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山县2021-2022学年雨露计划受资助学生汇总名单

序号 所属乡镇 所属村 学生姓名 学校名称 专业

学校性
质（中
职/高
职）

学制 入学时间 户主姓名
开户姓

名

1 峪口镇 土福则村 薛转转 山西省现代经贸学校 社会文化艺术 中职 3 19.9 薛儿则 薛转转

2 积翠镇 水沟湾村 李耀 山西盛业餐饮旅游技工学院 烹饪 高职 5 20.9 李全清 李耀

3 积翠镇 水沟湾村 李向阳 山西华奥商贸职业学院 建筑 中职 3 21.9 李建国 李向阳

4 积翠镇 运庄村 刘涛涛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高职 3 21.10 刘兴平 刘涛涛

5 积翠镇 赵庄村 温莹莹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高职 3 21.9 温文平 温文平

6 积翠镇 孔家庄 冯文慧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艺术设计 高职 3 20.9 冯兴平 冯文慧

7 积翠镇 孔家庄 王娜 吕梁市会计学校 会计 中职 5 19.9 王建平 王娜

8 积翠镇 孔家庄 张垚 山西燃气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石油天然气储运与营销 高职 5 17.9 王雪梅 王雪梅

9 积翠镇 孔家庄 吕鹏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高职 3 21.9 吕建平 吕鹏

10 积翠镇 孔家庄 高舒茜 太原市财贸学校 美术设计与制作 中职 3 20.9 高兴海 高舒茜

11 积翠镇 孔家庄 李慧 陕西信息工业技工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中职 3 19.9 李拖平 李拖平



12 积翠镇 孔家庄 郝振杰 山西警官职业学校 法律事务 高职 3 19.9 郝海斌 郝海斌        

13 积翠镇 赤红 康雅芳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高职 3 21.10 李拖小 康雅芳

14 积翠镇 方山村 杨帆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中医康复技术 高职 3 19.9 杨保清 杨帆

15 积翠镇 方山村 吕锦云 山西省铁路工程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中职 3 19.9 武改珍 吕锦云

16 积翠镇 方山村 李宏伟 山西晋阳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中职 3 20.9 李玉明 李玉明

17 积翠镇 方山村 刘宇霞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高职 3 20.9 刘兵兵 刘宇霞

18 积翠镇 方山村 杨文杰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高职 3 21.10 杨小飞 杨文杰

19 积翠镇 方山村 高凯丽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高职 3 19.9 高建龙 高建龙

20 积翠镇 方山村 贺国燕 运城市口腔卫生专业学校 口腔修复工艺 中职 3 20.9 贺秀云 贺国燕

21 积翠镇 方山村 刘欢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高职 3 21.9 刘乃平 刘欢

22 积翠镇 方山村 冯永勤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高职 3 21.10 冯永勤 冯永勤

23 积翠镇 胡堡村 冯 瑞 山西工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维修 高职 3 20.9 冯永平 冯 瑞

24 积翠镇 胡堡村 贺乐红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高职 3 21.9 贺年生 贺乐红

25 积翠镇 胡堡村 赵 倩 山西机械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高职 3 19.9 赵建荣 赵 倩

26 积翠镇 胡堡村 秦娇娇 太原市高级技术学院 美容美发与造型 中职 3 19.9 冯淑丽 秦娇娇



27 积翠镇 后则沟 张宇杰 方山县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中职 3 21.9 张秀金 张宇杰

28 积翠镇 后则沟 李伟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中职 3 19.9 李喜勤 李伟

29 积翠镇 后则沟 赵宇晨 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 美发与形象设计 中职 3 21.9 刘小兵 侯继生

30 积翠镇 石湾村 张东东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中职 3 20.9 张海龙 张东东

31 积翠镇 石湾村 李涛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 高职 3 19.9 李爱民 李涛

32 积翠镇 石湾村 刘鹏伟 吕梁市煤炭工业学校 机电一体化 中职 3 20.9 刘永贵 刘鹏伟

33 积翠镇 石湾村 刘艳伟 西安市海棠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高职 3 21.9 刘永贵 刘艳伟

34 积翠镇 石湾村 樊泽强 山西省艺术职业学校 音乐表演 中职 3 20.9 樊计清 樊泽强

35 积翠镇 刘家庄村 阴盼盼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育 高职 3 21.9 阴海兵 阴盼盼

36 积翠镇 刘家庄村 秦娜娜 方山县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中职 3 21.9 秦海红 秦娜娜

37 积翠镇 冯家庄 白洋洋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职 3 21.9 白小强 白洋洋

38 积翠镇 积翠村 孙志勇 西安医药科技职业学校 中医康复技术 中职 3 21.1 孙秀清 孙秀清

39 积翠镇 积翠村 宋亮亮 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高职 3 21.1 宋回珠 宋回珠

40 积翠镇 南虎滩 李琪琪 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9 李来务 李琪琪

41 积翠镇 南虎滩 李文强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中职 3 21.9 李海云 李海云



42 积翠镇 南虎滩 杨司彤 榆林能源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铁道运输管理 中职 3 21.10 杨志珍 杨志珍

43 积翠镇 南虎滩 李佳雯 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 美容美发与造型 中职 3 21.9 李民民 李佳雯

44 积翠镇 南虎滩 牛旭亮 太原市高级技工学校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 中职 3 20.9 秦冬梅 牛旭亮

45 积翠镇 东王 杨亚伟 方山县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中职 3 21.1 杨永永 杨永永

46 积翠镇 东王 王宇杰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职 3 21.1 王海红 王海红

47 积翠镇 东王 薛浩博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高职 3 21.1 薛建军 薛浩博

48 积翠镇 东王 王文娟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矿山机电技术 高职 3 20.9 王利利 王文娟

49 积翠镇 东王 孙翠翠 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高职 3 21.1 孙小林 孙翠翠

50 积翠镇 东王 薛晓敏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高职 3 20.9 薛建军 薛晓敏

51 积翠镇 郝家庄村 白思彤 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19.9 白小兵 白思彤

52 积翠镇 郝家庄村 冯永琴 榆林能源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19.9 冯四连 冯永琴

53 积翠镇 郝家庄村 王佳琪 榆林能源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19.9 王峰 王佳琪

54 积翠镇 郝家庄村 张小强 山西大昌汽车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中职 3 21.9 张谈润 张小强

55 积翠镇 孔家庄 严佳伟 吕梁会计学校 会计 中职 3 21.9 严永强 严永强

56 积翠镇 赤红 刘宇辉 山西省铁路工程学校 建筑工程检测 中职 3 22.9 刘念愣 刘念愣



57 积翠镇 石湾村 张文奇 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 烹饪 中职 3 21.9 张飞 张文奇

58 积翠镇 石湾村 张康 西山煤电集团高级技工学校 焊接加工 中职 3 21.9 张海亮 张海亮

59 积翠镇 刘家庄 冯智磊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中职 3 21.9 冯永永 冯智磊

60 积翠镇 冯家庄 张郭超 山西省铁路工程学校 机电技术 中职 3 21.9 张安林 张安林

61 积翠镇 冯家庄 姬淑琪 吕梁市艺术学校学生科 社会文化艺术专业 中职 6 20.9 姬飞燕 姬淑琪

62 积翠镇 南虎滩 郝佳楠 方山县职业中学校 民族音乐与舞蹈 中职 3 19.9 郝利军 郝利军

63 积翠镇 南虎滩 高苏飞 山西三飞技工学校 美容美发与造型（美发） 中职 3 21.9 高建平 高建平

64 积翠镇 东王 王昱泰 吕梁体校 游泳 中职 5 19.9 王建明 王昱泰

65 积翠镇 东王 王昱祥 吕梁体校 运动训练 中职 3 20.9 王建明 王昱祥

66 圪洞镇 圪洞村 张萱 山西晋阳技工学校 铁道运输管理 中职 3 20.9 张小永 张萱

67 峪口镇 土福则村西村 高晶晶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高职 3 19.9 高青平 高晶晶

68 大武镇 大武三村 张伟 西山煤电有限公司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中职 3 21.9 张建云 张建云

69 积翠镇 运庄村 康云龙 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 烹饪（中式烹调） 中职 3 21.10 康江鹏 康云龙

70 积翠镇 运庄村 李斌 陕西华山技师学院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中职 3 20.9 李志强 李斌

71 积翠镇 运庄村 曹吉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物业管理 中职 3 19.9 曹强则 曹强则



72 积翠镇 运庄村 严佳慧 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高职 3 21.10 严歧平 严佳慧

73 积翠镇 运庄村 宋彤宇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物业管理 中职 3 19.9 宋丑小 宋丑小

74 积翠镇 胡堡村 康 伟 山西林业技术学院 林业技术 高职 3 20.9 康建明 康 伟

75 积翠镇 石湾村 张雨雨 山西省四方中等技术学校 市场经营 中职 3 19.9 张海龙 张雨雨

76 积翠镇 刘家庄村 辛泽宏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高职 3 20.9 辛凤喜 辛泽宏

77 积翠镇 刘家庄村 李荣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 高职 3 21.9 李保平 李荣

78 积翠镇 上冯家庄 曹丁丁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高职 3 21.9 曹云平 曹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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