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川一中初中毕业生名册(60届-69届) 

六零届初中 

马业清 毛以源 陈 敏 张型学 晏桃香 胡继宏 张咏凡 

卢少鹏 段金祥 邹祖毅 李家智 严共彪 周新生 晏梅章 

曹如香 顾太华 尹年芝 刘汉玉 梁少雄 骆益桂 龚承文 

朱文华 周懋恭 田树生 刘英常 许昌流 潘必云 刘以英 

范远成 蒋明轩 倪地汉 易桂华 吕道明 王浩然 李谋典 

张钦华 王立诚 李定华 文茂勋 蒋想清 周可木 唐伯顺 

蒋玉明 肖光津 严与春 李为林 艾亨德 汪新进 蒋宝洲 

薛汉清 方木发 倪纯成 黄小轩 蔡小安 胡继雄 王远成 

王冬芝 倪笃宽 许德明 何家钧 李相明 刘继才 王瑞智 

李长元 康光利 刘维善 吴作斌 吴明先 王政山 刘祖星 

晏云章 熊昌义 邹长庚 马克芳 周年生 马业龙 兰国光 

邓万商 吴纯杰 范启胜 汪桂清 杨志望 胡梅成 吴师珍 

毛以凤 郭德延 马泉山 李相舜 韩乾坤 汪福善 王辛友 

邓运甫 刘林生 朱兆有 岳明杰 张广才 肖德雄 宁新平 

李华忠 胡生发 吴润芳 

六一届初中 

晏世斌 杨虞琥 胡家信 刘运年 田绪金 李巧姣 朱佐佑 

陈庚高 鲁仁芳 高绪蕴 毛以孝 刘楚初 李其汉 张元松 

胡发学 邓万清 胡艾芝 周辉武 张咏诗 马成洲 李其鹏 

钟国荃 付楚和 胡显清 黄致才 李洪翠 万声芳 喻忠珊



肖德春 田小毛 唐艾清 马克云 邹祖美 胡学芝 邬礼仙 

黄宝珍 吴腊香 胡继秋 胡汉成 陈荚蓉 江成孝 李道富 

胡利雄 胡继杰 张文俊 李明汉 汤圣诞 陈燕雄 晏芝荪 

胡姣娃 王全明 王桂林 张元松 吴七毛 晏绪煌 谢志祥 

尹作杰 宋菊仿 付尊武 张福安 戴宗武 洪玉林 刘彩云 

杨于欣 龚桂武 晏章才 胡雪梅 李小香 涂德英 刘德群 

龚玉芳 王本帮 桂运全 汪桂芳 鲁仁贵 张翠姣 李家骥 

李道华 刘祖纯 向宗炎 喻琼香 陈贻斌 段良木 项振魁 

向远发 徐又村 严春芝 程乐金 胡淑芳 王兆林 刘德英 

王德全 胡爱玲 马东成 胡姣玲 赵诗义 李春早 鲍云芝 

刘群香 胡群芳 汪又云 黄华学 刘巧云 杨双芝 晏世杰 

邱先云 周正斌 马圣瑞 张希玲 祝大光 李学文 刘祖华 

胡新合 王德新 王杏英 程忠树 黄木合 石桃芝 胡烈哇 

胡望姣 何炳经 邓衍秀 万惠鸿 徐琼美 胡继安 陈贻富 

邹祖香 张元英 向长清 胡国修 李幼仙 李新成 黎明华 

汪兰芳 戴爱玲 晏世烈 李振兴 严共义 罗重恩 蔡子群 

康克盛 胡必芬 李想明 晏世琴 胡凤美 段纪云 曾庆华 

胡继香 胡红云 胡继文 龚楚翘 喻宗想 胡昌进 熊孟兰 

刘杏清 石高超 胡官清 张达明 邹祖健 方敦武 刘德群 

骆益芝 李刚健 唐胜国 马俊清 蔡训明 代望兰 徐福海 

熊巧娃 刘英海 胡练学 徐章秀 马克俭 黎百刚 程吉祥 

韩秀芬 周德娴 胡厚安 王国清 闵三林 王学礼 鲁文亮



胡以镕 朱再云 胡昌尤 蔡丑华 许菊蓉 王礼忠 李爱美 

曹玉发 胡继元 田冬苟 张步明 胡继斌 胡爱枚 陈贻珍 

杨于灿 陈德安 黄三和 高光鼎 石高生 郑久兰 杨俊敏 

王远洪 胡端枝 赵方焕 王享玲 赵方财 张昭爽 陈燕才 

邹季芬 刘少顺 朱传济 胡远龙 骆黑芝 胡继胜 张月月 

许诗刚 傅经武 赵官清 何仁杰 武诚明 吴继和 

六二届初中 

吴润年 黄明英 刘梅琳 刘淑钩 熊绍华 肖再芝 周腊先 

胡家佑 王开江 胡继国 刘祖君 成荣富 晏成敬 陈德烈 

胡家庭 张广炎 李志成 胡汉修 胡昌元 李家金 王少华 

王丑和 晏文学 王玉合 胡继秀 李明潜 胡继海 晏绪明 

肖中香 尹惠云 张晚华 宫子英 桂际明 熊绍斌 吴业敬 

江山九 李柏林 马业忠 肖国正 李早文 王少南 尹述芳 

刘利君 罗生荣 周义莉 张砚怀 严元姣 邹渝芳 岳忠男 

汪火臣 陈晶普 王明庚 周长华 熊孔质 方登武 桂际昆 

吴诗词 龚长春 刘尚承 李三云 黄英美 胡焕梅 邓玉美 

王双喜 钟宝芝 徐双村 许芳新 涂渝林 李其鹏 熊远生 

付正云 宋东延 陈德雄 蒋小苟 汪新坪 杜梅芳 邹益祖 

尹惠荣 刘连珊 朱家凤 陈华琳 汤一鸣 龚玉仙 宋功成 

张九斤 (进恒) 黄先姣 黎振常 尤秀胜 李明仿 骆长先 

胡国合 李明飞 胡合修 杨小坤 张海元 胡昌茂 王国样 

余锦莲 邓治东 李吉庆



六三届初中 

李德艮 张继实 唐天祥 吴治萍 潘华清 胡菊芳 田世刚 

黄英美 冯英雄 徐书绪 戴环森 李明哲 李勤海 熊绍昌 

周治望 邹敬斋 马成文 徐华仿 徐生奎 王庆发 陈培林 

熊远生 江作清 李和尚 刘连珊 段功秀 曾凡仁 金登清 

刘秀美 肖丹梅 蔡秀菊 赵诗祥 李振环 刘昌宏 周天轩 

刘祖发 龙良才 张锦焘 陈燕齐 江润香 段圣凰 王重芬 

邹渝芳 尹述芳 熊丙儒 骆益富 周义蓉 胡运源 邹德亮 

晏大毛 龚玉山 杨惠玲 李绍华 梁秀菊 周长华 胡继云 

李三毛 刘黎芬 吴佩秀 田祖芬 邹祖鹏 刘少明 熊绍达 

邓衍福 吴普生 焦济南 严黑楚 黄宝菊 宋晶晶 陈华瑛 

杨望仙 卢大雄 龚友红 张望生 胡继超 胡金云 张广才 

石玲姣 王腊美 胡长清 熊永兰 朱云香 马少文 李道信 

罗元和 胡东和 吴诗长 蒋开铭 陈锡安 杨祖述 何家坤 

杨同炎 李佐西 胡家钧 黎明黑 胡国洲 李佐雄 杜贤国 

朱木方 朱秋仿 陈贻训 胡继鑫 胡华修 叶恒学 晏艾梅 

韩新甫 石高圣 黄环新 胡家鹏 陈协仿 黎文雄 

六四届初中 

晏世霞 顾享云 韦守香 胡国萍 李有炎 项杏芳 李洪胜 

杨小玉 徐生兰 王林生 严楚发 李亚娜 鲍群英 王爱云 

吴淑兰 马梅生 王群芳 程丙祥 徐美蓉 毛以惠 李木英 

桂友全 李祖洪 李佐循 熊泽运 程各霞 肖述云 李吉林



胡家顺 赵礼陔 刘明喜 李本贤 顾茂堂 鲍祖安 许缇荣 

程丙银 刘德安 毛丽霞 胡小玲 潘志兰 吴望生 骆久芝 

胡显惠 王木生 张惠中 张汉和 郎维高 丁 钰 邹汉生 

顾太光 熊国淦 张秋云 刘桃香 江桂珠 尹述贤 梁秀华 

熊珍淑 晏运姣 汪爱芳 马小义 张鹤仿 方冬安 李大年 

沈邦乐 唐志国 朱传宏 周仪祥 万琴英 喻芙川 钟宝轩 

潘静安 邹振祖 熊绍树 段继秋 段佑山 刘国政 肖新安 

马德雄 李早云 刘金华 康美兰 晏运东 毛再云 马艳玉 

唐伯当 张小姣 赵诗玲 曾运才 李鹤翔 徐红果 宋春美 

丁志宏 钟国珍 李淑芳 刘延安 钟宝星 罗锦秀 田淑芬 

汪艮和 高索梅 熊小姣 吴继东 胡望青 邓建国 邹梓钧 

王新华 胡松梅 王林虎 胡继惠 邬汉清 刘年生 胡建刚 

田世鑫 胡梅香 周铭勋 骆修银 刘筱荣 杨惠云 周斌秀 

陈振家 骆鑫华 胡冬梅 邹志候 颜湘杰 刘淑华 吴昌绪 

严金昌 丁思荣 肖志强 李铁生 李翠娃 刘祖瑞 周金山 

段又云 刘秀美 杨小平 叶丙喜 

六五届初中 

高秀云 罗继风 杨杰元 汪开宪 高绪元 魏望姣 王清香 

马金华 汪国春 潘兰香 刘春年 宁康林 吴国莉 闵 珍 

陈贻贤 陈贻振 徐书中 孟德元 黄正启 王东山 陈从清 

李明英 尹光为 王家豪 江成豹 熊绍树 胡运成 邓衍秀 

杨金云 陈干平 刘亲民 杨小玉 吴秋成 严巧云 卢利生



涂秋仿 张秋云 孙光明 汪开元 邹光东 邹富生 张汉和 

邹腊梅 徐体芳 胡小芝 王本国 颓太鹏 方汉祥 刘步或 

李桂先 刘美生 张玉华 王琼琼 邓万民 周黑字 宋赤兵 

王春林 熊运庭 张德利 骆小苟 何仁雄 金先祥 熊忠武 

张远壁 张长生 杨邦顺 潘江云 陈燕祥 邓桂元 王国斌 

肖述云 鲁家坤 胡家菊 熊绍梅 陈炎生 刘建样 严小毛 

鲍少坤 张德斌 岳志刚 骆早梅 曾庆平 余 正 李盛环 

曹珍姣 黄国才 罗继成 田世训 田厚洪 田春仿 宋金城 

尹绍山 李振明 杜国华 刘丑苟 邹巧先 陈振家 张明川 

雷汉刚 马艾清 尹桂芳 王旺庭 周运芝 洪碧玉 陈燕豪 

王运艾 龙华成 张德祥 龙贤文 张四光 汪福安 胡国柱 

何又明 吴继东 尹斌仿 郭么海 陈植松 陈贻发 李培培 

何家友 高光武 凌敬武 刘锡杰 段生才 吴素华 高桃云 

孙淑梅 李锦锦 张继本 杨邦才 周乐芝 罗声华 黄协仿 

周安心 汪镊鹤 戴方长 桂运梅 戴会玲 费淑琴 王春香 

李新舟 邹渝琼 胡铸雄 

六六届初中 

魏为之 孙中会 朱长学 未秋生 汪佩蓉 严想生 李洪蚊 

邹会钧 肖圣斌 陈燕杰 徐玉环 李双明 王洪湘 王泓华 

郎德芳 卢义群 龚志华 胡毛安 卢培仿 姚富强 王伦山 

余章平 王作东 未文达 严怨章 严有根 余宪力 刘木生 

余亚桥 胡昌刚 鲁国民 姚金洲 张经昌 杨崇平 袁丑平



喻石桥 杨行化 祁承杰 彭习美 王枝虎 李记洲 未泽生 

涂翠兰 熙文君 张继芳 尹光文 黄大才 郝 平 汪文芳 

梁松苟 羡树长 陈庆元 熊茂芳 张文怀 徐荒村 田文香 

邹艾芳 骆小毛 黄自力 杨竹芬 项国安 夏仁安 韩端稳 

张广洲 杨安仿 胡仲年 胡生合 李文章 王国齐 刘焕忠 

王传清 付国文 舒金华 余云桥 刘火成 张文奇 张小尧 

沈木彩 彭少川 陈贻芳 罗同发 罗运会 彭演福 潘玉清 

吕生林 余景琪 刘金祥 朱培安 黄中艮 骆仁彪 优良忠 

赵方明 徐金仿 代职成 陈贻君 王元生 沈会文 王乐义 

张文兰 姚忠想 喻志成 杨祖明 曾天才 未 斌 陈文甫 

张丑华 胡小敏 何仁仙 卢晓祥 胡必全 何家烈 余纯桥 

王作华 余景雄 王东全 胡昌芳 陈又甫 余新柏 吴掌珍 

杜元明 中 海 叶泽生 昌敦华 程博文 周天才 夏玉英 

满 堂 陈风宝 周在堂 吴艮清 刘必坤 颓水清 叶春林 

张海成 

六七届初中 

张援朝 由世凤 熊文祥 邹春山 汪志祥 马华清 汪春芳 

胡显烈 黄晓姣 杨双珍 李必芬 孙杏芳 胡国强 陈燕润 

江成彪 王远斌 刘尚德 黄去珍 邓丑和 程记清 刘小仪 

晏庆芳 王金芝 韩忠云 胡会云 潘国和 张冰洋 景国华 

刘艮发 王克新 王德义 聂艾云 罗毅德 刘友立 刘运清 

王长和 聂仁林 余章元 许年和 吴百当 徐革新 王发斌



马铁成 刘坤炎 于正学 朱传芳 王亚平 郭良云 沈帮胜 

杨象明 刘启春 鲍环英 桂际春 桂满姣 方淑华 骆九经 

方冬梅 潘必胜 熊春迎 胡喜英 黄翘延 胡乐平 段志明 

杨双珠 许艾云 王三喜 李惠明 梁家禄 江成名 李荣华 

宋必芳 段年先 肖述荣 汪才生 杨生爽 程乐安 姚士明 

胡传章 袁国昌 余宪则 田显文 艾汉平 陈桂枝 许方钧 

吴复炜 姚保树 段圣发 黄秀生 高永兰 杨生豪 尹支江 

尹业亮 张泽华 刘东山 徐火来 陶木群 丁德林 严从荣 

蒋双成 周莲春 李上林 潘端阳 冯木合 李杏方 方克平 

严国亮 王德芳 熊珍贤 晏培章 郑久明 丁恩耀 周德琴 

张伶俐 涂一萍 万功书 陈贻兰 江惠芳 胡国芳 叶开江 

熊重庆 周名方 刘年生 黄家旺 张重春 晏绍安 马圣文 

唐火香 张国雄 刘成荣 李仙云 吴佑继 刘兰仙 孙传雄 

未文禄 陈贻民 余章国 谭俊涛 刘德林 张安廷 李书新 

张宗想 周业宏 段吉武 陈义春 陈国明 同 德 吕享兆 

范远源 方辉蓉 张炎芳 陈见清 周双喜 

六八届初中 

李又先 黄秀轩 黄文年 吴金云 龚庆美 罗仁杰 余本福 

余早芝 喻兴国 喻姣生 李开斌 任有年 王友美 杨采云 

刘想芝 沈桢祥 付正明 疗友香 刘艳芳 徐玉兰 龙金树 

李祖宽 熊春喜 徐长炎 张生海 赵开方 周 昶 邓木甫 

许国其 刘金兰 张建华 曾志荣 杨克红 熊维杰 黄佑生



孙俊华 李陆毛 张慧玲 程巧玲 祁文林 王 萍 晏艳平 

王翠华 邹泽芳 向冬梅 吴小玲 肖琼瑶 严爱兰 吴小梅 

陈小兰 晏世利 吴翠兰 周艳平 黄小秀 陈丽华 李迎春 

群 英 杨严明 杨德华 王涌明 李爱清 张桂芳 杨其林 

周均福 方汉洲 代幼玲 许中秋 葛生合 马小明 康建明 

刘翠平 贾建华 王红军 张 萍 高新华 李明玲 吴继成 

张光明 胡花字 王长文 尹光寿 马韶贺 陈幺喜 陈苟子 

胡和平 陈桂东 王望来 张广明 晏学文 李润海 李彩云 

汪福成 熊绍超 杨传超 王维林 熊春阳 潘幼松 李洪样 

文艳荣 朱传英 张学达 李协丙 荣来茂 张义戚 刘昌远 

刘家万 胡建华 尤康荣 王群先 王贤成 马汉年 马年发 

熊书剑 李友元 文杏华 曾庆富 陈 勇 翁毛字 匡祥华 

张文明 游恒山 高元仿 黄早堂 刘炎清 马水林 杨新哇 

陈元成 陈金来 成想柏 吴方清 周奎林 刘启德 陈焕清 

杨万荣 刘小木 艾少安 余章云 何广生 付中华 李学州 

杨桃先 李良玉 周国海 李三民 刘小洪 倪纯义 周姣哇 

尹惠兰 李洪进 吴诗歌 梁再先 汪小祥 徐惠兰 李芙桃 

黄念成 徐焕香 卢冬芝 鲁利平 邹保祖 杨振明 董凤琴 

骆开和 赵爱玲 文杏华 宋业宁 刘先宁 胡继明 

六九届初中 

杨伏先 李腊梅 龚小秋 徐巧先 胡艳梅 严艳姣 段立平 

吴小兰 胡三荣 顾太玲 刘伏云 肖绍臣 胡志文 严金明



熊阳春 江洪元 王群生 骆水清 黄同和 曹家喜 尹光才 

苏 琳 骆芙蓉 张菊云 段又美 龚运玲 欧阳金燕 黄又安 

尹光升 凡仲华 李红生 潘国辉 凌敬国 张 彦 肖志敏 

周巧云 肖 芳 段慧明 卢年喜 尹先长 严共华 彭国华 

刘风云 黄东红 晏春芝 刘淑芬 曹强喜 张元先 余秀云 

武选生 段运清 周兰芳 杨建华 方东仿 马玉增 聂德思 

严又松 陈运仿 张绍华 徐桂山 张文辉 严运华 王志祥 

孙三姣 王润芳 尹述华 王惠玲 周亚玲 张丽君 刘淑萍 

熊腊梅 孙元发 潘华想 陈新文 沈开武 晏桂宝 张春美 

郭双福 宋步城 付烈才 胡杨敏 张月阳 邓万清 鲍群芳 

刘小玲 李玉华 熊志安 沈清香 熊绍安 杜小春 王翠红 

晏运芳 赵诗会 段翠兰 王汉怀 王洪贵 李秀云 金四九 

严巧云 李盛威 王国祥 付小云 廖光清 周绪华 肖小蔓 

熊文碧 陈 刚 黄双和 段胜华 黄姣姣 杨玲莉 李建军 

尹小毛 曹艳兰 蒋兰英 罗菊芝 黄汉荣 郎德清 李亚娅 

代汉华 羡树清 严欣姊 冯兰英 严会云 段再德 葛正霞 

高玉琴 郝 玲 张菊华 宋从新 陈德林 田武学 熊绍学 

周金卯 宋新元 严善德 陈贻志 刘道武 向友元 康洪健 

刘运芳 吴建华 卢文秀 吴玉芳 张莉欢 王远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