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学院/部门/班级） 捐书册数

张培亮 《青年诗人》主编 2

衣水 《三悦文摘》主编 2

王刚 RB软工16级卓越班 3

王莹莹 RB软工互161 51

于瑞 RB软工互162 8

徐硕 RB软工金164 6

李勇博 RB软工移163 13

孙工行 RB软工移163 16

段林林 材化学院 97

吴佳瑞 材料与化工学院 4

张玲杰 材料与化工学院 13

陈高林 材料与化工学院 30

许双 财管164班 17

郭卫 车辆162 7

李志斌 电子信息学院，电气162 10

张明 纺织学院 15

郭彬 纺织学院非织162郭彬 17

林石林 纺织学院轻化162班 17

李梦营 纺织学院研171 7

夏慧敏 服装学院 6

李玉贤 服装学院 服工16卓越班 32

杨永华 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服工16卓越班 19

张芦 服装学院研181 4

秦一博 工业161 8

杨保国 工业训练中心 20

彭亚帅 国际教育学院 2

刘帅明 国际教育学院 11

王梦飞 国际教育学院 4

彭畅 国际教育学院 5

霍建起 国际教育学院 5

郭金泉 国际教育学院 6

李令戈 国际教育学院 5



胡千兵 国际教育学院 29

王松岭 国际教育学院 5

张翀羽 国际教育学院 建工172 5

史曦煜 国际教育学院GZ建工172 10

张红涛 国际教育学院GZ汽车171 16

郝永坤 国际教育学院GZ汽车173 8

徐钰昂 国际教育学院gz摄影172 11

陈浩田 国际教育学院GZ摄影172 10

陈浩田 国际教育学院GZ摄影172 40

李璐 国际教育学院GZ摄影172班 25

常军杰 国际教育学院建工172 9

刘硕文 国际教育学院建工172 14

梁添 国际教育学院建工172班 8

杜堃 国际教育学院建设工程管理172班 6

周宇 国际教育学院汽车1班 18

张洪博 国际教育学院汽车1班 18

侯峻鹏 国际教育学院摄影174 150

马骥 后勤管理处动力供应部 10

赵路 会计学161 14

张亚鹏 机电学院 38

陈一源 机电学院 9

王强强 机电学院车辆162 7

王威 机电学院车辆163 14

杨光 机电学院工设163 9

李元豫 机电学院工业设计164班 5

北七A625 机电学院机电162 100

徐北水 机自161 5

李宛玉 计科161 3

裴增秀 计科161 3

张振华 继续教育学院 4

曹江峰 继续教育学院 9

段萌萌 建筑工程学院 7

乔宁 建筑工程学院 36

余欣珂 建筑工程学院建筑151班 50



陆芳 经管 29

王庆丰，王丽敏 经管学院 62

冯维玺 经管学院 2

李超 经管学院 2

李超 经管学院 2

冯维玺 经管学院 2

张国永 经管学院 20

王小黎 经管学院 6

王朋举 经管学院公共管理系 7

陆芳 经济管理学院 29

董鑫 经济管理学院工程造价系 6

赵路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161 14

彭越 经济管理学院会展162班 5

杨文乐 经济管理学院学工办 10

杨萌 经济管理学院营销193杨萌 3

王远志 理学院数学162 26

吴喜民 理学院信科162 20

王云飞 能环学院能动卓越161 6

王润明 能换学院建环161 3

鲍海超 能源与环境学院 9

朱光耀 能源与环境学院环境161 9

王许强 汽车173 100

苏展 软件学院 7

王明阳 软件学院 14

于莹莹 软件学院 23

王建 软件学院 RB软工移163班 25

牛雁冰 软件学院RB软工金161 11

王宏扬 软件学院RB软工移163 19

刘永亮 软件学院RB软工移163 11

何家锦 软件学院RB软工卓越161 59

姚秋实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RB软工互162 28

马亮 软件学院移动163班 4

马晴川 软件学院卓越161 3

段乃超 视传162 10



刘硕涵 视传164 6

吴红艳 图书馆 4

吉秀霞 图书馆 13

张红伟 图书馆 3

蒋晓春 图书馆 8

马金丽 图书馆 2

谢卫国 图书馆 10

谢凝 图书馆 9

单松 图书馆 4

梁跃红 图书馆 14

刘巧英 图书馆 10

院蕾 图书馆 42

谢凝 图书馆 9

冀枫 图书馆 26

耿伟杰 图书馆 5

阎俊亭 图书馆采编部 15

阎俊亭 图书馆采编部 25

郭万群 外国语学院 200

李坤芳 物流161班 1

陈琳 新闻与传播学院 40

唐紫苑 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导163班 5

谢思源 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导163班 5

郝玥雯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163班 8

雷芸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163班 5

郭盼盼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161 14

罗金玉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162班 7

张紫薇 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161班 27

江方日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9

周小亮 移动164周小亮 6

周苗苗 艺术设计系产品161 9

薛欣欣 艺术设计系服装设计与工程161班 7

朱中华 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164班 50

黄国燕 元诗歌公益基金 2

孙陆辰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范惠琳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李高照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刘耀桢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李奕兵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翟鹏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谢伯康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张雍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黄亚辉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张文文 元诗歌公益基金 5

陈渌煜 元诗歌公益基金 10

王钦 中原工学院 20

王普 中原工学院 21

张钰 中原工学院 2

姜浩 中原工学院 22

杨新 中原工学院 4

黄家宁 中原工学院 29

余国强 中原工学院 15

沈光耀 中原工学院 15

谭平凡 中原工学院 10

章冰峰 中原工学院 10

郭小飞 中原工学院 10

肖灵涛 中原工学院 10

时俊鹏 中原工学院 7

王孔杰 中原工学院 9

仇常进 中原工学院 5

陈祥 中原工学院 6

李玉行 中原工学院 7

谢胜文 中原工学院 5

贾伟 中原工学院 10

韩传林 中原工学院 6

狄云 中原工学院 4

李伟观 中原工学院 4

段超飞 中原工学院 2

席帅波 中原工学院 20



郭东光 中原工学院 20

陈家光 中原工学院 24

廖龙龙 中原工学院 85

朱高锋 中原工学院 8

何承智 中原工学院 8

孔祥铭 中原工学院 8

马亚平 中原工学院 8

王东旭 中原工学院 9

刘怿民 中原工学院 7

徐子亮 中原工学院 6

梁瑛 中原工学院 4

樊姣莹 中原工学院 4

孔令姝 中原工学院 18

李萌 中原工学院 9

张文磊 中原工学院 3

葛文龙 中原工学院 3

段良奎 中原工学院 3

李何文 中原工学院 3

马静妍 中原工学院 7

李双华 中原工学院 21

李超峰 中原工学院 1

张虞涛 中原工学院 28

蓝彩霞 中原工学院 6

贾静 中原工学院 11

温丽娟 中原工学院 3

徐虎 中原工学院 5

王会 中原工学院 13

王芸 中原工学院 4

王平平 中原工学院 5

张晟榕 中原工学院 8

王辽阔 中原工学院 15

乔明 中原工学院 2

何晶萍 中原工学院 4

贾名彦 中原工学院 3



黄文超 中原工学院 2

郭琼巧 中原工学院 6

丁梦霞 中原工学院 3

解永霞 中原工学院 28

杨浩然 中原工学院 16

李志斌 中原工学院 10

杨析迪 中原工学院 12

李静 中原工学院 6

张一涛 中原工学院 3

邓静 中原工学院 3

马倩雯 中原工学院 6

张双 中原工学院 3

王艺璐 中原工学院 55

王娟 中原工学院 9

谢欣琦 中原工学院 21

陈启燕 中原工学院 5

莫婉秋 中原工学院 14

李静 中原工学院 8

冯媛媛 中原工学院 5

郭朝源 中原工学院 11

郭万群 中原工学院 200

智啊咸 中原工学院 2

柴高洁 中原工学院 5

任文豪 中原工学院 10

胡小兵 中原工学院 29

李元豫 中原工学院 5

王松岭 中原工学院 5

王许强 中原工学院 8

郝永坤 中原工学院 8

侯峻鹏 中原工学院 25

夏子晗 中原工学院 25

赵靖 中原工学院 25

陈林洋 中原工学院 25

韩嘉庚 中原工学院 25



杨易杰 中原工学院 25

徐钰昂 中原工学院 11

李璐 中原工学院 25

陈浩田 中原工学院 40

沈东东 中原工学院 69

胡塞阳 中原工学院 6

李旰鹏 中原工学院 50

刘行 中原工学院 15

李江涛 中原工学院 9

田庆赟 中原工学院 7

古吉善 中原工学院 2

胡腾伟 中原工学院 7

柳无阳 中原工学院 25

杨璐瑜 中原工学院 4

平原 中原工学院 21

苏建华 中原工学院 22

郝元杰 中原工学院 4

刘宁 中原工学院 2

张伯恒 中原工学院 10

张清霞 中原工学院 8

赵向阳 中原工学院 2

马新 中原工学院 40

段松甫 中原工学院 20

史洪端 中原工学院 23

朱凡 中原工学院 6

张亚鹏 中原工学院 38

张普 中原工学院 29

张鹏 中原工学院 14

孙耀 中原工学院 10

杨文生 中原工学院 20

王家乐 中原工学院 39

陈松林 中原工学院 10

郭卫 中原工学院 7

王强强 中原工学院 7



彭亚帅 中原工学院 2

刘南 中原工学院 7

常军杰 中原工学院 9

史曦煜 中原工学院 10

刘帅明 中原工学院 11

张洪博 中原工学院 18

周宇 中原工学院 18

杜堃 中原工学院 6

郭梦豪 中原工学院 3

周大永 中原工学院 3

梁添 中原工学院 8

王梦飞 中原工学院 4

刘硕文 中原工学院 14

吴喜民 中原工学院 20

王远志 中原工学院 26

彭畅 中原工学院 5

霍建起 中原工学院 5

郭金泉 中原工学院 6

张羽羽 中原工学院 5

李令戈 中原工学院 5

杨光 中原工学院 9

秦一博 中原工学院 8

陈一源 中原工学院 9

王庆丰 中原工学院 62

冯维堂 中原工学院 2

李超 中原工学院 2

杨保国 中原工学院 20

杨文乐 中原工学院 10

马骥 中原工学院 10

刘巧英 中原工学院 10

贺伊莎 中原工学院 24

石美媛 中原工学院 5

张周永 中原工学院 20

院蕾 中原工学院 42



郝玥雯 中原工学院 8

祝洁敏 中原工学院 64

罗金玉 中原工学院 7

郭盼盼 中原工学院 14

段萌萌 中原工学院 7

郭彬 中原工学院 17

唐紫苑 中原工学院 5

谢思源 中原工学院 5

雷芸 中原工学院 5

王小黎 中原工学院 6

刘硕涵 中原工学院 6

段乃超 中原工学院 10

乔宁 中原工学院 36

夏慧颖 中原工学院 6

武金滿 中原工学院 6

王阔 中原工学院 3

李坤芳 中原工学院 6

林石林 中原工学院 11

赵路 中原工学院 14

张紫薇 中原工学院 27

彭越 中原工学院 5

闫光恩 中原工学院 5

陆芳 中原工学院 29

董鑫 中原工学院 6

国教办 中原工学院 45

刘义 中原工学院 24

樊明博 中原工学院 35

康科 中原工学院 16

曹刚 中原工学院 6

刘义达 中原工学院 5

王瑞妍 中原工学院 9

沈正伟 中原工学院 8

吴杨生 中原工学院 21

冯乐 中原工学院 8



曹志威 中原工学院 15

陈亮 中原工学院 48

耿胜起 中原工学院 22

张腾辉 中原工学院 10

李鹏举 中原工学院 12

康伊隆 中原工学院 10

张琛 中原工学院 17

曹治佳 中原工学院 14

王燃 中原工学院 10

徐北水 中原工学院 14

阮庆宇 中原工学院 14

刘校鸽 中原工学院 10

陆国庆 中原工学院 23

程斌 中原工学院 20

肖扬 中原工学院 3

刘浩 中原工学院 3

刘林峰 中原工学院 24

赵思远 中原工学院 26

刘宁 中原工学院 26

刘起源 中原工学院 13

王文豪 中原工学院 6

秦帅博 中原工学院 49

蔡明 中原工学院 4

李翔宇 中原工学院 17

石硕 中原工学院 13

金宋鑫 中原工学院 8

黄子文 中原工学院 9

丁卫兵 中原工学院 11

翁江涛 中原工学院 6

刘梦达 中原工学院 5

贾滨营 中原工学院 7

王金澎 中原工学院 7

张文达 中原工学院 3

陶林超 中原工学院 24



张恒 中原工学院 35

赖宗宇 中原工学院 35

张文宇 中原工学院 35

李兴国 中原工学院 34

詹兴将 中原工学院 34

张思雨 中原工学院 14

黄家宁 中原工学院 15

张文宇 中原工学院 15

陈腾 中原工学院 10

李光辉 中原工学院 6

杨帅锋 中原工学院 9

彭俊祥 中原工学院 20

原子安 中原工学院 8

任明杰 中原工学院 5

熊玖阳 中原工学院 5

杜高举 中原工学院 3

林婷 中原工学院 8

马鸿斌 中原工学院 1

陈启燕 中原工学院 5

刘亚萍 中原工学院 10

周欣仪 中原工学院 2

殷高祥 中原工学院 2

焦星星 中原工学院 3

赵俊明 中原工学院 10

绿婉婷 中原工学院 6

陈颖颖 中原工学院 2

齐丽媛 中原工学院 4

蔡文沛 中原工学院 51

李延娟 中原工学院 7

贺德全 中原工学院 5

秦浩东 中原工学院 7

冯自强 中原工学院 10

刘昂昂 中原工学院 7

吴祖龙 中原工学院 64



马凯 中原工学院 28

张如丹 中原工学院 10

程浩然 中原工学院 3

陈一凡 中原工学院 3

周贞锐 中原工学院 4

闫振豪 中原工学院 5

彭大涛 中原工学院 5

张文博 中原工学院 10

徐宝铄 中原工学院 2

白新业 中原工学院 2

莫岳 中原工学院 2

黄玉河 中原工学院 5

空明阁 中原工学院 3

王中华 中原工学院 5

毛璀璨 中原工学院 21

单亚元 中原工学院 5

杨继鑫 中原工学院 4

刘雅洁 中原工学院 11

郭苏州 中原工学院 22

肖丽萍 中原工学院 11

王雅娟 中原工学院 66

曾瑞 中原工学院 1

韩松涛 中原工学院 13

朱志卫 中原工学院 11

韩梦鸽 中原工学院 18

程红莉 中原工学院 8

杨梦芝 中原工学院 23

杜君雅 中原工学院 6

沈玉如 中原工学院 4

曲晓杉 中原工学院 8

黄玲香 中原工学院 7

李卫杰 中原工学院 4

李宛玉 中原工学院 3

华梦 中原工学院 3



张雷 中原工学院 15

裴增秀 中原工学院 3

李增钰 中原工学院 6

陈萌 中原工学院 11

董燕真 中原工学院 7

薛欣欣 中原工学院 7

杨艳芳 中原工学院 1

乔卓玉 中原工学院 11

冯含枫 中原工学院 23

李文文 中原工学院 7

孟悦悦 中原工学院 4

陈文惠 中原工学院 4

李孟珂 中原工学院 4

周春花 中原工学院 7

周苗苗 中原工学院 9

郭鑫 中原工学院 2

李琳 中原工学院 8

张瑞 中原工学院 5

牛盼秋 中原工学院 3

吕晓惠 中原工学院 4

田永丽 中原工学院 3

许昌勇 中原工学院 7

范琪琦 中原工学院 10

李航 中原工学院 4

王小倩 中原工学院 2

郭利伟 中原工学院 2

周小亮 中原工学院 6

牛雁冰 中原工学院 11

何家锦 中原工学院 59

王宏扬 中原工学院 19

邢政研 中原工学院 34

马晴川 中原工学院 3

高胜婕 中原工学院 3

刘永亮 中原工学院 11



王建 中原工学院 25

李勇博 中原工学院 13

苏展 中原工学院 19

孙工行 中原工学院 16

尚显东 中原工学院 8

王明阳 中原工学院 14

于莹莹 中原工学院 23

于瑞 中原工学院 8

姚秋实 中原工学院 28

张亚光 中原工学院 9

王刚 中原工学院 3

徐硕 中原工学院 6

王莹莹 中原工学院 51

董燕真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艺术设计 7

张霄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艺术设计系服工161班 15

李增钰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政法与传媒系法学专业 6

张亚光 卓越161 9

注：上表数据为捐赠人扫码录入的数据统计情况，其余捐赠但未扫码录入的数据信息不
在此表中。另，数据如有不准，请联系图书馆采编部（0371-62578063），我们将及时核
实、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