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百年职校一期学生情况介绍 

服务一班 

 

格让志玛， 女， 17 岁，藏族，来自四川甘孜州康定县，初中毕业，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务农。 

列珠倾忠， 女， 16 岁，藏族，来自四川甘孜州乡城县，初中毕业，孤儿，舅父抚养。 

蔡玲玲，  女， 15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江油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陈  威，  女， 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初中毕业，父母离异，随父生活。      

邓月英，  女， 19 岁，汉族，来自湖北麻城市，初中毕业，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 

邓亚兰，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初中毕业，父亲九级伤残，务农兼零工。 

邓秀娟，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盐亭县，初中毕业，父母打工。5.12 地震受灾严重。 

苟正燕，  女， 15 岁，汉族，来自四川成都都江堰，初中毕业，父亲去世，随奶奶一起生活。母亲做清洁工。 

何  艳，  女， 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李  玫，  女， 15 岁，彝族，来自四川攀枝花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赖木玲，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成都彭州市，初中毕业，父亲丧失劳动力，母亲糖尿病。 

罗雪梅，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成都彭州市，初中毕业，父母离异，自幼随父生活。5.12 地震受灾严

重。 

王显菊，  女， 22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青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多病，在家务农。 

罗  静，  女， 18 岁，汉族，来自四川攀枝花市盐边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马  俊，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初中毕业，父亲做车辆维修工。 

马  悦，  女， 18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马小蓉，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初中毕业，父亲去世，母亲务农。 

卿  娟，  女， 19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绵竹市，职高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冉雪娇，  女， 21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汉源县，高中毕业，父母务农。 

王  琼，  女， 20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马尔康红原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兼零工。 

王  丹，  女， 18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名山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吴  敏，  女， 17 岁，彝族，来自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徐弟娇，  女， 19 岁，羌族，来自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兼零工。 

余光波，  女， 18 岁，彝族，来自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杨发琼，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余  娟，  女， 18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苍溪县，高中毕业，父母务农。 

赵  珍，  女， 18 岁，彝族，来自四川凉山州会理县，高中毕业，父母务农。 

朱云兰，  女， 16 岁，羌族，来自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赵红梅，  女， 16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服务二班 

三郎王姆， 女，16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陈  容，   女，15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苍溪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兼零工。 

范  婷，   女，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苍溪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兰卡初，   女，16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黑水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彭怡梅，   女，16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名山县，初中毕业，母亲病故，父亲务农。 

宋  巧，   女，15 岁，汉族，来自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贾婷婷，   女，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王旭丽，   女，16 岁，羌族，来自四川阿坝州茂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父亲残疾。5.12 地震受灾严重。 

汪晓群，   女，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甘孜州道孚县，初中毕业，父亲去世，母亲右眼失明。 

杨仁艳，   女，15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杨小凤，   女，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剑阁县，初中毕业，弃婴，养父务农。 

杨婕妤，   女，17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剑阁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严小雪，   女，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绵竹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朱  渟，   女，21 岁，汉族，来自四川攀枝花市，初中毕业，母亲去世，父亲打零工。 

何富洪，   男，16 岁，彝族，来自四川攀枝花市，初中毕业，父亲病故，母亲务农。 

李  超，   男，19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初中毕业，父母双亡，随祖父母生活。 

闫仔钊，   男，19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高中毕业，父母打工。5.12 地震受灾严重。 

邓想平，   男，21 岁，汉族，来自湖北麻城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瓮  吉，   男，20 岁，藏族，来自四川甘孜州康定县，初中毕业，父母双亡，随祖父、姑妈生活。 

周文杰，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绵竹市，初中毕业，父母下岗。 

向  攀，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绵竹市，初中毕业，父母打工。5.12 地震受灾严重。 

唐  丹，   女，17 岁，羌族，来自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初中毕业，父母双亡，随外祖父母生活。 

电工班 

 

尕斗泽里， 男，21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阿  何，   男，20 岁，彝族，来自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5.12 地震受灾严重。 

冷远恩，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中江县，初中毕业，母亲离家，父亲务农。 

大尔子，   男，17 岁，彝族，来自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电  珠，   男，21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香格里拉县，初中毕业，父亲病故，母亲务农。 

黄永波，   男，21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李  磊，   男，18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名山县，高中因贫辍学，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罗  强，   男，18 岁，彝族，来自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初中毕业，父亲病故，独自生活。 

罗先伟，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母亲残疾。 

任天龙，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初中毕业，父亲病故，多随祖父母生活。 

文少飞，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青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吴  强，   男，18 岁，羌族，来自四川阿坝州茂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杨廷树，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初中毕业，父亲在煤窑打工，母亲务农。 

袁旭冬，   男，21 岁，汉族，来自四川泸州古蔺县，高中毕业，母亲病故，父亲务农。 

余金卓，   男，18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余紫阳，   男，20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赵晓东，   男，23 岁，彝族，来自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周  文，   男，20 岁，彝族，来自四川攀枝花市，高中毕业，父母务农。 

冯永贵，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绵阳市三台县，初中毕业，父母经营小摊。 

廖  楦，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绵竹市，初中毕业，母亲失踪，父亲打工。5.12 地震受灾严重。 

罗文其，   男，15 岁，汉族，来自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兼零工。5.12 地震受灾严重。 

切珠亚，   男，17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吴明广，   男，16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金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杨兴策，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张国成，   男，18 岁，藏族，来自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冯  闯，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父亲残疾。5.12 地震受灾严重。 

吴  磊，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王显涛，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广元市青川县，初中毕业，父母多病，务农。5.12 地震受灾严重。 

吴  键，   男，17 岁，汉族，来自四川成都崇州市，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梁  健，   男，21 岁，汉族，来自四川德阳绵竹市，高中毕业，父母务农。 

任凌江，   男，16 岁，汉族，来自四川雅安市名山县，初中毕业，父母务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