30，2017年利群阳光
学子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仪
式将在济南颐正大厦举行。

今年5月下旬起，2017年
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启动，这
也是利群阳光助学活动在山
东进行的第1 6年。活动启动
后，一个个阳光学子的励志
故事通过助学热线汇集到本
报编辑部。在今年的利群阳
光助学活动中，齐鲁晚报与
山东公益联盟发起齐鲁阳光

助学公益联盟，本报记者与
20多个公益组织一起在全省
各地走访落实学子的情况。

一个个奋斗追梦的故事
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许多社
会爱心人士，资助学生的电话
一个个打来。他们中，有连续
多年资助寒门学子的退伍老
军人姚光武，也有淄博80多岁
的退休老干部任文贞。济南一
位女士决定用拆迁安置费资
助一位女大学生，“其实去年
就想资助一个学生，只可惜看

到活动信息的时候晚了。”
除了个人的爱心，一个个

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参与，也为
寒门学子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农工党济南市委的十几位党
员自发捐助10名寒门学子，鲁
商置业决定资助6名寒门学子
大学四年的学费，济南一家爱
心企业则一次性资助了30名
阳光学子……得益于社会爱
心力量的参与，在今年的利群
阳光助学活动中，除了利群阳
光助学金资助的100名学子，

获得1+1资助的学生也达到了
60多名。本报对上述名单予以
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

阳光学子们，虽然身处困
境，但依旧努力拼搏、追逐梦想。
8月18日上午，2017年利群阳光
学子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仪式
将在济南颐正大厦举行，我们将
邀请阳光学子分享他们的励志
故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市民和
孩子来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期待
这些学子的故事能激励我们每
一个人重拾追梦的勇气。

百百名名利利群群阳阳光光学学子子确确定定了了
阳光学子报告会将于本周五在济南举行

1+1社会资助名单

2017年利群阳光助学受助学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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