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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海洋大学马文媛等 260 名同学荣获

大连市希望工程第十五届 “正源冶 大学生

奖 学 金 的 通 知

各相关高校团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 助力我市精准脱贫攻坚战专项行动, 进一步做好帮扶贫

困大学生工作, 大连市群团组织综合服务中心、 共青团大连

市委员会、 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已连续十五年开展大连

市希望工程 “正源冶 大学生奖学金项目。 经过学校推荐,

市希望办审核, 大连市群团组织综合服务中心、 共青团大连

市委员会、 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决定, 为大连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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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马文媛等 260 名优秀贫困大学生颁发大连市希望工程第

十五 届 “正 源 冶 大 学 生 奖 学 金, 每 人 1000 元, 共 计 26

万元。

附件: 大连市希望工程第十五届 “正源冶 大学生奖学

金获得者名单

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1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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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市希望工程第十五届

“正源冶 大学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共计 260 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大连海洋大学

马文媛摇 王莘越摇 甘海妍摇 叶摇 闯摇 付寒松摇 刘亭君

刘晔琳摇 刘摇 麟摇 李禹阳摇 杨大君摇 陈文晟摇 陈沣倚

陈金凤摇 陈诗雨摇 郑广志摇 姜摇 轩摇 娜孜拉·帕尔哈提

贾璐铭摇 殷健豪摇 韩梓琪

大连理工大学

丁摇 怡摇 于晓玉摇 王栋梁摇 王摇 猛摇 尤摇 娜摇 卢婷婷

朱乐薇摇 刘国彬摇 刘炎鑫越 杜超举摇 李丹丹摇 李政欣

李晓铮摇 张明宇摇 张春丹摇 张海涛摇 尚柳康摇 赵祥山

郗嘉伟摇 温摇 昕

大连海事大学

马朋飞摇 王旭辉摇 王摇 嵩摇 丛摇 政摇 宁录前摇 朱摇 琦

伊木热尼·阿不都赛力木摇 许摇 卓摇 孙摇 可摇 李开心

李玉豪摇 李宇杰摇 李摇 腾摇 杨摇 林摇 杨茜文摇 杨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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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茂君摇 张摇 聪摇 陈国旗摇 赵建安

东北财经大学

马摇 林摇 王小涵摇 王扬念摇 文世怡摇 冉春梅摇 皮大虎

刘摇 璐摇 李冰莹摇 李悦杨摇 夏摇 燕摇 吴摇 莹摇 张晗雨

张晶晶摇 金合志摇 姜摇 珊摇 秦梓娴摇 热木孜艳·肉孜麦麦提

高摇 静摇 臧摇 蕊摇 魏摇 鑫

辽宁师范大学

王颢燃摇 毛明明摇 孔繁岳摇 刘摇 岩摇 孙芷晴摇 孙明辉

李摇 莹摇 李新琪摇 杨摇 旭摇 肖白冰摇 吴摇 怡摇 张雁超

邵睿智摇 范摇 麟摇 郑摇 媛摇 房摇 鑫摇 赵婉棋摇 徐摇 多

高睿蔓摇 戚永胜

大连医科大学

丁子婕摇 王摇 晶摇 王建文摇 毛鹏娟摇 刘昊殷摇 汤心雨

孙摇 嘉摇 李摇 雪摇 李远飞摇 汪摇 洋摇 张忠仁摇 张鑫宇

赵佳齐摇 侯依然摇 袁摇 虹摇 袁摇 桐摇 黄雲菲摇 韩摇 雪

薛二旭摇 蹇文文

大连交通大学

马有硕摇 王丹丹摇 王凤祎摇 王摇 怡摇 王紫玥摇 尹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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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彤摇 任宏伟摇 齐紫瑶摇 李摇 兵摇 杨艺璇摇 杨摇 晨

吴摇 波摇 孟摇 歌摇 赵柏森摇 娄强强摇 徐元天摇 徐嘉鑫

高摇 欣摇 黄闻龙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丁摇 香摇 马摇 聪摇 马摇 琳摇 毛摇 沉摇 孔致伟摇 尹艺霖

皮迎春摇 孙鹏翔摇 李摇 航摇 李琛嬿摇 孙摇 悦摇 张甘霖

张露华摇 陈摇 苑摇 赵恩全摇 段建辉摇 侯天龙摇 耿摇 琦

逯湘源摇 雷摇 畅

大连工业大学

万贺飞摇 马摇 涛摇 王利奇摇 王佳莹摇 石摇 文摇 申嘉曈

刘宇鹏摇 孙摇 菊摇 李摇 娜摇 杨天祥摇 佟摇 垚摇 张摇 北

张海涛摇 林妙婷摇 尚摇 悦摇 项鑫鑫摇 耿靳茹摇 曹双龙

董昊霖摇 谭摇 杨

大连民族大学

帅宗能摇 叶宗杰摇 付一新摇 朴韵颖摇 关摇 婷摇 许美琪

孙云净摇 孙英楠摇 李凌翎摇 吴摇 鑫摇 郑语欣摇 单东琳

孟鑫然摇 赵秋洁摇 赵艳春摇 胡倩倩摇 钟茗洋摇 徐摇 芮

徐摇 航摇 郭摇 馨

—5—



大连大学

王春魁摇 闫摇 丽摇 邢佳航摇 杨摇 帆摇 杨摇 阳摇 陆丽君

李雨雨摇 何摇 铭摇 时紫薇摇 林永威摇 罗西明摇 苑星奇

贾秋雨摇 梁雪雯摇 徐霄峰摇 聂摇 赟摇 谢摇 超摇 陈嘉瑞

樊金芝摇 霍英楚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孔思博摇 付摇 晗摇 付玉杭摇 刘欣录摇 刘摇 畅摇 刘摇 曼

李迎睿摇 陈卓然摇 陈钰琦摇 张盼春摇 张摇 月摇 张摇 迪

何摇 凤摇 何摇 苗摇 郝摇 健摇 郭摇 岩摇 赵雨薇摇 赵欣宇

崔雅梦摇 黎淑蓓

辽宁警察学院

于缤淼摇 马彩云摇 王一帆摇 王佳琪摇 王政龙摇 王皓镝

王摇 稷摇 包摇 峰摇 冯浩天摇 母鹏达摇 李摇 炎摇 李思翰

李鸿博摇 张贵涵摇 周摇 洲摇 徐摇 莹摇 董妍君摇 董明慧

韩占双摇 富摇 阳

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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