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学院校友捐款捐物表
校友捐赠班级或个人 捐款捐物金额(元) 捐赠类型

湘江师范1986级普师59班 2000 认养樟树

长沙基础大学1986级中文教育六班 （估价）1500 捐赠字画

长沙大学1996级数学十三班 （估价）1200 捐赠石匾

湘江师范1992级特师九班 1000 认养樟树

长沙职业技术师专1993级机械十五班 1000 认养樟树

长沙大学1996级会计二班18人 1800 认养桂花树

长沙职业技术师专1989级化学三班 13500 捐赠银杏树 、1.4M高黄蜡石

长沙学院2005级通讯三班首阳 1000 认养罗汉松

长沙大学政教专业郭葵刚、陈龙山 50 认养罗汉松

长沙基础大学1986级工民建李兵、谈镜秋 2000 认养樟树

长沙基础大学1986级数学四班张楚成、饶晓忠 3000 认养樟树

梁念宜（长沙大学1986级中文秘书） 3000 认养树

田景雄（长沙职业技术师专89级化学专业3班） 3000 认养树

杨 旭（长沙大学86级工民建专业） 2000 认养树

杨永茂（长沙基础大学81级工民建专业） 2000 认养树

黄一鸣（湘江师范大专班81级化学专业） 1000 认养树

罗志桃（长沙基础大学79级机制专业） 2000 认养树

罗玉良（长沙职业技术师专96级机制专业） 2000 认养树

廖俊德（长沙职业技术师专84级机制专业） 2000 认养树

黄学明（湘江师范大专班78级物理专业） 1000 认养树

喻国平（长沙职业技术师专88级数学专业） 2000 认养树

长沙大学物理教育八班 1000 认养树

罗国安（长沙基础大学84届房屋建筑工程1班） 2000 认养樟树

喻国斌（长沙大学1987届工民建专业校友） 170000 捐赠不锈钢数字地球仪景物

李宁湘（长沙大学98届工民建专业） 12000 捐赠雪松

长沙大学1994届工民建专业班 12000 捐赠雪松

长沙大学1993届工民建专业班 12000 捐赠雪松

毕君和、肖仕新、石勤、曹斌辉、江科、冯超、郭学斌、严超、李冰

沸、王勇（长沙大学2007届机械设计班）

4000 认养雪松

长沙大学88届计算机应用专业班 1700 认养雪松

长沙大学90届计算机应用专业班 1700 认养雪松

古湘（长沙大学87级中文秘书班） 1200 桂花树

长沙大学83级中文秘书班 30000 2.5米高黄腊石

湘江师范87级特殊教育2班 2000 雪松

长沙职业技术师专87级机械10班 （估价）2000 釉下彩瓷花瓶

长沙职业技术师专92级物理5班 8000 雪松

长沙基础大学81级物理二班 56000 捐赠大桂花树两颗

湘江师范88级特殊教育3班 4000 认养大樟树

湘江师范88级特殊教育3班陈英 2000 救助校友陈娟治病

长沙基础大学82级企管二班齐妍丽 1000 救助校友陈娟治病

长沙职业技术师专90级李照文 5000 认养树

长沙大学84级工民建班刘自力 2000 赞助助学足球赛

长沙大学 84级企业管理石俊 5000 赞助助学足球赛

湘江师范88级特殊教育4班 3000 认养樟树

长沙基础大学五班（电子一班） 2000 认养樟树

长沙职业技术师专机械制造11班 3000 认养樟树

湘江师范90级特殊教育5班 4000 认养樟树

湘江师范83届普师39班 4000 认养樟树

长沙学院05级应用物理一班胡胜 3000 资助贫困生

湘江师范91级特殊教育6班 3000 认养樟树

湘江师范86级特殊教育1班 3000 认养树



长沙大学84   长沙大学84级工民建班刘自力

级工民建班刘自力、石俊、王仲林、杨金琪、秦

11000 赞助助学足球赛

10000 赞助助学足球赛

长沙学院05级应用物理一班胡胜 1000 资助贫困生

2016年度应用物理一班胡胜 4000 资助贫困生

2006级土木三、四班全体毕业生捐赠 12000 捐赠奖学金

2016年原长沙基础大学政教三班 （估价）12000 湘绣一幅

2017年度应用物理一班胡胜 4000 资助贫困生

2006级土木三、四班全体毕业生捐赠 17000 捐赠奖学金

2018年度应用物理一班胡胜 8000 资助贫困生

2006级土木三、四班全体毕业生捐赠 17000 捐赠奖学金

2017年11月11日，原长沙大学87届中文系新闻专业40余人 （估价）3000 捐赠银杏树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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