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川一中高中学生名录（59届--68届） 

五九届高中 

李巧生 王润廷 陈冬英 张振华 熊绍龙 邓衍钧 徐梅村 

严欣仿 熊曾年 晏绪光 吴明才 王国松 刘敦刚 段国强 

周国年 王梅枝 张远麟 曾繁仙 胡必锦 尹光美 王声秀 

付岚亭 王修超 邓万阶 胡炼修 曾济南 黄华平 曾昭宏 

余宪平 钟文元 龙贤才 徐起勋 吴泽民 曾庆士 吴继雄 

余锦烈 胡昌旭 胡彦方 杨毅芝 李祖奎 胡昌钰 吴相发 

陈振声 王维真 李书仿 刘祖臬 张玉香 胡尧天 李佐定 

吴绪美 晏世芳 王榆芳 丁济仁 郎维轩 周国兴 王正凡 

胡运培 孙满堂 刘尚纯 汪友云 胡国修 王学典 李腊香 

朱世煦 黄振环 何正宽 吴方成 张群林 汤行美 方先武 

吴振汉 张可兰 王焕群 陈凤玉 冯喜安 刘德云 金承英 

彭友德 梁遗隆 吴绪模 何厚坤 黄德益 余常绍 余章汉 

王作良 吴绪忠 余绍忠 吴明友 何正琦 李立华 陈济冬 

胡昌学 叶元臣 刘荣松 方启万 刘枝林 周圣杰 叶继长 

文自雄 龚式新 樊孝耻 李林凤 李佐凤 彭明晴 彭宗环 

李华成 张文湘 杨小云 杨庆云 李行江 肖运新 龚树恒 

周碚盒 陈光远 文有钊 周治本 孙明伦 陈少生 倪厚义 

葛翠玉 王渭川 谢贞玉 阳熹明 昌华明 付德发 冯荚兰 

朱六名 匡妙清 张振元 王忠文 彭玉珍 张早娣 潘金荣 

张忠清 苏应煜 王传芳 何正彪 沈邦济 刘远玉 唐义佳



焦爱芝 孙光华 

六零届高中 

周鸣声 田人钧 余起骅 熊元生 刘德高 周 荫 周正国 

余宪炳 王作桂 汤厚道 张先春 陈国元 廖济众 王家坤 

张开雄 何正谦 贾远海 吴新发 周天才 罗厚千 王振雄 

唐承欢 张廷锦 邹崇金 卢志杰 唐承华 童显武 陈启国 

余起宗 何仁炼 梁遗福 何如芬 陆云声 汪治国 张维毓 

吴金波 汪远炎 万尽孝 陈光耀 何家清 王为甫 严庆云 

汪定生 陈华琦 曾凡荣 张平安 张继良 何家勤 刘利川 

王传炳 王德继 喻可俊 胡桂春 胡国学 胡身修 喻传洲 

胡必彩 王子武 刘德和 彭正发 王忠文 刘祖松 马敏清 

周昌峙 彭家瑞 黄诚济 余绍明 

六一届高中 

胡馨发 邹勤业 邓世明 夏启发 陈启刚 邹远盛 熊绍维 

雷汉玉 余保云 肖洪银 戴冬仙 熊师安 陈楚文 唐承继 

李有仙 邹桂生 李循柏 黄仲发 张云芳 刘春发 胡培金 

胡盛健 王忠葵 夏玉珍 王梅香 李朝坤 肖作彬 肖干云 

胡暑成 李光明 陈燕寿 朱伯松 胡必超 陈启富 沅克仿 

曾德发 王均界 汪善益 张金光 李良虎 卢义祥 黄翘汉 

余唯楚 邓衍铨 胡继棠 孙爱芳 周德馥 熊雷香 葛声蓉 

徐桃英 罗志华 刘声远 吴庆琛 黄翘敏 杨柏生 汪福明 

刘振学 张元群 余章顺 刘宫海 刘昌祥 何虞浩 胡昌明



池长元 黄风起 邹德苗 刘志成 楚 晋 李泽新 王大才 

杨虞琨 王福孝 赵小清 池金山 李敦贵 谭立雄 李亨智 

陈翠芳 何仁良 

六二届高中 

刘之顺 李重芳 谭树平 张文恒 杨行德 王德万 向绍华 

赵秀英 李完全 杨国祥 胡克勤 汪汉文 张杏芝 胡昌镇 

郎维川 王明则 刘尚孝 金承发 钟立铭 唐绍雄 孙良政 

刘早方 张贯一 吴绪芬 徐诗卓 刘甫生 黄正祥 段奇仙 

陈桂海 葛正洪 罗运明 吴振松 喻秋芝 徐为玲 魏文武 

江绍武 朱传德 罗家贞 刘祖义 袁长培 胡继英 肖惠先 

万仁堂 张培菊 张友华 王长生 文小蓉 孙桂生 吴栋才 

陈贻汉 汪长庆 汪作清 戴辉海 李传清 傅在煌 郭池田 

李维成 刘文元 姚云清 任家兴 熊义兰 孙启树 余世春 

王忠恺 

六三届高中 

张铭楚 张家祥 王东元 韩端智 胡翠云 陈贻炳 李润学 

方辉英 武诚国 黄先采 陈守洪 许锦川 张德采 许才学 

雷凤梅 马家骏 黄行华 傅楚元 刘国祥 陈善甫 杨元生 

蒋想清 严与清 晏成功 许诗明 龚中锦 黄家仿 黄修仪 

龙秀英 胡圣学 洪小菊 刘迎春 韩春生 马泉生 程汉明 

高伯强 陈厚安 马业清 吴纯杰 马克方 马业贞 张德铭 

邓运甫 熊昌义 刘林森 吕运清 韩乾坤 张金荀 汪桂清



胡梅成 邹长庚 许木清 邓万商 鄢新启 吴明先 谢专甫 

兰国光 周志丹 严欣亮 金克美 高元发 颜楚才 吴师凡 

潘国玺 唐永成 王长懦 张先辉 傅正善 汪作鑫 陈德煜 

龚承业 杨望云 许昌宏 邓万斌 王修炎 郑荫芳 谭伦昭 

周钧川 曾庆荣 王承洪 马业隆 

六四届高中 

鞠少清 喻云巧 余子浩 朱传雄 倪海林 谢汉民 涂益新 

刘系铎 田祖斌 张达江 吴东平 许芳银 余腊贵 曾祥文 

陈善炎 鲁云华 张珊德 刘秩瑚 吴培生 杨修胜 王义山 

谢明哲 徐国财 蔡柏清 李金枝 傅钧烈 郭芳文 罗翠芳 

张重俊 夏贤忍 张济川 刘祥汉 邓西焕 赵官清 龚中启 

魏天骅 王长学 倪干才 王伏汉 吴克新 谢靖英 钟生炎 

肖海堂 张志刚 熊绍斌 匡银城 刘祖烈 匡金城 周伯瑞 

刘启钊 陈艳翘 万惠清 向进战 张长元 李效华 雷银水 

周正斌 李其宏 罗建方 冯文祥 丁才生 张茂立 周天榜 

王发祥 王德云 杨宏烈 许诗刚 廖秋堂 刘以享 段安华 

陈连生 彭宣龙 贾波涛 刘克元 肖永生 严共义 张文楚 

龙贤生 许绮川 汤先忠 张文升 简作文 郭德廷 李显桅 

万惠金 傅经武 张月月 骆益芝 张希玲 汪桂芳 田世琪 

杨帮顺 马圣瑞 岳明杰 何仁杰 汤圣诞 晏世琴 谢志祥 

程尚祥 胡新合 李明汉 李想民 祝大光 李纲健 邱先云 

蔡子群 马俊清 吴恺祥 吴继合 刘巧云 李学文 陈贻芳



尹光志 骆 贞 姚明锦 邹季芳 罗重恩 胡生发 阂山林 

李洪祥 归绪煌 王德新 顾重庆 喻忠珊 李祖德 蒋开炳 

杨振义 

六五届高中 

王少甫 张铭安 宋金甫 陈德雄 胡昌茂 卢先品 黄文孝 

黄先姣 段功清 晏文学 熊祖华 袁大祥 杨国才 高仙云 

陈振国 吴黑字 胡合修 邓万洲 陈爱华 朱传林 周仕彪 

方敦武 池品姗 韩志成 闵宜川 吴泽奇 唐胜国 王德钧 

杨晓坤 邹德生 胡铁舍 张崇瑞 李济核 李仁汉 谢贞明 

鲁世斌 周德华 周桃仙 张达明 刘元久 张广才 王良春 

龚甫哇 陈天尤 胡成安 陈晓春 张进恒 李继生 卢容德 

严共和 李纪轩 何兴洲 鲁夫奇 兰章才 高树才 武诚名 

汪作杰 王传监 胡继海 王汉俊 胡国全 程树铁 胡运龙 

张志高 陈志宇 郑国清 骆长先 宋功成 韩继明 王松青 

宋西庭 邹祖建 曾凡辉 朱传济 左以浩 

六六届高中 

姚春芳 喻双喜 王为学 王忠祥 熊绍卿 王仁忠 王礼昭 

郑平安 林汉英 胡木成 何炳祥 魏顺毅 王道炎 邓新祥 

王培培 杨治安 黄水生 李汉庭 夏贤文 龚芹生 刘水生 

周树清 肖国臣 许天明 尹尧清 张梅松 刘以斌 张贤才 

何家坤 魏祥生 金谦林 黄宝菊 刘丽芬 宋晶晶 晏 斌 

冯英雄 梁芙蓉 刘之友 徐华仿 赵诗祥 李书平 陈协仿



刘大江 熊绍昌 曾凡仁 焦继南 邹敬斋 吴普生 徐梅芳 

严必文 巨淑敏 冯超群 王柱海 阮炎洲 李声浩 邹光天 

晏爱梅 汪开洪 张后斌 王长城 周登新 余官仿 屈正中 

张洪木 鲁木林 吴忠文 肖作武 周佑德 胡光启 王良才 

祁光甫 周文斌 邹远耀 罗学文 陶大明 刘燧华 肖枝芳 

杨祖述 唐家甫 严全祖 汪开熙 夏贤桃 谭金州 何桃先 

陈燕昕 吴绪珍 刘恭瑞 陈贻顺 陈梅清 胡梅芳 曾昭梅 

邹治望 邹雪肪 熊家瑞 杨民权 王功荣 吴绪官 何于涛 

程正才 肖继成 罗家良 吴太平 尹秀英 朱秋仿 胡必超 

曾江林 周文祥 彭心池 苏先炎 敖海琼 张友贵 向明树 

李宏全 刘秀成 周年发 吕华清 余爱明 范云生 严欣照 

刘木林 朱清和 罗想清 唐方莲 岳忠环 云绍樵 王修广 

汪启平 周文轩 杨平雄 万仁坤 刘昌洪 彭记协 

六七届高中 

胡小玲 雷通亮 余进前 严昌裕 杨光辉 王国振 王传发 

廖生贵 罗邦会 徐先雄 戴铭琛 王志祥 刘天祥 李双成 

陈冬九 何容华 谢运发 李亚拉 尹述贤 段季秋 胡望青 

郎为高 邹梓钧 顾太光 唐志国 程丙祥 胡显惠 刘小荣 

何梅云 付正华 付顺植 程先芝 魏必祥 肖三清 黄冬陵 

魏文和 向世祥 周明容 饶遭振 曾桂芳 凌昌玉 陈四光 

岳见苟 陈新元 周双想 彭演桂 刘发林 邹绍坤 尹四柱 

谢从豹 陈道全 尹光德 顾茂堂 胡甫生 许缇荣 鲍群英



梁秀华 张德政 罗锦绣 肖志祥 邹汉生 高素梅 杨惠云 

骆修艮 夏小安 胡梅香 刘延安 梁火香 李尚芬 李建中 

文小荣 曾运才 段良成 刘祖华 冯会云 潘冬金 胡祥哇 

姚双安 孙传义 王奇尧 吴宜生 吴西泉 何家斌 谭立水 

王望林 付正山 许方正 张学持 刘太平 李百川 邓冬英 

让冬早 黄灯元 张标华 陈四学 刘启雄 付正德 王学才 

张高斌 邬守金 李洪洲 尹国艮 于正发 蒋友德 敖远福 

方华中 李相龙 王兴和 赵金川 鲍祖安 马小义 晏远姣 

周铭勋 李有炎 李金钟 晏世霞 骆鑫华 梁森林 张开芬 

肖丹梅 王新华 康家和 梁海林 刘惠甫 刘西阶 汪子云 

汪德久 朱新顺 尹先发 吴遭万 钱建生 熊文阶 周玉梅 

余国发 谭桂姣 付宗木 项章信 金克畅 龚松茂 陈艮甫 

李春才 肖炎春 吴正雄 龚德安 张继堂 陈丁堂 林楚森 

尹西根 尹义新 林承艮 余楚艮 王宏新 吴保华 李洪才 

李国全 倪纯忠 殷先桂 孙木炎 

六八届高中 

桂运梅 鲍绍坤 刘亲民 周乐芝 段圣华 高桃云 宋赤兵 

黄新华 肖从发 吴中安 赵礼平 尹先炳 汪作洲 肖胜兴 

杨学明 王三兰 刘祖述 邹中祥 刘长才 王远艾 王国斌 

邓万烈 王重阳 王为善 李大荒 余章新 吴遵华 彭永安 

胡少华 张光绪 谭双清 余 政 张德利 何又明 金治平 

蔡子安 王汉华 王满先 夏中甫 魏开平 刘永南 胡瑜享



邱传忠 胡辉庆 陈先道 陈燕福 罗维忠 魏长华 但国华 

陈立志 余崇高 王长春 李新洲 田世刚 杨水平 汪又生 

熊绍梅 王礼博 吴素华 张玉华 凌敬武 李振明 洪长俊 

尹业民 韩端华 张四光 喻冬芝 喻宗文 程世宏 叶自安 

张万年 王德炎 曾庆大 邓小先 祝望生 张德邦 陈燕祥 

张和平 王国华 王红英 王为宜 许传安 邓万波 张广林 

熊林安 林敬杰 周昌武 金克新 张秋甫 陈晓轩 施竹清 

危明来 谢端廷 赵夏川 夏贤文 刘运培 伍同寸 肖耀坤 

龚明涣 刘艳琴 陈小波 成水生 李金山 颜楚山 张友才 

汪金苟 汪国春 胡文俊 刘哗武 张贤武 许方平 尹艮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