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川一中初中毕业生名册（46届-59届） 

四六年上半年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徐声律 张爽庆 范业勤 张达智 傅春海 卢集松 岳传仁 

何家治 卢集荃 吴泽斌 郑庆耀 郑渭清 沈仲英 吴厚泽 

袁志豪 王作善 李锦善 李光仪 余章明 饶执中 脖子俊 

王远恒 尹业国 张懋仁 陈本章 周广雅 潘承礼 邹祖植 

严欣舫 戴桂芳 

四六年下半年第二届初中毕业生 

李承亨 刘德正 曾藩俊 陈 镜 焦振北 陈润斋 徐声琦 

王明协 顾泰熏 晏修章 张德惠 何德仁 傅雄烈 李书文 

刘鸣皋 张本福 晏世芳 顾泰芬 万慧清 黄光兰 刘远杰 

邹月华 

四七年上半年第三届初中毕业生 

晏锦章 晏荣章 岑 俊 万声耀 卢集鹏 萧章汉 潘华元 

刘英俊 黄其昌 萧远耀 刘 英 王文轩 刘美生 喻传恺 

胡子俊 万光钦 王佑生 段奇栋 丁正大 林成银 邹乾隆 

邓衍武 晏玉章 骆友情 胡必芳 刘远英 顾泰芳 廖启慧 

顾泰蓉 邹崇新 雷云霞 萧世萍 

四七年下半年第四届初中毕业生 

周采啸 吴泽芝 万仁平 廖索玉 萧世萍 钟国英 李静芳 

涂人秀 卢集芬 刘人钰 魏家仪 刘孔嘉 丁良群 王家贵 

屈乾栋 萧晓初 程满堂 卢集中 潘 涛 晏克恕 胡以胜



傅正义 何政璈 龚立章 朱世玉 胡文质 黄秀梅 魏家藩 

王远林 梁诗信 马维勋 

四八年上半年第五居初中毕业生 

邹志荣 卢玉华 吴泽兰 骆宝琴 王盛兰 洪长庚 滕剑琴 

鲁荣芳 陈 畋 张尧清 徐为镡 谭立忠 梁书义 马泽民 

刘祖元 熊定国 杨德鸿 刘德麟 蒋炳松 汪新保 王重文 

徐声瑚 刘 英 李矩武 徐诗镜 李有猷 艾从周 彭正文 

杨本清 萧天发 孙光前 刘 堮 卢作德 朱文翰 龚世超 

李有成 云起龙 鲍大钧 梁遗龙 王绍明 易明钧 姚楚屏 

徐诗萃 邓庆明 

四八年下半年第六届初中毕业生 

晏云章 刘远雄 钟宝玉 晏世英 彭念慈 邹祖文 张达苓 

曾昭君 严欣敏 吴恕生 汪振声 尹先英 严国梁 晏盛章 

余宪谦 黄正鹄 袁宏盛 邹崇斌 陈介民 章德巨 谭立哲 

吴义侠 杨朗生 杨宪文 严治清 何树斌 傅正国 萧家邨 

孙超文 袁希发 冯福民 黄正屏 胡鸿烈 李其炎 李汉辉 

张德清 彭贤元 鲁人芝 黄诚训 严尚普 杨绍清 刘铭钦 

喻开庭 汪荷轩 胡建东 李 柱 吴修正 陈 朴 陈厚奇 

李英魁 杨润民 严光宪 刘崇仁 (刘薇) 曾广琴 汪新英 

朱三明 周广颂 吕海藻 廖启常 蔡子俊 龚武模 

四九年第七届初中毕业生 

邹焕英 朱克敏 倪纯礼 张静芳 李笃英 刘崇仁 葛声洪



黄秀彬 邬义田 王鼎祥 梁书文 严绍斌 刘维哲 王札成 

高柏炎 张照清 邹 勋 王振文 陈守诚 傅宗明 刘祖向 

胡运全 张高美 顾德一 吴遵训 吴遵道 许惟铭 杨治华 

刘玉堂 向德渊 严 威 段奇舫 李其龙 李新民 李本林 

张振球 萧家和 邹德祖 王忠林 金承圣 呈正华 王庆余 

万声侠 万步鹏 刘章焕 徐诗穆 王修智 李佐华 李贶生 

汪新钦 周翼华 赵银香 万仕珍 张爱芳 王明闰 邹先荣 

骆大福 曹克福 刘官楷 黄德明 段良德 郑少南 喻光辉 

曾宪典 周悌宽 胡昌明 王定国 周 晖 李光枢 熊师藻 

张惠民 徐焕卿 汪绳武 蔡治国 

五零年元月第八届初中毕业生 

陈雨轩 李邦志 曾宪芬 杨札谦 曾昭云 胡昌葆 张达人 

岳汉武 汪新昌 刘琼森 蔡裕光 潘国英 钟玉芬 何兴翔 

五零年七月第九届初中毕业生 

陈石生 晏芳章 汪新菊 骆 琳 蔡子兰 周翼惠 刘道岚 

雷艳霞 周润珍 胡昌善 尹克俊 李圣谟 武诚华 胡 刚 

张忠宽 严志刚 陈华瑛 徐慧生 萧越常 胡昌华 周文杰 

田世兰 廖启兰 

五一年元月第十届初中毕业生 

廖承志 万惠芳 刘沅陛 杨 勉 倪纯智 邹立功 陈言卓 

陈本蓉 邬守诚 萧俊洽 尹作斌 汪新琪 葛正惠 方先菊 

艾惠芳 何立中 武笃生 余运泽 汪新乐 徐学斌



五一年七月第十一届初中 

晏克玉 刘 荫 武诚芝 晏慧芳 孙冬仙 骆益兰 龚杏香 

王润谋 方先耀 谭伦常 博志坚 钟宝桢 谢文翼 曾繁孝 

曾宪超 胡拯祖 方敦杰 刘祖英 熊绍福 

五二年元月第十二届初中毕业生 

熊曾翔 马克俭 周国华 余琴芝 罗丽华 张文楼 方先麟 

胡昌文 王润安 邹光灿 吴传经 吴传诗 刘德忠 周孔伋 

王子定 李幼庭 徐声钧 叶百川 张明钦 郎德增 童显干 

刘汉雄 

五二年七月第十三届初中毕业生 

李惠兰 高菊芳 邹荆枝 周梅芳 张克木 张云五 彭贤熙 

卢源材 田世忠 汪仲文 邹敬五 王诗德 邹宽祖 杨德道 

郑久仁 田世雄 刘远惠 胡家雄 让树清 胡继森 胡以平 

张广发 葛怀安 胡必超 张达节 欧阳坦 周顺忠 邹先华 

五三年七月第十四届初中毕业生 

王远学 严敬轩 傅姣云 程春芳 张凤炎 刘舜芳 卢华林 

郎德垣 钟宝鼎 李其风 李显武 钟国富 高持雍 汪新惠 

闵美松 田世安 张后达 刘贤泽 李清华 陈华瑜 方德华 

邬树勋 胡继书 段圣章 岳家钧 李华凤 晏世珍 姚同香 

刘望姣 吴振春 田祖华 张安国 张达义 刘枝桂 王德民 

张型仿 杨观杰 杨之楚 邹光远 刘贤武 谭伦佑 王顺林 

张达银 雷运生 吴方乐 王刚强 尹作霖 杨德远 陈 勇



曹 洵 于学德 萧永年 李德民 刘启伟 谭立三 胡昌信 

孙昌楠 李木兰 杨明珠 钱昌钧 李选冀 黄有信 王业茂 

袁宏义 闸远钧 黄有识 王家耀 孙昌宴 陈成恒 杨德祖 

李家铭 杨念先 刘道俊 陈方坤 绦善复 李开楚 丁守先 

李开广 郭应龙 程忠英 王家全 

五四届初中 

向宗荫 李祖英 宴锡章 张前贤 徐诗银 廖启雄 周国兴 

卢大元 李祖垠 张培汉 姚玉华 郑久兰 尹勤华 张清安 

龚世兰 徐巧香 黄秀芳 谢风琴 方爱华 邹祖梁 李俊华 

熊曾培 胡昌良 周格康 萧隆飞 黄致富 毛树生 万仕惠 

文小安 雷通逵 郑长瀛 李文祥 杨焕祥 岳石卿 罗浩然 

沈杏英 曹玉兰 李世琳 邱先民 王香兰 陈邕生 张爽芳 

胡昌瑞 姚明镖 王远良 邹祖彬 李其白 姚志清 邹重汉 

曹克桢 罗远超 余自安 吴梅生 陈德纬 刘启懋 陈德济 

黄翘潜 闵维泰 吴克侠 何兴文 陈启光 万仕敏 汪开学 

唐爱国 王诗林 汪信生 潘树烈 孙发成 陈贻坪 张安中 

葛正中 龚幼生 刘恭德 王少清 刘树高 陈德山 金先镜 

熊诗祥 马家文 汪长清 饶本仁 吴纯秋 李新华 谭伦显 

李本年 刘祖春 王绍裘 田淑兰 刘华文 吕志华 邹西庚 

卢吉骧 卢义任 宋功云 方亚伦 鲁家春 梁书虎 邹祖春 

许惟初 吴师豪 邹文凯 王作季 蔡诗鑫 胡昌清 王诗长 

熊绍和 曹克明 陈贻桢 吴继伯 徐泽安 尹业祥 张盛舜



熊永谟 卢集淦 熊汉南 陈文轩 鲍祖刚 周杏生 周国珩 

熊良玉 王修职 张裕良 张元戎 戴良松 胡观成 李福亚 

谭品芳 焦振球 桂运芝 黄光雄 

五五届初中 

胡克振 严云霞 曹如清 汪新琛 曾庆麓 王远培 胡寿安 

萧秀俊 邹芳文 胡杨名 胡昌煊 李戊生 李腊香 黄振芳 

姚翠林 詹向群 李植汉 蔡贤斌 顾泰安 马克样 邹崇德 

鲍之林 彭明仙 方辉钦 倪笃恩 廖新安 江先立 王德芳 

罗远洪 曾济南 胡昌虎 张振凡 胡昌相 胡昌云 壬远发 

胡传秀 王克曙 杨国彦 吴桂芳 邹少文 邹祖鼎 江金泉 

张远麟 杨德成 胡家楚 胡必梅 王诗清 梁书瑜 胡资平 

陈世虎 吴正木 杨旭安 邬惠芳 陈碧君 王庆生 王礼荣 

何正杰 戴义钧 王修海 林承贤 雷乾壁 刘芳兰 王爱文 

胡必才 陈尚斌 萧良海 田经纶 萧政宽 黄仲茂 涂前泰 

谭仁超 周天才 许传智 庞贤斌 王玉华 萧映先 余章启 

熊善坤 李振汉 王水仿 吴绪九 陈贻芳 王发秀 王声源 

刘名烈 邹崇贤 匡幼香 胡福兴 鲍官清 朱荣华 陈复龙 

张汉斌 刘传凤 王胜仿 王藻云 黄道济 陈占贵 陈天佑 

张万清 王家声 何正邦 王为洲 王修庆 张定良 许芳春 

邹幼仙 胡昌钰 王正戌 朱传经 萧绍南 尹业富 曹云坤 

刘国强 戴天庆 王发和 杨兰英 刘克华 王长坤 王亨光 

王华斌 陈克礼 王道美 龚四星 王德植 王庆寿 胡志洪



张志报 王庆杰 刘业清 罗桃村 黄炳炎 龚翠云 余长明 

刘成厚 黄文健 车良才 傅荣烈 何家安 廖贤知 晏章万 

傅楚超 章立勋 萧植才 余礼明 王良才 李晓元 饶书华 

王传洪 匡志刚 王华清 陈燕生 傅烈才 李佐国 廖贤柏 

黄兰芳 何正汉 胡建国 龚芳甫 周方心 王克斌 江巧润 

陶志群 骆秀清 田世杰 晏世琼 赵诗华 徐继仙 尹作琴 

胡南屏 张可兰 刘保宏 李世钧 葛正华 周尚梁 张爽镜 

汪新忠 雷中秋 杨国雄 萧德明 徐胜先 鲁文定 曾宪敏 

胡金陔 吴传斌 邓衍浩 戴大生 胡必梁 胡昌松 倪纯珍 

李朝炎 范远谋 王典武 刘传凯 张型义 石高祥 黄维耀 

王修仁 刘荣萍 曾繁荣 王爱玲 钟国琛 涂前彪 田永宽 

王国洲 阳华心 王本慈 王玖香 卢源超 胡士平 田士珍 

汪开秀 黄秋英 杨小香 李志君 刘友清 胡必香 吴多兴 

熊曾成 卢集皋 刘泽民 程畅清 邹焕祖 罗望清 卢汉雄 

聂昌佑 凌昌文 胡家墀 张远清 王远清 黄致龙 张广超 

张广钊 龙贤友 刘世英 文桂生 张天才 王双保 张裕琦 

龙耀堂 张育华 张海晏 李春燕 王敬传 王恒斌 李幼宗 

张元群 梁春波 王绍宗 王爱芳 葛翠玉 张声坪 杨金安 

余启新 杨志明 凌昌明 何炳贵 张文华 刘文汉 周协武 

程厉治 王德树 蔡顺祥 程望轩 彭旭初 洪文柱 黄致国 

熊介梅 陈锦蓉 陈慧安 刘远俊 李本国 吴述仁 黄文芬 

刘成勋 廖名洪 彭彬心 吴世琪 王庆超 熊承禧 刘志立



杨义之 王兴国 谢学浩 傅正发 李家金 余章弼 李纯白 

倪笃勋 张树森 刘钰海 宋其芳 张文穆 张金洲 张良志 

康光武 郑衍生 李德成 文良彬 钟宝舜 萧银松 汤年春 

江济斌 王长佳 姚书秀 向宗来 王清安 刘信福 文在成 

王志清 刘传义 向远大 方先驹 曾庆华 郑长浩 万惠厚 

刘玉品 高在清 方治东 曾繁仙 刘惠芬 郭美英 晏世芳 

王枚芝 萧菊仙 刘之严 熊曾淹 胡盛元 汪新盤 曹汉铭 

段贤才 熊曾明 王明杰 梁书华 刘传运 郑明元 卢流辉 

何兴智 鲁人义 

五六届初中 

徐秀芬 龚玉霜 严菊林 吴继元 朱茂锦 喻宗文 吴泽民 

严玉兰 周国年 岳家桐 徐梅村 郎德发 张育丽 陈风玉 

孙长芳 熊曾年 徐水清 李为顺 刘金玉 周家刚 向宗瀛 

邹先明 严楚生 傅岚亭 金先正 吴绪模 胡昌义 余章经 

许伯藩 周和卿 孙满堂 熊勤洲 叶元臣 饶少恺 胡金汉 

陈长发 李良斌 王学典 蔡绪光 谢贞玉 黄华平 孙光华 

张正威 许芳汉 王纯真 刘玛瑙 徐起勋 胡必锦 余章汉 

喻传斌 周治本 萧巧云 王金乐 王华清 梁书正 蔡子华 

贾琼珠 胡爱林 李玉清 熊绍新 刘尚纯 董木铎 汪开樵 

胡昌寿 邓衍钧 段国样 张广安 张中秋 张文奎 李佐兰 

尹光美 曾济南 王礼监 余克家 胡练修 何绍江 张开群 

唐仲武 刘惠平 黄振环 郭汉平 陈燕翰 张谋元 余绍明



张声福 张培楚 胡昌木 邓万里 刘绍清 邹祖华 胡尧天 

徐仁超 钟文元 姚书文 雷和清 张群林 倪厚义 王锦洲 

涂长发 张振华 栾得贵 尹光华 吴明友 余炳炎 冯喜安 

徐幼泉 阳熹明 王心龙 王维真 易法樟 刘祖皋 张道光 

周行明 张文友 曾庆士 孙臣铸 倪纯治 喻本棋 蔡德秀 

李林风 陈福会 熊绍龙 刘敦纲 严欣仿 黄钜铭 吴继雄 

周名声 余绍忠 马业志 余锦烈 朱世熙 周士雄 陈才元 

王作良 王庆福 徐文泰 萧良策 黄诚睿 许礼乐 李必英 

熊作斌 胡昌学 胡林学 邓显文 刘福堂 杨安钦 周谋新 

胡 杰 徐永泰 夏震华 唐永昶 吕华明 吴绪永 龚凤阶 

匡运云 吴学义 章德馨 陈福如 涂裕金 李传雄 张敬道 

陈贻秀 王惠芳 杨凤兰 江碧华 徐姣芝 汪友云 陈世凤 

张声德 徐华清 王治清 陈振声 朱福林 宋志惠 卢义美 

李巧生 陈冬英 李佐凤 张玉香 余宪伟 匡妙清 张早娣 

李文珊 吴继道 王润庭 李书仿 沈桢华 李其安 胡运培 

朱六名 何正琦 龙贤才 邓衍安 晏世雄 胡荣修 文常炳 

文绍斌 张诚亮 李祖奎 熊寿彭 汪治国 汪福宽 姚修愚 

江玉华 江年喜 孙瑞安 张铎育 祁守午 汪福延 王为春 

王声秀 王厚成 王胜仿 丁济仁 余景容 余章贤 王修超 

王修评 王声恺 何正国 何正彪 刘名振 傅天佑 黄德益 

郎维轩 余常绍 王声斌 张伏清 王望芝 何正宽 汪小英 

罗想贵 萧枝薇 焦爱芝 王国松 刘家荣 陈燕祥 刘昌信



蒋思藻 胡国修 刘天新 张重林 王振雄 王承斌 邹德厚 

张相宽 王少云 李达金 刘枝林 龚式新 刘荣松 樊梦生 

吴声哲 余宪雄 刘泽生 余运陔 陈训谦 唐义家 汪新礼 

万仁刚 王渭清 王书明 王国英 戴义钧 谢体壮 徐声钧 

五七届初中 

马兆甫 张杏香 陈金娃 邬礼嫒 熊三美 李佐玉 徐清泉 

卢大章 李德祥 唐承欢 吴良芝 陈延绪 余起骔 闵石汉 

彭道武 陈国元 吴兆华 张世能 张开雄 严共荣 严均洲 

杨友明 孙长润 胡继龙 胡国学 胡昌样 许札乐 刘祖松 

王家清 杨其仁 邹祖慧 许华琦 张达平 李家贵 余旭明 

谭伦术 胡志超 胡继银 熊钦轩 孙文国 张新燕 姚华祥 

王仁里 邹崇金 周华武 张千枝 谢体范 胡安民 周翼胜 

王东银 段功忠 余敦厚 吴诗咏 彭习全 王为甫 金承德 

黄德新 王华盛 黄诚新 胡钧修 蒋开厚 喻可俊 王同生 

胡元堂 张振炎 王礼让 李银松 萧千云 黄正宏 张永宏 

陈银安 马桂成 郑耀国 陈桂炎 李佐华 云世杰 严欣荣 

刘志发 余起骅 刘德和 何仲侨 江成国 艾汉洲 邵生才 

胡宜斌 刘四元 徐美泰 张先春 余宪炳 王修练 姚书文 

王训钜 邹光兰 田桂华 刘绍群 曹桂兰 刘伏香 马佩兰 

刘满香 程记香 刘紫芳 田世勋 马锦微 邓衍芬 阳金芝 

方月安 张继良 方敦学 汪定生 赵方海 熊永生 张平安 

张少东 刘清云 熊元生 黄德芳 胡万修 喻传洲 胡桂春



马盛林 胡身修 刘昌文 王传炳 周文高 万尽孝 陈再清 

周广厚 李道朋 胡继琏 周世汉 吴正英 吴方大 张新俊 

张先春 孙锡福 徐近华 罗厚千 倪厚泽 余起宪 胡 斌 

喻望生 杨新祥 马志衡 廖济众 汪福长 何正谦 李烈至 

李朝阳 李桂香 陈淑钧 万承谦 常玉华 汪新美 程乐芳 

萧德兰 周碧珊 余先明 凌爱云 李金全 徐延祥 岳建武 

彭正发 邱春年 余巧生 王家坤 王德记 王传伟 刘利川 

李楚文 彭家瑞 胡炳学 胡照华 李良虎 江先廷 胡耀武 

陈金陵 陈启民 余镇武 匡复兴 唐承华 刘柱来 周天才 

汪福波 吴宗藩 吴积丽 刘贤斌 张光国 熊德智 易中瑞 

周士明 王为松 童国强 陈德文 汤厚道 彭筱荣 汪开源 

吴克彩 高玉仙 江义民 马芙清 李佐芳 马敏清 张学文 

曾凡荣 吴金香 段生仿 郎维忠 陈宗祥 胡荣修 许礼恩 

何家清 傅志雄 胡继长 晏绪勤 黄翘霆 张广临 陈贻华 

陈启国 周广荣 汪远炎 王良声 卢志杰 贾远海 刘德高 

周正国 吴金波 夏继铭 汪泽成 何家汉 方修玉 张企超 

范蔚道 余保云 袁绍武 戈先廷 萧佑泉 萧铜钧 丁志明 

何如芬 王绍汉 张后晶 高文友 黄正斌 刘大洪 蒋海波 

王全和 王修潜 周人杰 余绍明 李荣芳 周谋新 

五八届初中 

李高杨 汪开芳 池长源 晏章云 张芸芳 王礼煜 张选文 

何虞浩 邓冬芝 汪福明 肖幼松 刘贤龙 肖永忠 张元群



谭国平 谭立雄 杨源桥 刘昌祥 胡继银 汪善益 邓衍铨 

张文轩 张前光 龚新民 邹德苗 陈启富 王德诚 王修琪 

刘昌海 刘贤斌 徐诗琼 熊绍维 徐声勋 李高炎 王新甫 

王开文 李洪万 王友卿 张裕康 李彦章 王德荣 曾昭文 

陈启刚 李显杨 王秀菊 刘昌文 张重辉 汪浩然 黄继芳 

余腊贵 吴彩云 别遭明 张达宽 胡达仁 王松清 赵小清 

李循柏 李颂武 李相选 张明山 余继楚 孙启树 刘丕雄 

李朝坤 唐承继 王武臣 吴良成 漆新发 张祥元 唐贞维 

杨之才 何礼元 池金山 叶恒昌 胡必干 夏启发 朱柏松 

刘志成 邹远圣 陈福来 陈楚文 喻宗宽 李泽安 李东成 

胡季林 黄仲发 夏智勇 张爽谋 傅欢业 肖作彬 杨友芳 

胡兴发 梁小仿 卢大春 孙福林 徐桃英 李祖兰 邹祖章 

李光明 张爱丽 曾庆明 邹桂生 赵树仿 胡培金 邹富廷 

雷汉玉 杨德逊 周德馥 邹敬祖 胡克勤 鲍祖成 田世骧 

廖承立 罗裕祥 刘福生 赵月仿 高祖兴 刘少雄 武诚国 

胡继棠 汪锦忠 李东林 卢义祥 邹本学 喻培铎 葛声蓉 

张凤梅 段奇香 熊曾香 晏维章 蒋开明 陈德芳 尹作豪 

胡必超 王家海 邹志龙 张广昌 李家熹 王忠葵 张经畴 

王福孝 陈又道 黄翘汉 彭斯华 刘生喜 胡学南 王银春 

蔡桂廷 陈菊桂 朱腊云 张菊华 胡翠华 黄翘敏 徐同军 

刘图义 黄国伟 黄翘香 时华武 刘成洲 张长安 李泽新 

刘真人 罗运生 王大才 王正南 夏玉珍 王绍文 王梅香



肖宏银 张先迪 伍运瑞 赵福武 张重华 罗志华 李敦贵 

李铜山 李良生 景本华 罗相洲 周格芬 陈翠芳 楚 晋 

王秀玉 曾凡福 林先顺 马季春 黄风起 程金汉 卢流耀 

曾德发 胡昌清 李友仙 王钧界 李祖圣 胡盛建 潘克仪 

姜忠谋 贾传秀 康家启 邓世民 潘普生 吴正信 胡署成 

李亨智 戴冬仙 陈贿寿 胡必文 余章顺 熊师安 刘春发 

刘声远 程敦银 刘振学 黄保安 杨虞昆 孙忠良 许维纲 

胡必安 张克钧 许树银 吴庆生 杨柏生 胡继栋 何承禄 

章德林 曾庆林 谭立超 何定雄 

五九届初中 

尹敬国 蔡绪胜 李为贤 曹琼平 李佐植 刘年安 胡昌藩 

邹祖郁 倪纯宾 林永青 肖国华 李相时 彭双发 李元生 

云在英 吴德芝 罗运明 罗春山 吴奇之 黄佩玉 胡盛利 

陈连桃 黎耀明 肖相爽 闻水山 熊德先 唐承斌 尹登贤 

宋旺新 蔡裕坤 刘德亨 倪厚坤 王义洲 陈国荣 李佐耀 

刘仁仿 李朝林 马哲清 李相烈 祁可夫 尹大年 张后华 

张文洲 张冬元 胡又洲 杨安甫 肖传旭 宋功勤 熊承芝 

陈惠芳 胡昌宏 胡桃香 朱邦定 陈庆云 黄光圣 曹水昌 

邓衍森 张远骅 葛佑舫 晏章龙 胡继运 姚云青 陈德纯 

王少贤 刘绍舫 汪福匡 汪新兆 王少光 戴和清 潘春茂 

陈贻雄 胡必文 袁北海 周 昉 廖承德 刘吉瑞 丁先进 

聂东山 葛正美 李佐中 邓艮美 邹安佑 吴学林 王炯烈



段金枝 文山河 胡昌秀 肖德惠 张冬元 杨继群 李盛馥 

谭伦国 张文美 陈德旺 潘桂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