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年度湖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招生预录取学生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学籍所

在市州 

学籍所在 

县市区 
学校名称 身份证号 

一、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招生计划 40 名，拟录取 40 名 

1 王昕宇 黄石市 西塞山区 黄石市第十六中学 420204********4533 

2 梁健平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阳光学校（初中部） 420683********4938 

3 刘成 襄阳市 枣阳市 枣阳市阳光学校 420683********2117 

4 何海琛 荆门市 东宝区 湖北荆门外语学校 420804********2012 

5 董家镒 襄阳市 高新区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

中学 
420607********4133 

6 崔永正 恩施州 咸丰县 咸丰县冠达实验初中 422826********5513 

7 朱殷睿 孝感市 大悟县 大悟县城关中学 420922********2813 

8 夏昊天 襄阳市 襄城区 襄阳市第四中学（义教部） 420606********3017 

9 杨雄 恩施州 宣恩县 宣恩县清江外国语学校 422825********0413 

10 向怡明 潜江市 潜江市 潜江市刘岭初级中学 422823********1116 

11 何佳航 黄冈市 蕲春县 蕲春县桐梓初级中学 421126********575X 

12 杨乔梓睿 荆州市 沙市区 荆州市沙市第二中学 421023********1013 

13 贺元修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 440304********5734 

14 徐子奥 黄石市 西塞山区 黄石市第九中学 220502********081X 

15 向思郭 荆州市 荆州区 荆州市东方红中学 421003********3510 

16 徐润 黄石市 阳新县 阳新县黄颡口镇初级中学 420281********2812 

17 陈其优 荆州市 沙市区 沙市第二中学 421002********0010 

18 朱葛政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阳光学校（初中部） 420624********5114 

19 佘振浩 荆州市 松滋市 松滋市实验初级中学 421087********0014 



20 李易博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市第一中学 429004********0656 

21 王强铭 随州市 随县 随县万福店农场中心学校 429001********6312 

22 孙浩田 孝感市 安陆市 安陆市太白初级中学 420982********5611 

23 程奕轩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市外国语学校 429006********1215 

24 余永达 武汉市 江汉区 武汉市新华下路中学 420921********5530 

25 杨鑫云 黄冈市 黄州区 黄冈市启黄中学 421125********0917 

26 刘思贤 十堰市 郧阳区 十堰市郧阳区实验中学 420321********0011 

27 王云栋 恩施州 恩施市 恩施市英才学校 422801********0214 

28 张子杭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421224********0010 

29 王安瑜 襄阳市 襄城区 襄阳市第二十五中学 420606********4535 

30 蒋思涵 荆州市 江陵县 江陵县实验初级中学 421024********1615 

31 毛锬 黄冈市 罗田县 罗田县思源实验学校 421123********5213 

32 王载驰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南湖中学 420106********4056 

33 卫子豪 潜江市 潜江市 潜江市园林第二初级中学 429005********0916 

34 刘昊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421202********1373 

35 陈家楷 随州市 广水市 广水市太平镇中心中学 421381********8817 

36 王佳伟 孝感市 汉川市 华中师大一附中福星学校 420801********4014 

37 朱睿祎 孝感市 孝昌县 孝昌县邹岗镇初级中学 420921********3034 

38 杜家银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市仙源学校实验部 429004********2790 

39 李明宇 武汉市 江汉区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420112********4237 

40 严厚麒 鄂州市 鄂城区 鄂州市第一中学 420704********0154 

二、武汉市第六中学招生计划 40 名，拟录取 40 名 

1 陈以则 黄石市 大冶市 大冶市东岳中学 420281********8832 

2 尚利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420381********5818 

3 马永远 襄阳市 高新区 襄阳市高新外国语学校 420625********5610 

4 戚卓瑞 武汉市 东西湖区 武汉市吴家山第三中学 420112********2713 

5 李文博 黄石市 黄石港区 黄石市第十四中学 420202********0016 



6 赵张翔 荆门市 东宝区 湖北荆门外语学校 420822********6017 

7 廖赵 咸宁市 崇阳县 崇阳县桃溪中学 421223********005X 

8 漆米祺 咸宁市 赤壁市 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 421281********0013 

9 田丰硕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杭州华泰中学 429006********5436 

10 周冠南 襄阳市 高新区 襄阳市高新外国语学校 420625********3011 

11 李昊泽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市实验中学（长征路校

区） 
420683********0013 

12 涂盛朝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市第三中学 429004********4496 

13 赵明宇 荆州市 监利市 监利市实验初级中学 421023********5239 

14 袁坤 咸宁市 通山县 通山县育才寄宿中学 421224********6417 

15 覃洋键 荆州市 松滋市 松滋市实验初级中学 421087********001X 

16 吕鹏浩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市诸葛亮中学 420606********3514 

17 江枫 黄石市 铁山区 黄石市鹏程中学 420281********0416 

18 朱家乐 十堰市 竹山县 竹山县茂华中学 420323********0012 

19 刘佳豪 随州市 曾都区 随州市曾都区实验中学 421302********3131 

20 任泉仿 鄂州市 鄂城区 鄂州市鄂城区吴都中学 420704********0016 

21 程钧博 黄石市 下陆区 黄石市实验中学 420204********6510 

22 熊陈澳东 天门市 天门市 天门杭州华泰中学 429006********511X 

23 陈明吏致 十堰市 茅箭区 十堰市东风国际龙门学校 420381********1211 

24 严思源 孝感市 安陆市 安陆市德安中学 420982********0036 

25 黄志远 随州市 经开区 随州市淅河镇中心学校 421302********1655 

26 张利卓 襄阳市 樊城区 襄阳阳光学校（初中部） 420606********3011 

27 周智隆 宜昌市 宜都市 宜都市外国语学校 420581********0038 

28 闵子轩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市南湖中学 420106********8019 

29 江晨 咸宁市 嘉鱼县 嘉鱼县实验中学 421221********0731 

30 邹子恒 孝感市 汉川市 汉川市实验中学 420984********1016 

31 宋子煜 孝感市 汉川市 华中师大一附中福星学校 420984********3312 

32 闫宇晗 襄阳市 襄城区 襄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420602********0018 



33 朱文全 仙桃市 仙桃市 仙桃市仙源学校 429004********0692 

34 饶凌浩 黄冈市 武穴市 武穴市花桥镇中学 421182********2572 

35 张博闻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市咸安区永安中学 421202********5851 

36 周文博 荆州市 监利市 翔宇集团监利新教育实验学校 421023********0418 

37 雷文康 咸宁市 咸安区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420281********0833 

38 潘晓筑 武汉市 武昌区 武汉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420106********4819 

39 宋江阳 武汉市 东湖高新区 
华中师大一附中光谷汤逊湖学

校 
422822********0018 

40 刘策 襄阳市 老河口市 老河口市张集中学 420682********3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