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川一中高中学生名录（72届--79届） 

七二届高中 

李腊清 汪又芝 肖炳芳 涂玉兰 杨德云 熊汉芬 王友芝 

段新先 董艾华 刘八斤 吴凤兰 邓玉兰 黄华清 程谷荣 

邹志龙 黄又成 蔡子云 张功谋 魏 宁 朱美芬 曹建设 

汤汉生 刘桂荣 刘清平 王海漫 邓义明 梁 新 李巧云 

汪志纯 张建新 黄国才 赵谷生 邹孟琼 吴春海 李国平 

马克厚 熊吉安 熊曾继 陈震斌 马克先 郑志雄 毛梅仿 

毛新华 徐良平 马春安 刘德福 刘炎轩 李洪武 许利萍 

肖华安 熊文善 李小元 熊翠云 严 莉 程秀云 余巧云 

胡文雄 葛巧英 严志华 鲍桂芝 姚曙敏 邹庆媛 徐翠兰 

陈汉华 彭德安 刘佩玲 段奇荣 熊新家 晏德章 骆仁均 

傅风玲 李怀庆 郑瑞芳 胡绍斌 张经建 高翠红 段桂英 

李跃敏 罗继艳 吴建英 曹正明 张宽平 艾劲松 王建华 

胡雷芬 徐艾荣 唐清明 王崇先 颜 静 周姗姗 周娟娟 

王连明 许小明 龙家安 张又芝 陈贻明 杨文林 王维超 

胡平候 段功元 邬际康 孙金兰 鲍顺安 柯晴川 吴诗试 

黄克洪 邹建国 吴继忠 胡武雄 姚天才 肖巧芝 严世英 

严前进 吴 稚 晏柏林 朱国际 徐忠梅 王金山 晏善廷 

方秀祥 严惠云 刘秋华 徐秀萍 周运年 周桂芝 彭盂祥 

陶爱曼 林 静 马克美 梁小玲 万鸣芳 喻志斌 周旺红 

陈慕娅 王国凡 熊昌智 姚可秀 李立宪 胡俊川 龙中发



周又才 潘国祥 段忠德 曾端阳 潘国川 李四台 沈荣华 

王晓惠 田建洪 周小容 吴诗四 桂际翔 鲍世英 刘春华 

鲍春芳 鲍双和 熊少安 邓小毛 鲍金海 李佐荣 田九香 

骆琳琳 颜景云 朱永宪 胡必秀 吴纪年 艾建林 杨文学 

蒋国样 张冬仿 马佩清 吴 燕 刘保华 周洪涛 张建国 

李桂元 黄建忠 胡小芝 赵建芳 程会芳 曹小毛 邓继先 

吴年先 许卓敏 陈建国 韩水生 汪宪伟 高 伟 李纪建 

苏 虹 杨建军 段望芝 项冬芳 羡树望 田先云 聂登荣 

姚新成 段九林 费淑英 陈家林 倪丑坤 周文斌 胡金华 

王洪峰 汪志刚 桂际兰 李光华 鲍刚生 杨冬芝 余风云 

吴继明 董建华 李伟模 卢建兰 胡艳平 骆姣芝 胡普先 

余若昭 夏 伟 毛景龙 高秀云 徐树样 张光华 李焕廷 

周新华 徐祥芳 龚常林 蔡文华 马韵清 晏锦华 张文斌 

吴 雅 赵 星 张 汛 董菁菁 李 敏 黄连先 周古平 

白 方 邵香玲 王淑华 张 健 陈柏林 姜秋云 王胜琴 

杨 辉 严宾畦 肖七美 杨小林 王建国 余爱国 高新国 

王丽黎 邓风姣 宋秋仿 王新荣 

七四届高中 

潘必刚 李菊芳 吴 强 蒋淑芳 殷建刚 黄国富 肖玉兰 

蒋畅合 冯进会 熊师华 朱新忠 余新伟 高忠明 郭材清 

艾艳芳 田健华 徐忠兰 陈德华 张功明 优奇芳 苏 萍 

郝 鹏 童红恩 杨国敏 龙显云 曾庆芳 吴建雄 段良萍



曹正生 陈蔚玲 胡利华 吴晓汉 张连喜 杨国强 吴 琳 

张晓建 高秀华 王 杰 朱新付 梁 萍 胡成生 岳理石 

吴廷利 黄老五 张军华 邹利华 金玉兰 段功华 沈邦金 

周德方 张国胜 段纪超 钟祥发 王为近 胡江成 胡继文 

李艳华 胡志华 骆继国 李导华 朱勇刚 刘绍云 高 潮 

段四清 马冬青 余新云 李必荣 刘艾华 刑选举 林 艳 

张国洪 凌 俐 段奇祥 张 辉 舒新华 段纪川 王荣华 

朱水华 沈 利 曹南英 彭红芳 张汉芝 王秀兰 郭自清 

万利书 段菊生 沈德宝 毛水和 陈嘉凯 向秋清 田铜轩 

马克铬 邹汉祥 李五洲 蔡荣华 王 芬 倪纯才 李书琴 

黄光政 天风玲 朱汉文 张文英 田兰玉 程菊华 黄建华 

姚忠年 邹艾华 胡 华 呈胜堂 姚 杰 刘丽军 李维汉 

天玉玲 高文才 佑家彪 晏国凤 王 平 严杏云 赵佩珍 

田秀云 严爱明 严再兰 吴汉平 沈风美 胡汉阳 王君慧 

李天岚 刘 英 林 飞 樊季华 宋建芳 周华兰 王 琦 

朱菊英 雷艮山 彭先发 龚爱姣 程秀华 鲍黑志 许建雄 

林 嘉 王义民 段秀芹 朱清荣 沈建军 沈运芳 陈道失 

胡昌雄 李望生 潘国生 周雄华 龙又发 张文杰 肖凤兰 

田冬芝 徐大春 徐满香 严翠兰 徐会发 黄艮芝 熊清芝 

李小平 江会云 孙全美 黄秋挑 胡 军 代群芳 田世光 

周群先 陈会芬 刘九斤 窦兰芳 沃建华 黄桂荣 王 斌 

胡转云 韩 平 张三秋 刘国祥 王宣华 刘 军 罗望芝



天新泉 段春梅 王为定 黄淑兰 黄光渭 彭利华 黄红彦 

雷子华 黄春梅 李芬芳 邵汉强 钟建新 黄木祥 刘祥生 

李四华 严发健 李凤兰 姚卓敏 周祥新 叶五毛 卢新明 

王小玲 李桂雄 马玉清 李建高 何克加 宋建华 胡会芬 

邹 韬 王建军 刘桂荣 周汉林 吴莲君 程秋想 严冬姣 

黄 鸣 魏红华 朱美新 陈正华 张飞跃 张少元 祝建国 

赵志强 徐华民 李冬华 陶爱兰 胡守淳 李汉平 李 蓉 

赵望雄 严桂华 刘义轩 姚建军 熊绍秀 胡望云 张正平 

石 允 黄建桥 朱忠智 潘艾华 张金香 段春奇 熊秋堂 

王秀云 谭春梅 吴继兰 雷国清 唐祥列 尹清方 张安方 

郑贤成 黄海洲 付丑斌 刘裕光 汪又发 王琦玲 刘胜样 

李洪伟 曾志雄 聂晓云 程忠华 段绍成 胡双和 蒋国芳 

骆修华 张 岚 涂佩曼 王洛阳 熊远景 殷 勇 王定华 

林成雄 代 维 徐建国 官子华 邱章才 邹合祖 胡曙光 

李 刚 肖力文 熊友美 张淑琴 武振勇 田杏芳 汪开静 

傅烈武 易少山 汪燕芳 毛以雄 樊群芳 周民强 仝 伟 

张经建 彭国华 张汉华 张国钧 徐桃香 李利华 郝 蔼 

李珍香 张亚非 邹如升 蔡丹亚 阳建平 姚 勇 周旺红 

李 虹 张长学 段良宏 艾少坤 刘 钢 张卫雄 候晓南 

段腊梅 黄华新 罗维国 王青华 艾少英 杨振伟 胡运虎 

邓立明 武利生 贾建新 刘桂香 黄红彦 李去非 张 娴 

周德荣 张伯平 赵智敏 王 彪 王长利 曹晓平 唐 圣



毛 英 潘华平 胡家喜 卢义焕 刘运甫 杨明芳 彭文明 

朱国明 尹河洲 孙金炬 鲍水安 刘 刚 叶志安 刘祖建 

赵爱国 邹建国 郎德山 张 菁 王建华 骆艮芝 徐菊祥 

王少斌 邹志雄 吴 林 黄春梅 骆毓安 李灿辉 张长生 

赵兰芬 汪明祥 马世馨 尹文仿 肖国庆 吴中强 严少东 

王卓华 田锦文 谢红安 喻早菊 高群玲 李友云 蒋菊芳 

马新国 江先枝 

七五届高中 

杨西安 黎明方 李汉平 李学祥 胡爱云 胡淑芬 李学姣 

李学新 李学刚 胡家冬 胡国江 胡国生 胡凤姣 胡兰芳 

胡正华 胡国华 李海燕 李国斌 陈汗前 张广荣 王传明 

唐 晏 王斌发 邓建华 马年学 袁德林 崔红生 黄诚利 

刘俊文 李文俊 陶健翔 祝文祥 祝念华 刘时钟 祝春年 

祝重环 祝美姣 祝三川 晏巧生 刘德福 熊国华 马志红 

李慧祥 王 鹏 蔡美荣 段小美 段社美 胡三宝 胡金松 

朱会玲 胡金姣 胡艮芳 胡平安 胡秀平 胡昌艮 李家贵 

刘德雄 胡见学 胡继荣 杨华安 王姣先 刘国平 曾小祥 

王友春 曾耀辉 徐又祥 王永红 雷群年 徐绍华 徐艾明 

徐艮洲 刘明刚 刘德芳 汪红玉 汪炎森 汪立新 韩建红 

刘菊芳 韩庆东 张友方 艾政仁 杨云美 唐兵海 艾政祥 

朱超英 杨文华 尹光绪 尹步明 尹耀平 周太平 陈贻坤 

徐春伶 陈燕全 骆继兰 郭德洪 胡么梅 刘建刚 李 杰



何伯承 刘红平 汪红尧 汪新红 汪文林 汪志刚 汪再云 

范新洲 范安明 邓连才 邓连方 周艳荣 邓超享 刘伟武 

田永祥 邓四云 汪天芳 祝所仙 晏巧生 杨会玲 张学平 

杨培元 龚毛芳 傅秀芳 刘军安 熊庆华 凡和平 骆风年 

田冬芝 刑宝进 王 虹 黄保华 刘娅平 蒋颂平 姚书明 

杨桂荣 胡莉华 杨冬菊 吴复华 邹志鹏 余红峰 毛丽玲 

董汉桥 赵艾芬 蔡子辉 王 君 刘运兰 熊三春 马世泓 

陈黎莅 马勤芝 刘国祥 张五毛 钟守荣 张飞云 郑晓明 

白 南 汪开峰 邹德明 胡小平 李秀云 王杏芳 张莪菁 

晏利琼 赵娅敏 赵 勇 王芳荣 林 嘉 张凤阶 胡汉生 

李 慧 何江林 郭继红 陈 燕 尹光友 胡小平 王诗荣 

王木街 方红梅 徐亚平 邓五毛 黄华祥 李明英 黄克勤 

王跃华 徐玲俐 严光华 夏 平 李艳平 李建华 蒋 刚 

李 洪 刘 兵 刘 军 杨天桥 朱志东 杨艾芳 汪新云 

陈贻伟 高 翔 金乐文 张九香 刘义民 刘爱兰 王 耀 

贾建萍 吴秀华 崔艾平 刘 俊 凌敬乔 王长键 田 英 

王 荣 马小军 赵建桥 宋建军 姚 敏 殷 明 舒利利 

龙新发 陈连清 韩强云 郑新叶 汪胜华 王友安 王国顺 

王文桥 曹振设 顾西来 王作生 杨小武 刘梅乔 汪钢桥 

孙晓玲 邹一兰 徐会斌 余艳平 骆元芝 胡继芳 肖俊杰 

闵楚和 陈新民 蔡奇汉 熊 桥 董华钢 江其强 岳志勇 

王艾华 吴 丽 刘裕民 吴建豪 傅红春 杨淑芬 王言明



贝爱华 王荣心 郭双英 刘传明 黄晓泓 冯艳玲 李新兰 

朱新桂 桂际珍 葛新安 杨小林 蔡 晓 赵 毅 舒 蓉 

王惠平 鲁夫雄 刘 勇 曹南英 周艾华 段国江 李 伟 

喻宗发 晏世雄 刘德华 赵上全 李在再 肖爱民 沈超武 

宋艾芝 胡继新 胡文俊 

七六届高中 

王 利 胡又梅 张利玲 宋绍斌 吴 静 周晓华 罗维光 

许卓利 胡岳云 刘晓敏 许翠平 胡新国 熊国武 熊金玲 

周桥勇 吴小平 胡刚芬 邹如恒 刘红力 吴小云 汪宪明 

晏幼章 陈贻新 胡东平 王小兰 严珍菊 尹光桥 李顺年 

刘志军 杨凤姣 唐义雄 付志刚 李碧平 李义华 晏国祥 

涂忠林 陈燕斌 周建平 李会兰 王建国 龙子兰 郑艳姣 

王小早 马树生 杨新山 肖云金 肖汉平 鲁在再 张永泽 

章翠娥 陈锁美 赵志华 王元坤 郭静平 郑培民 汪美华 

刘祖进 许 玲 余红艳 许跃进 刘诗模 刘淑云 陈 伟 

高 照 杨 平 黄艳霞 蔡春兰 王小平 曹汉平 龚小玲 

殷 敏 高祥明 田木生 何艾华 胡黑哇 倪绍洲 杨建霞 

郎德新 刘翠莲 余新洪 鲁 兵 张志高 鲍从喜 徐会春 

骆仁刚 朱学武 童红云 严再清 艾建国 林 萍 卢四英 

李文兰 胡秋光 罗桂英 万天安 熊卫东 张汉勇 马汉祥 

段功元 张风云 李世街 雷春梅 汪占桥 张博红 刑莉莉 

毛景春 王国祥 周淑华 骆祥华 龚朝红 张中海 周望芳



李秀萍 肖昌雄 黄光明 吴继平 李姣艮 张新明 赵早荣 

刘群芳 王 芳 黄建明 晏世斌 邹志红 江 虹 曾奇志 

毛 雄 高丽华 刘梦军 尹崇芝 胡新华 韩金菊 沈春艳 

熊汉涛 程秀平 岳志豪 张胜利 李建辉 朱新佩 田淑云 

陈德雄 曹亚丽 段又才 陈长哇 曾祥端 王秀芳 马国祥 

陈海东 李永洪 陈德章 周在枝 何兴福 晏中全 朱淑芳 

彭维平 汪运华 宋新安 王礼芳 李六民 马晓霞 李利军 

朱志华 张文英 文小华 韩江雄 黄建国 罗有玉 沈全武 

高国华 肖会斌 夏 辉 王 鸿 晏秀丽 何艳黎 刘桂华 

朱春华 邓万芬 严树山 马北南 姚运芳 李清明 杨小琴 

张丛芬 周大毛 张汉荣 胡继华 桂际娃 许会文 余立波 

段志雄 杨中桥 严清云 曹新华 毛元宝 杜建武 代职萍 

邹兰兰 杨德灿 黄桂明 田运兰 晏梅芳 胡成祥 武笃刚 

尹望明 蔡子雄 张东生 章晓轩 喻志三 袁德斌 何建设 

赵 平 杨淑贤 邓 刚 余宪雄 徐爱雄 章汉勇 刘水生 

彭国文 张望荣 孙群美 高爱华 王晓村 马秀英 赵 斌 

王方敏 邹利平 杨步华 唐杏芳 贺徐伟 黄建国 严志雄 

何红霞 王新章 韩贵兵 刘梦兰 陈 艳 肖晓勇 王晓明 

艾 华 宫鸣力 朱小琴 曹全喜 段圣才 姚汉军 周小明 

胡国成 廖灯煌 严少雄 胡建安 李胜华 马春兰 汪锦华 

张国栋 曾国成 毛水仿 熊艾娥 熊风香 陈艳雄 张姣玲 

杜建国 肖伏蓉 陈先华 张利华 王 光 郝 翔 郎德高



余若盾 肖艾华 张国雄 尹木海 杨传斌 马世绚 魏望明 

周中良 黄跃进 张 筠 杨桂芝 黄艾华 江淑芳 曹 琼 

杨冬梅 陈莉莉 代荣凤 孔志明 鲍国祥 王汉斌 龚默祥 

段显琦 骆小华 杨小平 周会芳 王惠洲 李 鹏 张砚喜 

严玉奇 刘焕新 刘幼成 徐忠秋 王巧玲 李群芳 曾红庆 

张卫国 马秀萍 段又梅 王思光 沈爱民 马志想 马庆华 

骆汉秋 骆胜翔 唐秋生 艾正吕 龚承义 蔡小华 王艾华 

刘新艳 李 会 陈守民 董元菁 吴 红 晏成英 高爱华 

章艳霞 黄艳红 唐唯佳 罗 刚 王小梅 聂望才 李中祥 

金桂荣 张玉芳 高双喜 毛小英 唐会兰 段春芝 贺晓丽 

夏 明 叶汉香 杜建国 汪丽芬 蒋国雄 余立涛 万新安 

邹静云 胡胜修 张重阳 陈贻萍 王新光 董小汉 高杏云 

严 俊 杨琼利 杜汉生 刘东生 王建民 骆维样 张秋云 

张艾平 熊何国 黄菊美 张水芳 龚承危 王振方 马可斌 

王红心 祝年姣 胡幼云 王为高 曹辉德 邓长仙 易健刚 

周 玲 万建新 王红兰 段爱国 宋艾莉 许 平 胡利荣 

樊新民 贾建民 朱美华 陈新华 李小容 李艾华 许志雄 

晏世祥 周 红 肖琼丽 杨新祥 杨克军 李建雄 邓国强 

王 敏 杨秀华 闵 波 段冬芝 孙金彪 方超英 严继松 

严想珍 康小兰 文育红 徐先艳 岳田芝 汪军建 黄发祥 

鲍莲芳 曹清华 曹圣喜 徐桂云 罗银芝 吴志国 胡春芳 

宫子玲 胡昌红 张有谅 游新合 彭望仿 张三毛 雷菊仙



王厚雄 胡维亚 张 艳 程云霞 梁 奕 王若石 李海年 

张和平 龚爱国 余国祥 姚少斌 魏菊姣 黄丁苗 吴新华 

邹丽霞 张 浩 王会玲 傅 刚 耿秀华 晏望才 王又喜 

张淑琴 刘朝霞 王伟刚 李 平 王超英 孙华北 李学斌 

杨克华 高 霞 王风玲 刘建波 陈又兰 邹志风 韩建民 

曹金华 刘新年 尹先山 汪小萍 周德美 邹艳云 刘姣先 

黄新生 李五华 彭新华 邓凤美 方 杰 段厚安 汪开明 

龚四红 曾术财 程世毅 鲁翠菊 张六一 杨二云 何小梅 

段秀华 段修华 郭继军 廖建新 周跃军 彭继平 熊卫东 

李运先 肖春华 刘积良 吴小华 殷 雄 杨会芳 骆水新 

曹建新 李建桥 汪建中 王丹林 王巧芳 徐凤玲 宋小艳 

邹恩友 周 平 胡汉生 杜杏芳 胡建华 杨建超 何莉敏 

邹又庚 张利琴 尹望新 尹桂云 曹炎华 熊诗兰 鲍敦国 

吴继山 马秀琴 段秀芬 潘必贵 陈进华 张润云 王大刚 

邹继明 田想云 王金美 祝东生 龚年学 朱新国 王传兴 

曾庆林 刘桥成 许松明 程 寅 

七七届高中 

胡小萍 李 荷 高新才 黄艳玲 汪秀云 余艾民 王勇敏 

李 娅 徐建国 陈桂兰 高 英 何志华 魏翠姣 杨帮凯 

王国良 陈贵蛟 李运成 严建华 熊长春 王国雄 姚泽民 

王帮吉 曾 嵬 段国才 邹 刚 叶秋姣 谢汉芬 王维猛 

张庆利 王翠红 胡运慧 喻春娥 马小学 易大双 龙又年



汪建成 严 军 李桃英 郭杏芳 韩爱芳 高建石 马德清 

张从喜 邹洪波 汤玉平 李清华 汪 兵 杨艾美 龙凤姣 

刘建平 骆秀兰 徐淑琴 魏国华 张桃芳 马元清 尹光耀 

张 平 吴福林 孙淑莲 刘光霞 赵国平 曹小华 万淑华 

徐大鹏 田志刚 唐义明 汪 滨 徐训成 曾淑华 田建国 

康建新 韩玉霞 王秀华 崔国祥 王国顺 吴艳平 熊根云 

杨密生 赵长江 毛中枝 马桂芳 王年雄 余砚新 陈海芳 

周贵仙 邓万安 田 平 骆爱平 倪金华 李建国 刘砚芳 

何绍萍 颜景芳 王铁铁 代汉文 陈建新 倪国强 晏巧云 

刘筱玲 马北武 刘义春 廖顺华 石 荣 邹志新 骆盛宏 

陈燕红 陈艳芳 蒋艾华 罗丽萍 阎 宏 徐明贵 段春祥 

熊绍华 吴德华 潘艾莲 田世英 周建英 龚欣国 毛树红 

胡普跃 倪振新 王菊英 晏兰荣 蒋 芯 蔡文艳 段艾平 

张碧云 王小明 程华艮 王明辉 王志勇 柯睛超 陶 萍 

刘三荣 王少华 李 艾 宫鸣响 刘翠琼 李 宁 朱建国 

李汉忠 祝望云 宋小华 张小潘 潘春洲 朱志山 万冬香 

刘 萍 肖申云 王珍喜 刘永祥 徐云鹏 段志雄 邹世雄 

陈长伟 龙永鹏 黄耀武 张又美 骆冬梅 张汉勇 王梅芳 

龚方甫 王大喜 陈燕华 刘小艳 严志雄 余宪云 何继尧 

程勇峰 陈正琪 郭汉云 吴桂兰 严会兰 黄建刚 吴汉生 

赵运生 吴秀丽 陈献超 朱华玲 胡小林 王祥石 龚永红 

李会玲 毛以元 梁桂香 张东兰 刘新华 赵运华 黄玉萍



周艮和 杨成萍 汪淑华 王德祥 梁 红 肖新国 林运先 

许建安 肖维纳 董汉云 殷 红 刘志强 熊绍忠 徐艾兰 

熊培青 王 龙 艾 元 邱新洲 童 林 曾兰姣 龙子恒 

马艮华 马士兵 马圣兵 曾勤芝 程长清 黄林明 骆红超 

陈德广 余风美 李卫平 杜祥芳 何春兰 詹少华 赵爱华 

汪利华 马维萍 王 英 易瑞华 胡慧荣 段运芳 严香华 

马国祥 刘夺合 费汉根 王振华 潘继生 邹新祖 邱章洪 

熊平安 许祥训 李次明 黄国平 肖光明 彭樵松 王新国 

马姣云 王艾华 王玉兰 熊桂兰 陈春兰 吴 薇 张双玲 

马桂云 李望先 陈田姣 高 红 马艳香 周连生 赵志刚 

段真元 严国雄 黄少雄 周红先 候松涛 赵刚国 鲍祖平 

张志宏 黄绍齐 段剑祥 汪国祥 骆益超 骆在梅 徐文祥 

陈 莉 严会兰 顾 娥 陈少先 吴又梅 胡友云 孔照雄 

王艳芳 杨新华 肖俊雄 熊曾祥 周长才 方玲荣 马培荣 

焦 杰 张国伟 刘新华 黄大忠 李家声 熊文枝 田春生 

鲁 艳 宋华廷 李小红 周汉忠 黄又德 甘丽风 黄艾平 

张小玲 李 珍 晏金凤 沈梅香 马世娟 宋晓国 王尧林 

赵建胜 胡国红 丁 芳 吴翠荣 龙秋华 李家洪 晏春华 

何新华 易 涛 刘家彬 沈 驹 晏章武 鲍望姣 姚冬年 

何小平 马建明 徐 博 张全国 晏志荣 田锦样 骆仁高 

骆华郧 张博新 张 林 张 平 杨莲香 唐顺英 姚 三 

周五哇 汪少荣 雷曙生 张秋霞 汪翠萍 周 专 周望发



田新姣 郭 红 刘 伟 骆春英 文翠兰 周礼庚 段国祥 

桂小玲 段德红 马义长 马平安 舒建军 张杰元 吴建农 

王 庆 李尚华 邵香华 张光忠 毛中仿 门积友 郭建平 

尹惠云 陈艾兰 许 英 雷小玲 王宣敏 刘七梅 杜爱荣 

胡家先 王 宏 王翠玲 代红梅 刘 军 杨圣祥 潘世杰 

郭 焰 桂际恩 余莉云 胡五强 贝新民 万尧成 张荣华 

王桂兰 鲍姣云 宋晓芳 骆七哇 李 伟 骆望柴 段爱云 

陈瑜华 叶会川 倪东平 肖艳兰 张全香 王文林 王文凯 

黄翠蛾 陈伏美 晏小见 刘幼芬 代传红 汪翠红 程秀兰 

曹 静 卢春芳 周金炳 汪会文 王元芳 芦 军 吴文勇 

明丽芬 李冬英 彭艾华 涂 燕 吴汉军 曹建华 李国华 

杨清元 周育玲 刘秋生 高三喜 马长枝 胡长春 刘丽萍 

王利平 金巧云 王艾华 江红霞 张国姣 武笃明 刘国彪 

孙华祥 韩丹云 代职雄 张翠云 闻小平 

七八届高中 

张春兰 罗风安 王伟星 胡嫦娟 艾小英 黄筱青 胡淑芬 

代艳芬 段 艳 黄继华 罗 燕 吴慧秋 李红蓉 王姣娥 

王若薇 吴翠华 陈玉美 周莉萍 王 萍 方丽华 张红英 

卢 琳 黄月华 彭丽芳 龙菊华 李丹玲 严美芝 张小梅 

黄青松 马克彪 周俊斌 黄建平 钟建农 熊曾明 蔡晓光 

杨洪桥 刘克新 王新文 邓建平 周万保 陈长明 方 瑛 

刘冬青 邓六毛 王国斌 聂建强 周红兵 万建平 熊新运



李六洲 张 桂 王枚芳 许小芹 程翠平 潘俊平 熊求才 

程小平 潘国柱 田秋仿 徐书忠 顾中林 杨秀武 祝双年 

刘建新 余克培 官子琼 徐四美 黄艳霞 叶志华 姚利方 

晏腊云 胡红漫 骆冬梅 苏 丹 宋艾芹 施月芝 李小华 

许莲美 蔡佩霞 王望英 潘国橙 潘国萍 徐进国 董华样 

赵 凯 邹光洪 段义芳 晏丑生 钟守学 王 兵 王宜军 

陈汉林 肖生才 肖汉祥 高建国 王维良 吴克明 曹满姣 

杨丽华 陶 敏 鲍姣美 邹志华 龚小玲 王新美 陈秀方 

刘瑞雪 吴 萍 陈 琳 杨秋霞 汪丽萍 马桃梅 张燕菁 

高曼霞 熊永和 张光华 叶 萍 曾粤丽 雷 静 李青云 

姚艾萍 冯艾萍 曹小刚 魏小鹏 周茂华 杨 勇 李文铎 

龚承汉 张巨川 陈 实 张新华 宋 丹 程幼祥 陈元权 

陈建国 杜建国 夏 彪 李少华 何仁平 段炎胜 艾克宁 

段国生 严宁安 杨全华 涂 军 余立平 彭又样 骆仁高 

郭 健 晏世平 何志国 罗水秋 马木祥 陈艮华 胡建新 

程望红 田树海 马全平 马桂发 马克青 杨清明 毛新仿 

马昌林 毛双合 马玉祥 马汉祥 马四合 马文学 胡家财 

吴新祥 段忠新 沈习武 沈 斌 王恩平 王国祥 吴诗红 

怪新华 熊元芳 陈山东 马友才 刘德顺 胡风云 马望英 

熊培云 马桂玲 胡艾芳 马桂荣 马小青 刘翠华 熊春姣 

刘彩云 曾想年 马艾芳 马美云 马香兰 胡秀云 王艾美 

王艮姣 马在荣 曾秀荣 王兰兰 胡军南 刘朝辉 吴继才



朱少华 张双武 田志强 田清明 段志伟 王向阳 刘建祥 

王 平 肖国平 王元茂 祝慧根 胡忠祥 陈 杰 骆仁华 

张蔚琼 陈燕频 倪 全 万平安 陈贤高 岳 涛 殷 桥 

卢中南 段良才 陈建新 李四毛 刘东凯 段桂荣 杨小妹 

张丽华 吴 莉 周 英 宋秀华 李义平 朱美擎 高国芹 

段姣梅 黄美华 熊杏芝 邹平方 赵 华 付燕平 熊美蓉 

胡慧兰 邬继芳 王耿平 邓万芳 毛以萍 杨忠斌 吴正斌 

王晓荣 赵更生 杨计明 肖民川 周炎生 田勇翔 尹勤仿 

王 新 黄天明 项光明 祝成林 张建群 徐云鹏 祝国安 

祝炎仿 段文荣 裴大红 高建国 钟新祥 刘家新 祝望平 

黄建平 余若沫 张国华 刘双吉 龙又春 黄金美 罗望姣 

祝桃姣 杨环先 易 微 邱晓玲 毛小燕 李 萍 吴小敏 

姚艳丽 倪 莉 黄 英 龙伏美 黄桃荣 段望芝 卢吉琼 

严红姣 封 玲 陈又芳 熊菊琳 毛桂兰 曾元英 蔡子姣 

肖北川 严必凯 刘梅芳 吴淑荣 曾凡姣 乐 芳 李 清 

杜琼辉 郭小萍 李淑芳 魏志明 胡少鸿 韩喜梅 刘 丹 

鲁望姣 骆凤兰 刘小仿 李东华 魏翠红 吴大清 徐 杨 

吴晓莉 王放华 胡冬芬 朱小玲 王英雄 张中新 张小平 

潘采云 杨振祥 李海泉 徐艳云 刘 艳 彭博海 程菊臣 

王芳芬 梁遣芳 罗生贵 骆再喜 张冬云 胡月明 杨新华 

祝三安 严会华 沈春凯 严望美 骆桂荣 魏保洪 张 俊 

七九届高中



金秀芳 陈婉秋 姚丽娟 田 卫 马无英 骆想英 杨素梅 

韩先菊 李会平 徐利平 钟 娟 张汉平 周小英 王 冰 

张淑华 祝裕娥 刘芙蓉 杨运姣 何风霞 晏伏芳 周春梅 

吴会敏 段年华 汪世华 李秀芬 钟风云 熊凤雷 冬姣 

杨羡英 王文俊 张立平 祝六毛 殷 伟 宋建新 王木祥 

陈贤德 刘继祥 栗义威 陈立伟 张小雄 肖生东 朱新民 

陶安民 汪 洪 李佐斌 郭汉祥 王新功 吴国华 毛 伟 

陈年红 唐新国 曾平兰 余淑蓉 未望姣 马爱姣 向秀兰 

龙良芬 胡姣北 熊绍玲 李艮美 罗中秋 未艾华 王玲玲 

张望姣 淑 芬 樊凤翔 郑莲芳 马小风 吴艾华 沈翠华 

刘秀春 彭湘君 杨姣荣 邓芹芳 张艳霞 王莲平 马凤兰 

赵 霞 刘淑荣 艾 娟 王新国 张天祥 张黑黑 李腊喜 

栗 健 雷再年 王锦华 王新桥 胡国平 童红民 李泽民 

陈继华 王远红 张春爽 李中才 赵小刚 代继祥 胡秋成 

程义成 胡运发 汪会明 彭章荣 沈长林 沈望乐 王英明 

陈华兵 刘忠桥 熊文兵 熊文清 张志刚 胡宜安 刘志雄 

周长华 马国纯 马万年 马利平 王翠兰 黄翠荣 余子军 

李桂平 谭国珍 甘汉新 刘凤美 刘根方 王小杨 金艳芳 

刘加喜 李望云 曾全云 宋绍军 严光华 曾桃美 王水发 

叶秋之 徐桂兰 李秀云 马昌应 李荣华 王新荣 马培青 

祝望姣 张秋芳 罗生国 王新才 余水姣 刘正东 鲁新松 

曾新年 刘金环 胡望平 周菊梅 熊新泉 祝太文 陈世安



张艳霞 祝望华 吴火成 肖龙银 张 俊 肖根根 樊义红 

熊武春 熊忠祥 郭少川 刘敦芳 李会祥 张肆明 唐建华 

邓义成 张志华 严秋松 王振华 李胜国 李 恒 刘家明 

向汉平 马强兴 汪作柏 叶荣华 龙云飞 马绍鹏 张明才 

王秋安 胡向阳 熊绍光 郭德年 余宪法 项又祥 曾云霞 

胡群姣 邓巧娥 马姣芝 郑莉萍 段丽娟 郭继光 苏丹玲 

陈全美 熊会佳 龚继华 尹小姣 蒋风珍 汪丽霞 黄 翠 

龙早荣 彭先姣 张采云 张庆珍 刘艳兰 赵艾荣 曾庆荣 

涂佩丽 郭 玲 黄汉良 张崇智 张志平 张 艳 王远红 

陈颖玲 何 俊 黄振方 许津涛 沈三春 张艾姣 黎腊云 

马望群 白 号 曾菊梅 肖在云 张又美 李桃光 未姣姣 

胡继平 张桂华 叶志荣 李风兰 熊翠娥 田珍姣 朱 萍 

刘冬梅 李志华 马双枝 余凤鸣 李桂芳 刘小兰 王新兰 

王春芳 余 萍 张再美 唐泉梅 未淑华 张翠娥 孙秀美 

田荣华 张建新 刘诗章 张艮山 黄腊平 龙克兵 王又喜 

吴忠义 段 忠 付平安 王金祥 孙东华 姚少红 肖步兵 

唐承胜 陈长华 黄 伟 鲁汉桥 张和平 李宋文 毛国兵 

刘新华 段其才 熊文斌 李良军 成国华 康建平 段国顺 

胡继久 程秀丽 尹桃先 杨小勇 周红超 郑 剑 王伟发 

汪 敏 刘艳华 王新潮 汪义刚 陈平福 高 斌 张艳霞 

疗丹英 黄小梅 周国桂 陈泽民 黄华敬 陶勇刚 陈贵华 

王雅兰 李富明 余 敏 张秀成 刘敦榜 赵忠芳 陈 红



屈志纯 马杰平 王木生 张秋仿 杨晓春 姚丽萍 叶春姣 

刘蜀君 孔祖明 江三云 刘汉艳 赵平安 肖立明 鲁 涛 

肖 斌 项冬才 王晓明 胡惠兰 李菊平 胡国庆 李 涛 

戚红玲 蒋松柏 毛新平 游姣美 杨淑萍 晏永学 熊新洲 

李德汉 赵 幸 郝 博 邹利琼 胡家红 熊碧华 刘柏华 

肖珍云 汪秋华 罗新民 李琼姣 段国荣 王国政 李必刚 

刘五林 曹琼桥 罗生才 王又兰 曹又年 殷立安 肖艳兰 

程水红 汪又祥 王中华 吴又先 马长清 徐又成 田运芳 

马阶林 李新民 卢国华 吴振新 陈尚红 蔡子先 聂敦根 

胡元学 陈利生 严海元 刘 琼 徐德芳 汤红姣 祝学军 

涂兰清 廖建军 沈友英 马伟纯 熊少秋 邓小华 叶志兰 

程清华 曹美荣 蒋国春 代红丽 叶冬英 曹役平 张永利 

陈卫红 李秀芳 高小红 程勇兵 熊新祥 晏运娥 王菊华 

尹光林 胡少林 顾春华 张月玲 肖昌伟 李有胜 何丽华 

周望云 许东铭 段曲波 杜爱兰 曹运华 吁 民 尹会炎 

闵 剑 陈凯平 胡文英 张新芝 梁小高 曾军华 马巧清 

王 玲 蔡艾华 周金华 周建平 王望明 高重芳 王晓芬 

严超雄 梁家勇 李艳荣 蒋秀丽 李世华 黄绍兵 胡友芳 

宋艾芳 黄丽华 毛锦利 邓建华 黄华亮 吴艾华 龙焕云 

邵香平 蒋桂兰 邹勤祖 杨振新 刘春玲 左国高 朱华清 

张建雄 骆国祥 朱道雄 汪庆元 胡望军 李德斌 徐 浩 

汪作成 徐良雄 骆少华 随小敏 金志斌 杨振林 肖铁毛



汪志勇 宋绍雄 严新华 王继彪 黄大新 王照芳 涂菊征 

王政荣 马佑云 刘凤林 徐训芳 聂爱荣 唐桂荣 胡翠华 

罗小姣 喻 琴 罗冬青 韩玉彩 魏满姣 晏叔芳 严冬云 

张艳霞 王铁团 段巧芝 余春香 杨清芳 骆俊华 李六方 

王长旭 陈艾平 付汉华 马旭军 毛松仿 曾双美 程九林 

王友早 张荣华 马 骏 冯英杰 王 炎 左西林 李洪杰 

云志雄 鲍继峰 熊绍军 吴 旭 周德民 范小华 宫鸣恒 

段显伟 鲁亚雄 冯成高 龙学云 陈 兵 邹继雄 余 祥 

王耿忠 刘昌宏 骆友国 王小红 高 雄 黄新丽 吴三平 

廖丹荣 田姣芝 陈秋英 周艳红 田艳兰 鲍淑先 王政祥 

吴小玉 胡运芳 彭 艳 文育玲 祁小川 刘中英 邹志敏 

汪红平 高山云 彭慕莲 许卓芳 韩小霞 鲍敦荣 胡 芳 

周春梅 方 芳 秦又红 张红艳 赵望姣 汪小枝 刘小红 

蔡贤利 邹桂华 罗风云 陈苏红 罗 明 祁 云 严必光 

陈 翔 熊 军 夏德华 项金祥 刘国洲 胡国平 李 涛 

何利平 陈 吉 唐国安 余延安 陈国华 鲁又祥 李五毛 

何水平 杨忠明 骆砚安 成尚祥 万波安 马春发 胡砚生 

骆义明 陈砚波 朱树斌 甘 华 杨邦伟 张红斌 肖斌实 

张 平 张小华 罗运灿 蔡子华 刘秀美 王小清 朱四美 

杨 丽 汪丽萍 龚琼芝 熊绍凌 吴会华 许凤梅 周友春 

陈鲜姣 晏会芳 倪春华 王 平 赵艳芳 黄艾芳 李秀蓉 

邹小风 王腊姣 严美华 朱秀兰 王国英 汪开英 刘会安



李映霞 熊桂华 李凤兰 王冬征 张荣华 李友芳 熊绍芳 

王传林 张继成 晏金平 廖红梅 陈培安 胡桂兰 晏世胜 

周艾芳 明利兵 杨又兵 陈红月 张光明 李红云 严 政 

陈文华 严 刚 张善华 周秋先 王俊英 肖 波 张 良 

江春艳 马秀华 杨建国 程义法 芦从方 余会兰 冯小玲 

鲁 杰 程建华 李家华 余国华 王大毛 张勇刚 龙满香 

彭贤杰 黄菊华 骆凤霞 骆望喜 吴伯成 王风华 严望霞 

夏 兵 王春香 杨继平 刘应军 晏汉姣 马凤英 向建芳 

王 华 胡秋英 段艮元 李 明 王小明 柯春伟 徐艾豪 

刘四荣 樊艮样 张建华 马小云 周慧卿 龙凤华 常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