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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优秀志愿者名单

（共 170 名）

姓名 服务岗位

徐州（46 名）

魏恒康 沛县安国镇团委

赵 薇（女） 沛县汉兴街道新时代实践站

张 硕 团沛县县委组织部

庄一鹏 丰县首羡镇办公室

张同庆 丰县华山镇办公室

张孟瑶（女） 丰县凤城街道团工委

孙友存 团丰县县委办公室

张家宝 睢宁县王集镇纪委办公室

崔雨晨（女） 睢宁县王集镇组织科

李天南 睢宁县邱集镇纪委办公室

沈新于 睢宁县邱集镇党政办

仝洪静（女） 睢宁县文化馆（睢河街道文化站）项目科

孙文静（女） 睢宁县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中心固投科

吴一凡（女） 睢宁县双沟镇党政办

单浩峰 睢宁县睢城街道网格办

王菊萍（女） 邳州市炮车街道组织室

马庆泽 邳州市戴圩街道组织室

伏建宇 邳州市赵墩镇党政办公室

乔紫萱（女） 新沂市唐店街道团工委

杜苏苏（女） 新沂市草桥镇农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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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务岗位

李诗语（女） 新沂市邵店镇团委

段 硕 新沂市新店镇办公室

闻 政 新沂市锡沂高新区团委

江田田（女） 新沂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宣传部

卜璇璇（女） 徐州市铜山区新区街道台上村村委会

王 雅（女）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办公室

卢 雅（女）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办公室

许雪莉（女）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团委

李 治 徐州市贾汪区紫庄镇组织办

陈佳佳（女） 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党政办

李媛媛（女）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团工委

高雪健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科教创新区宣传办

周测然 徐州市鼓楼区琵琶街道团工委

陈振阳 徐州市鼓楼区环城街道团工委

钱英杰 徐州市鼓楼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工委

杨昊天 徐州市云龙区联青服务站

宁巍巍 徐州市云龙区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阎镇高 徐州市云龙区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孙怡佳（女） 徐州市云龙区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刘 璇（女） 徐州市云龙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宗传钢 徐州市泉山区奎山街道团工委

刘 念 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团工委

顾雷 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团工委

李晓琪 团徐州市泉山区委组织部

路新月（女） 徐州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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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务岗位

汪 涵（女）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徐州试点（12 名）

张文彦（女） 沛县沛城街道团工委

郭庆凯（女） 沛县汉源街道团工委

马 婷（女） 沛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办公室

许盼望 睢河街道国土资源所人事教育科

吕冠南（女） 新沂市北沟镇街道宣传科

张子龙 新沂市港头镇党政办

韩林君（女） 新沂市双塘镇党政办

刘汉清（女） 新沂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传部

丁大伟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科教创新区防疫办

边 爽（女） 徐州市贾汪区徐州工业园区青年之家

陈跃跃 徐州市贾汪区双楼物流园区办公室

丁 晨 徐州市贾汪区大洞山休闲度假区宣传办

连云港（28 名）

郭柏廷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

刘媛媛（女） 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街道

柴桐桐 连云港市海州区路南街道

陈 杰 团连云港市海州区委社联部

顾孝辰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龚芮娟（女）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高 璐（女）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杨 艳（女）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云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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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贵 连云港市连云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 洋 连云港市团东海县委社联部

李丹妮（女） 东海县青湖镇党建办

葛 欣（女） 东海县白塔埠镇党建办

徐莹莹（女） 东海县张湾乡党建办

王文虎 连云港市赣榆区城西镇团委

张 岚（女） 连云港市赣榆区墩尚镇宣传办

谌耀国 连云港市赣榆区墩尚镇建设局

陶泽锡 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疫情防控办

李宇坤 灌云县伊山镇团委

赵观耀（女） 灌云县图河镇宣传办

潘谦茜（女） 灌云县杨集镇疫情防控办

吴子慧（女） 灌云县东王集镇党政办

王庆琳（女） 灌南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成梦瑶（女） 灌南县新安镇党政办

嵇晓凡（女） 灌南县新安镇组织科

范晓艳（女） 灌南县北陈集镇疫情防控办

赵 越（女） 灌南县孟兴庄镇民政办

秦亚楠（女） 连云港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潘 莹（女） 连云港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连云港（试点）（1 名）

王顺贤 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团委

淮安（29 名）

段钠敏（女） 淮安市清江浦区武墩街道团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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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天琦（女） 淮安市清江浦区长东街道团工委

李 畅（女） 淮安市清江浦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陶沫璇（女） 淮安市淮安区山阳街道团工委

邓文皓 淮安市淮安区施河镇党政办

余金桁 淮安市淮安区范集镇防控办

邹宇昂 淮安市淮安区石塘镇党政办

李佳玮（女） 团淮安市淮安区委办公室

卞 琪（女） 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青少年之家

刘光耀 淮安市淮阴区高家堰镇阳光扶贫办公室、经济网格

化办公室

刘蔚然 淮安市淮阴区科协王家营街道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朱丽萌（女） 淮安市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办公室

苏怡文（女） 淮安市淮阴区徐溜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新琪 淮安市淮阴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陈志轩 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党群工作局

季文雅（女） 淮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水利中心服务站

张雅倩（女） 涟水县妇女联合会权益部

曹壮壮 涟水县涟城街道团委

鞠梦雅（女） 涟水县涟城街道目标办

曾 俊 涟水县陈师街道安监办

贾双凤（女） 涟水县大东镇疫情防控办

王 颖（女） 涟水县大东镇团委

高 懿（女） 盱眙县黄花塘镇宣传办

高可欣（女） 盱眙县太和街道团工委

阙朔阳（女） 盱眙县马坝镇党群工作局

魏 丹（女） 金湖县金南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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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儒雅（女） 金湖县塔集镇党政办

佟 霖 团淮安市委社联部

邱 勰（女） 淮安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盐城（29 名）

陈雨婷（女） 响水县响水镇团委

肖雨晖（女） 响水县张集中心社区管委会经管站

吴 凡（女） 响水县张集中心社区疫情防控办

李志祥 响水县大有镇党政办

陆思宇 响水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孙云苏（女） 滨海县坎北街道社会治理局

董大棚 滨海县坎北街道党政办

周 鸿 滨海县坎北街道党政办

陶旱雨（女） 滨海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刘 昕（女） 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团工委

茅琼丹（女） 阜宁县板湖镇经管站

周思彤（女） 阜宁县陈集镇经管站

季艺峰 射阳县洋马镇团委

孙 蕾（女） 射阳县合德镇团委

姜 洋 建湖县高作镇组织办

赵 驰（女） 建湖县高作镇组织办

王 璐（女） 东台市三仓镇团委

陆 云 东台市唐洋镇党群工作局

陈 勇 盐城市大丰区丰华街道团工委

王 茜（女） 盐城市大丰区草堰镇村建办

严心怡（女） 盐城市大丰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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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静（女） 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刘朋社区团支部

崔 俊 团盐城市盐都区委宣传部

刘 辰（女） 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党政办

柏 雪（女） 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党政办

夏语蔚（女）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新河街道团工委

王 昕（女）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新都街道团工委

马 量 团盐城市委社联部

陈 园（女） 团盐城市委宣传部

宿迁（25 名）

卢双阳 沭阳县沭城街道团工委

王 惠（女） 沭阳县庙头镇宣传科

吴朝旭 沭阳县章集街道宣传科

潘淮虎 沭阳县章集街道党政办

蒋香港 沭阳县颜集镇党政办

钟兵洋 沭阳县贤官镇党政办

周希惠（女） 沭阳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孙校男 泗阳县城厢街道农村工作局

张 文（女） 泗阳县李口镇资规所

袁淳彪 泗阳县新袁镇生态环境建设局

卢 潮 泗阳县卢集镇组织办

张 弛 泗洪县大楼街道党群工作局

姜 璇（女） 泗洪县重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

王玉如（女） 泗洪县半城镇团委

张 亮 泗洪县上塘镇党群工作局

张新月（女） 泗洪县朱湖镇党群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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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男（女）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安全管理办公室

姚彤彤（女） 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宣传科

赵 颖（女） 宿迁市宿豫区曹集乡党政办

陆 宁 宿迁市宿豫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崔慧颖（女）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道党政办

闵思捷（女） 宿迁市宿城区幸福街道党政办

侯志文 宿迁市宿城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司研（女） 宿迁市苏北计划项目办

邹 童（女） 宿迁市青少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