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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号 姓名 毕业中学 考生户籍地 监护人 监护人户籍地 申报类型

22429021****01 邓龙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 4组邓自兵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4 冯清逸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5 号陈德梅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3 卞壹壕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夏长军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2 郑桐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山 9号雷胜彩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山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1 陈慧捷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6 号陈庸兴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8 袁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袁钦银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7 肖雨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肖兵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6 孙欣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8 号刘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5 王远松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王长清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4 杨明灿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张红梅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3 胡晓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农业 （神 8 号）胡刚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农业 （神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1 李若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李道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4 李敏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李先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3 方颖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神农大道191号黄万菊 松柏镇神农大道19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2 黄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黄兴军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0 李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罗世萍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9 李欣洁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莲峰街10号 李昌军 松柏镇莲峰街10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8 杨代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塔坪 1 号杨万清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塔坪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6 贾志千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贾安辉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5 王城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9号王君安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4 黄万斌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万忠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3 张宇涵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人民甘明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0 余桢桢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余洪义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9 梅黛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邓兴菊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8 高博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1 号高振江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7 方美玲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太和方灯国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太和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5 王官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5 号张华丽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3 唐斌斌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3 号唐龙英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2 张陈旭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7 号张宏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0 王强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王祖凡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9 海金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马玲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8 张博超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常青路45号张海滨 神农架林区常青路4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7 董蕊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航空 9号 5秦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航空 9号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5 徐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徐丰权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4 王金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1 号朱世翠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2 王旭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1组5 号王太新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0 牛启雄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万福 1组牛运策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万福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9 袁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石屋袁显平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石屋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8 张瑞琦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4 号张毅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7 黄紫熠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中心 3号1栋 5刘红霞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中心 3号1栋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6 吴浩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 5 号吴军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5 郭光林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6号郭德群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3 刘俊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红花黄先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红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2 周祺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2 号周正义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1 廖玲玲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5 号廖明政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0 翁羽习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4 号翁金龙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8 张宇男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17号郑俊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1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7 顾安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4栋1单 2 室顾太峰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4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6 冯小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豹儿 2 号冯兴平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豹儿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3 万翔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 4组万明全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1 王晗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 7 号王春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0 王富权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张学生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9 康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陈永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8 黄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东胡邦春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东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7 贾金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贾清贵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6 王奕尧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物资王勤先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物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3 田野赵阳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1组田产辉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2 杨顺普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龙溪 3组杨作根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龙溪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0 高雨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5 号高昌政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9 万星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万常钧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7 谭净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6组杨列芬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6 查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唐宏贵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4 望渊龙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5 号田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3 雷国森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王怀军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1 何开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何天培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0 邓玉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邓世军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9 钟琦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7号吴文燕 松柏镇中心街11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6 何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卦何中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卦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3 吴雪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母亲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法院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2 钱洋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3组钱武兵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1 李德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徐明荣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0 朱小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1 号朱贤耀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9 杨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杨公权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8 向长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4组1 号向平方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7 李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李光福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4 陈红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青峰 4组1 号陈容兵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青峰 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2 安玉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龙沟村一组 谷正秀 神农架林区龙沟村一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1 宦德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李园园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0 罗诗奕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炎帝 8号6栋3单 4 室罗华胜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炎帝 8号6栋3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9 周鑫悦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 周德宏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8 沈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4组沈正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7 向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摇篮 8号向华立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3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6 张倬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王红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4 张媛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4组4 号张华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3 李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盘水乡盘水李德胜 神农架林区盘水乡盘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1 石师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田强芳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7 钱紫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3 号谭玉梅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6 王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 5 号王宗友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5 陈京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 6 号龚道保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4 王庭庭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王宪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2 张洋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李霞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1 高昌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高克俊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7 陈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三 3组陈金海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三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6 王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王世峰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5 吴思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 号李丽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3 刘璐璐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刘吉成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2 熊诗云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贺娟娟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1 李欣悦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李林斌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7 何振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林区松柏镇龙沟村何光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6 高玉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 高道军 松柏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5 袁琴星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龙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6 号袁代平 神龙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3 谢家旭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4组谢锐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2 高冉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5 号钟晓霞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1 方庆熠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宋洛乡宋洛村二方吉炳 神农架宋洛乡宋洛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8 田中燕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驿 1 号田强国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7 明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1 号明昌建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6 代姗姗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乡大代志国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乡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5 吴思齐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吴兴宇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3 赵倩倩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常青路32号赵云 神农架林区常青路3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2 向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4号刘爱民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3 肖欣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1 号赵仕慧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2 钟良缘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钟秀群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1 杨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赵世华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8 张朝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3组张景飞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7 王光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樟树 3号罗耀英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樟树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4 谢雪健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沿河路144号（公 ）谢华 松柏镇沿河路144号（公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3 詹兴超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1 号周归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2 王嘉睿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狮象 4号方吉双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狮象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1 柳专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6 号柳健雄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0 李晓红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 0 号陈切菊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8 张明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张丽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5 魏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袁作芬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3 龙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 8号龙世平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2 雷诗雨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郝晓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1 黄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2组黄玉清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0 王由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王元昒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8 彭秋雨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1 号彭义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7 王开子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3组2 号王哲先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6 陈辅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 0 号陈万军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5 金一凡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金善宏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2 王志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5 号王先彬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1 曹宇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曹立挺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0 汪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汪声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8 王清巧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太阳李兵付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太阳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7 谭瑞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谭军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6 方绍元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2 -2号方国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2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5 贾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贾福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2 彭小龙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1 号张传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莲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1 李锐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神农大道170号3单 1 室李玉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1 号3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4 付世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清泉付先友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清泉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2 李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李洪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7 龚德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兴 3组1 号顾道俊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兴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2 肖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4组4 号肖国洲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3 张筱曼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刘菊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神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3 雷若涵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雷胜东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5 王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6-1号王延运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6-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5 向晏晗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晏春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0 杨尹婷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杨敏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1 冯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1组冯祖平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3 邓文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7号邓涛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2 王玉婷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王兴才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7 王春雨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二组王国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二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5 张忠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张华虎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2 朱庄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6 号朱红军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沿河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7 潘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3 号潘金领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5 邱霜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九冲邱昌林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九冲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3 王晓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黄正彪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92 左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2 号左代兵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2 邓颖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龙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2组邓龙雨 神龙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72 张鑫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朝阳 5组张辉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朝阳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62 龚美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龚发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常青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7 徐贤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三堆 1组徐先平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三堆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56 邓静雯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梅园 3 号张绍琴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梅园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7 向洁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向传军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4 陈思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板仓 4 -1号陈艳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板仓 4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42 向珮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宦吉慧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32 吴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尤洪春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4 陈晓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352号余远珍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22 付环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2组5 号付先军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4 徐晨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 杨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12 邹丹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大 2组0 号邹守华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大 2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4 高依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4组高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02 李雯涵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组8 号李贤华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9021****88 杨代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塔坪 1 号杨万清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塔坪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9021****77 陈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三 3组陈金海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三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9021****01 邓龙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 4组邓自兵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7 肖雨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肖兵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6 孙欣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8 号刘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5 王远松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王长清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4 李敏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李先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2 黄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黄兴军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0 李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罗世萍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8 杨代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塔坪 1 号杨万清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塔坪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6 贾志千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贾安辉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5 王城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9号王君安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0 余桢桢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余洪义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9 梅黛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邓兴菊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7 方美玲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太和方灯国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太和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6 张超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 1组董才军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5 王官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5 号张华丽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3 唐斌斌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3 号唐龙英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0 王强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王祖凡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5 徐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徐丰权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2 王旭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1组5 号王太新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0 牛启雄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万福 1组牛运策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万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9 袁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石屋袁显平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石屋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6 吴浩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 5 号吴军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5 郭光林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6号郭德群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3 刘俊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红花黄先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红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2 周祺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2 号周正义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1 廖玲玲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5 号廖明政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0 翁羽习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4 号翁金龙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6 冯小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豹儿 2 号冯兴平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豹儿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3 万翔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 4组万明全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大坪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1 王晗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 7 号王春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0 王富权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张学生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8 黄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东胡邦春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东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4 莫言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湖北神农架林区大九湖 0 号莫儒凯 湖北神农架林区大九湖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3 田野赵阳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1组田产辉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2 杨顺普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龙溪 3组杨作根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龙溪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0 高雨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5 号高昌政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9 万星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万常钧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7 谭净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6组杨列芬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3 雷国森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王怀军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1 何开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何天培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0 邓玉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邓世军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6 何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卦何中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卦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3 吴雪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母亲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2 钱洋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3组钱武兵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9 杨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杨公权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8 向长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4组1 号向平方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7 李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李光福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6 孙明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朝阳吴治琼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朝阳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5 史华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王梅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4 陈红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青峰 4组1 号陈容兵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青峰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2 安玉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龙沟村一组 谷正秀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8 沈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4组沈正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6 张倬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王红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4 张媛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4组4 号张华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3 李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盘水乡盘水李德胜 神农架林区盘水乡盘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1 石师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田强芳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6 王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 5 号王宗友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5 陈京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 6 号龚道保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1 高昌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高克俊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7 陈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三 3组陈金海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5 吴思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 号李丽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8 陈丽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3 号陈祖权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7 何振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林区松柏镇龙沟村何光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6 高玉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 高道军 松柏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5 袁琴星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龙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6 号袁代平 神龙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2 高冉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5 号钟晓霞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8 田中燕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驿 1 号田强国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驿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6 代姗姗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乡大代志国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8 张晓釵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8 号张勇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6 刘玉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7 号刘洪奎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3 肖欣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1 号赵仕慧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2 钟良缘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钟秀群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1 杨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赵世华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8 张朝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3组张景飞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6 姚曼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房钟晓淋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房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0 李晓红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 0 号陈切菊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8 张明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张丽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4 方炎静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0 号方正堂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3 龙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 8号龙世平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1 黄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2组黄玉清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0 王由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王元昒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7 王开子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3组2 号王哲先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6 陈辅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 0 号陈万军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0 汪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汪声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8 王清巧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太阳李兵付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太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6 方绍元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2 -2号方国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2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5 贾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贾福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3 赵如雅琪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谢家丽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9 李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 2 号刘小红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8 林祖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1 号王邦云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神农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7 谭赟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太 4 号谭明辉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太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6 陈彬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2组1 号陈祖彪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5 郑灿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郑学辉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4 付世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清泉付先友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清泉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3 张孝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白莲张家新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白莲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2 李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李洪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1 赵银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板赵远明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板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0 宦仁举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青天 5 号周梅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青天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8 赵兴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赵一山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7 龚德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兴 3组1 号顾道俊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5 张鑫毅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清泉 6 号金培香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清泉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2 肖坤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4组4 号肖国洲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金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1 邓钬龙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落乡后山 3 号朱荣涛 神农架林区宋落乡后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5 田慧琴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桃坪田产进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桃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4 黄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长坊 1组袁胜芳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长坊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8 邹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1组5 号邹中伍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5 姚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长坊 1 号聂刚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长坊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4 黎晓玲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村四 0 号黎洪财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村四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1 万雨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金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6 高润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高明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南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5 王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6-1号王延运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1组6-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4 史发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史学国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2 蒋忠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 4组蒋昌兵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桃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0 杨尹婷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杨敏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宋洛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7 张庭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3租1 号张大青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3租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2 方楠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角 5 号方运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角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1 冯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1组冯祖平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红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5 周灿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周德进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龙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4 高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 2 号高家凤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2 王玉婷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王兴才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木鱼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8 崔丹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板桥 2组崔思伏 神农架林区下谷乡板桥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7 王春雨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二组王国红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二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5 张忠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张华虎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盘水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8 赵林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4 号赵祖兵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5 邱霜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九冲邱昌林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九冲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3 王晓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黄正彪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92 左莉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2 号左代兵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松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6 夏梦露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后山夏富昌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后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4 代梅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3 号方孝元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2 邓颖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龙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2组邓龙雨 神龙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81 熊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松柏镇八角庙村四组 熊大文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角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8 沈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板 1 号苏仕明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乡板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7 周静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桃园村三组周永广 神农架林区桃园村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5 张红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 4 号胡召英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71 彭鑫兰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 5组7 号彭顺奎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4 胡慧敏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3组2 号2 室孙建华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堂坊 3组2 号2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3 蔡可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谭荣才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官封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61 王媛媛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王文杰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8 曹青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龙架林区宋洛乡西坡曹国政 神龙架林区宋洛乡西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7 徐贤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三堆 1组徐先平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三堆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5 谷双双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马鹿 2 号谷定元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马鹿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3 朱美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东 2 号朱相国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东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2 高子怡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3组郝传艳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51 陈洁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卦 2 号2栋陈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八卦 2 号2栋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7 向洁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向传军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西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4 陈思琪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板仓 4 -1号陈艳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板仓 4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3 赵德胜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7 号赵世山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41 张羽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张永平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麻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5 刘妍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李丽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2 吴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尤洪春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莲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31 向桂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刘文玉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5 唐万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杨国顺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22 付环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2组5 号付先军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 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8 郝琳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郝传新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古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6 王双萍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王延柱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3 姚文鑫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长坊姚楚海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长坊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2 邹丹丹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大 2组0 号邹守华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大 2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1 陈凯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2 号丁德林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落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10 倪高垚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新华镇高白岩村三组 倪文华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高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7 张语薇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 4 号张绍俊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龙口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5 严康菊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青严安富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4 高依洋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4组高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钱家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3 裴昌荣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夏洪群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中岭地方专项计划
22429021****02 李雯涵 神农架林区高级中学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组8 号李贤华 神农架林区宋洛乡盘龙 3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