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名录》修订说明  
 

  李光前先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创办国光中学乃一项开创性大业。七

十年来，先后有上千名优秀园丁在国光校园内辛勤耕耘，有四万多名莘莘学子沐

浴校主恩泽，在国光校园里学习、成才。南安以至泉州至今人才辈出，校主的贡

献是不可估量的。值此七十周年校庆，学校决定修编《国光中学校友名录》，分

“教师部分”和“学生部分”，以反映我校七十年来的办学成果，以此传达诚挚

的眷念之情„„相信这对于母校与校友之间、校友与校友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

定帮助的。无论你们走向人生的哪样的季节——我们总会看见你们的青春闪光!   

  《校友名录》教职工部分的收编范围为 1950 年春至 2013 年春在校（包括国

光初级中学）任教和工作过的老师和职员工友。因民国时期的资料散失，1950

年以前的教职工名录无法收入。学生部分收编范围为 1943 年秋至 2013 年春在我

校学习的初、高中历届学生，既包括修业期满毕业的学生，也包括结业生和部分

辍学生，共 43000 多人。1999 年高初中分离后国光初级中学毕业生名单（2002

届开始）共 7500 多人，单列在国光中学的后面。 

  《校友名录》学生部分按届次划分，1969 年以前的学生按组别称届次，1969

年以后的学生按毕业年份称届次。高中每届毕业生 1993 年后按班级编排，每班

前附有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名字（高三年毕业时）。由于年代久远，时间限制，有

关资料缺漏不全，修编后的《校友名录》错漏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恳请校友补充

指正，并将所知道的校友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等情

况抄录寄给母校，谢谢各位校友的支持与合作。 

  亲爱的同学、真挚的校友，值此七十周年校庆，母校向你们传达真诚的祝福：

祝你们事业有成，永远幸福！母校也向你们发出深情的呼唤：希望你们“常回家

看看”„„ 

                                           

南安国光中学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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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98 届 „„„„„„„„„„„„„„„„„„„„„„„„„„„„„„119    

高中 99 届 „„„„„„„„„„„„„„„„„„„„„„„„„„„„„„121    

高中 2000 届  „„„„„„„„„„„„„„„„„„„„„„„„„„„„„122    

高中 2001 届  „„„„„„„„„„„„„„„„„„„„„„„„„„„„„123    

高中 2002 届  „„„„„„„„„„„„„„„„„„„„„„„„„„„„„126    

高中 2003 届  „„„„„„„„„„„„„„„„„„„„„„„„„„„„„128    

高中 2004 届  „„„„„„„„„„„„„„„„„„„„„„„„„„„„„132    

高中 2005 届  „„„„„„„„„„„„„„„„„„„„„„„„„„„„„136    

高中 2006 届  „„„„„„„„„„„„„„„„„„„„„„„„„„„„„140    

高中 2007 届  „„„„„„„„„„„„„„„„„„„„„„„„„„„„„144    

高中 2008 届  „„„„„„„„„„„„„„„„„„„„„„„„„„„„„148    

高中 2009 届  „„„„„„„„„„„„„„„„„„„„„„„„„„„„„153    

高中 2010 届  „„„„„„„„„„„„„„„„„„„„„„„„„„„„„157    

高中 2011 届  „„„„„„„„„„„„„„„„„„„„„„„„„„„„„162    

高中 2012 届  „„„„„„„„„„„„„„„„„„„„„„„„„„„„„167    

高中 2013 届 „„„„„„„„„„„„„„„„„„„„„„„„„„„„„171 

国光初级中学校友 

    初中 2000 届 (名单略，见国光中学初中校友 P80-P81)   

    初中 2001 届 (名单略，见国光中学初中校友 P81-P83)   

初中 2002 届  „„„„„„„„„„„„„„„„„„„„„„„„„„„„„178   

初中 2003 届  „„„„„„„„„„„„„„„„„„„„„„„„„„„„„180   

初中 2004 届  „„„„„„„„„„„„„„„„„„„„„„„„„„„„„183    

初中 2005 届  „„„„„„„„„„„„„„„„„„„„„„„„„„„„„185    

初中 2006 届  „„„„„„„„„„„„„„„„„„„„„„„„„„„„„187    

初中 2007 届  „„„„„„„„„„„„„„„„„„„„„„„„„„„„„189    



初中 2008 届  „„„„„„„„„„„„„„„„„„„„„„„„„„„„„191    

初中 2009 届  „„„„„„„„„„„„„„„„„„„„„„„„„„„„„194    

初中 2010 届  „„„„„„„„„„„„„„„„„„„„„„„„„„„„„196    

初中 2011 届  „„„„„„„„„„„„„„„„„„„„„„„„„„„„„200    

初中 2012 届  „„„„„„„„„„„„„„„„„„„„„„„„„„„„„202    

初中 2013 届 „„„„„„„„„„„„„„„„„„„„„„„„„„„„„„„„204     

 

国光中学在职教职工 

(2013 年春季，215 人 ) 

 

蔡丽霞 陈铂森 陈灿芳 陈建福 陈锦招 陈俊青 陈黎明 陈 丽 陈丽琼 陈梅珍 

陈萍萍 陈萍萍 陈琼霞 陈秋梅 陈秋阳 陈荣增 陈瑞华 陈森林 陈守旭 陈婷婷 

陈文平 陈文胜 陈晓明 陈欣城 陈永根 陈毓煌 陈元芽 陈振煌 陈志华 陈志力 

陈志贤 陈子华 池玉美 戴承燕 戴国华 戴剑云 戴锦林 戴龙安 戴龙凤 戴巧玲 

戴清梅 戴天生 戴婉惠 戴伟东 戴文发 戴文生 戴延清 戴佑富 戴月云 傅春城 

傅伟敬 傅仰波 高灿玉 高团银 郭小南 洪高松 洪锦灿 洪榕波 黄安家 黄春福 

黄春玲 黄飞跃 黄耿跃 黄国宝 黄汉宗 黄红云 黄华升 黄惠瑜 黄火文 黄金阳 

黄锦波 黄锦华 黄静波 黄朗姑 黄鲁春 黄美艳 黄明通 黄木兴 黄培基 黄培元 

黄清云 黄庆东 黄荣水 黄双喜 黄顺进 黄天明 黄伟亮 黄文锋 黄文兴 黄夏坤 

黄小气 黄晓琳 黄新生 黄鑫华 黄逊世 黄艺苑 黄友林 黄真辉 黄仲水 李宝尚 

李璧君 李超能 李朝阳 李朝源 李东山 李菲燕 李国显 李海滨 李海蓉 李嘉荣 

李渐来 李金明 李景丽 李梅琼 李敏敏 李荣梅 李伟滨 李希妍 李夏阳 李小玲 

李小玲 李孝生 李 昕 李跃进 李志强 李志强 李志勇 林爱玲 林柳枝 林明强 

林 萍 林蓉蓉 林文杰 林义元 林子勇 刘德超 刘怀敏 刘金火 刘梅芳 刘秋红 

刘识芳 刘伟毅 刘小卿 刘晓峰 潘灿丽 潘泉清 潘珊红 潘小蓉 潘秀容 潘郁芬 

潘志敏 邱凤姐 苏堆凤 苏耿堂 苏汉阳 苏金超 苏金泽 苏锦泽 苏碰美 苏思宁 

苏素芬 苏伟波 苏小龙 苏晓玲 苏玉美 苏育斌 苏越丽 苏振辉 苏振顺 王炳辉 

王长辉 王超然 王东克 王飞腾 王厚生 王水源 王文树 王五七 王月真 王振亮 

翁志航 吴朝山 吴朝阳 吴惠华 吴进德 吴开荣 吴以瑜 吴智勇 吴中原 肖金宇 

肖燕梅 谢超云 谢婉彬 徐阳华 徐祖德 许仕芳 颜启德 杨安礼 杨芬芳 杨玉莹 

杨 毓 叶 君 尤爱华 尤海为 尤祖森 俞惠聪 张 斌 张冬梅 张金树 张淑贤 

郑聪华 郑芬芬 郑梅蓉 郑晓东 郑周胜 周灿金 周巧玲 朱仕成 庄静霞          

        附注：同名同姓的教职员工有：两位陈萍萍，两位李志强，两位李小玲           

2013 年秋季调入 4 位：李嘉荣、杨 毓、傅春城、俞惠聪已补上 

 

 

 国光初级中学在职教职工 

(2013 年春季 ) 

 

蔡明凤 蔡文辉 陈德华 陈建联 陈金河 陈玲凤 陈梅芳 陈闽定 陈培钦 陈清莹 

陈晴燕 陈水龙 陈婷婷 陈小萍 陈晓军 陈秀珠 陈肇元 戴炳超 戴成加 戴煌城 

戴荣昌 戴荣辉 戴荣臻 戴育群 董晓华 傅丹珠 傅辉阳 傅江孝 傅丽新 傅文娥 



何瑞碧 洪雅红 侯惠波 侯志刚 黄啊青 黄宝清 黄彩燕 黄朝阳 黄春凤 黄德辉 

黄东明 黄东阳 黄东阳 黄国权 黄海城 黄鸿池 黄华妙 黄华南 黄加亮 黄金燕 

黄黎明 黄丽明 黄明钰 黄荣胜 黄瑞川 黄瑞霞 黄珊霞 黄胜利 黄天财 黄小白 

黄晓东 黄延艺 黄增强 黄志祥 康志强 雷泉生 雷永扬 李  凡 李宝川 李宝玲 

李超阳 李成斌 李东蓉 李红颖 李辉煌 李佳彬 李建聪 李建蓉 李 李 李立兰 

李立仁 李丽红 李丽云 李少茹 李世昌 李世杰 李世利 李世阳 李淑虹 李斯侨 

李添明 李霞莲 李小红 李小璇 李晓鹭 李雪蓉 李游姑 李玉宁 李远昭 李志洪 

李志勇 李忠耀 林珊彬 林秀亮 刘德昌 刘加庆 刘锦绵 刘凌燕 刘璐娜 刘育红 

刘志英 潘冬梅 潘丽卿 潘丽云 潘鹏飞 潘雅芬 潘瑜凤 潘增明 施美月 苏堆凤 

苏文锋 苏文锋 涂韩英 王一敏 吴丽倩 吴巧明 吴文理 吴文献 吴晓阳 谢正确 

杨晓斌 姚春兰 叶坚辉 叶伟铃 曾志欣 张永良 周秀香  

附注：2013 年秋季调入３位：陈婷婷、李斯侨、陈金河已补上 

 

 

曾在国光中学及国光初级中学工作过的教职工 

 

安方锦 蔡德馨 蔡皆萃 蔡梅团 蔡准成 蔡新民 蔡民权 陈安水 陈碧妃 陈碧玲 

陈碧清 陈碧云 陈成灶 陈 伟 陈 文 陈 湛 陈阿玲 陈大树 陈德标 陈德宏 

陈德兴 陈鼎利 陈鼎燊 陈鼎华 陈鼎追 陈冬玲 陈冬云 陈国华 陈海鹅 陈汉忠 

陈红峰 陈宏伟 陈洪元 陈惠芬 陈家平 陈剑峰 陈金榜 陈金炼 陈法构 陈金全 

陈俊生 陈克搏 陈丽雪 陈丽英 陈连发 陈民智 陈敏敏 陈木洽 陈庆文 陈庆文 

陈泉材 陈瑞琼 陈世忠 陈淑业 陈淑真 陈树兰 陈素娴 陈泰山 陈天赐 陈天来 

陈万赉 陈维梅 陈维勤 陈维新 陈文芬 陈文孝 陈湘钦 陈新南 陈星莹 陈秀兰 

陈选黎 陈逸水 陈盈贤 陈永华 陈勇猛 陈育英 陈允顺 陈兆湄 陈争鸣 陈志坚 

陈忠评 陈子奇 陈宗辉 陈卿顺 陈培耀 陈荣阳 陈文江 陈文典 陈心宁 程本清 

程吉丁 程清浦 戴爱国 戴含默 戴华英 戴金镛 戴良杰 戴民杰 戴秋生 戴全吉 

戴山林 戴尚来 戴岁振 戴小阜 戴筱雄 戴由然 戴丽凤 戴安娜 戴明哲 戴清辉 

戴小彬 邓玉璋 丁家栋 丁菊英 董晓蓉 杜 煌 范文芬 方胜辉 方式亮 方明珠 

冯林栖 冯春丽 傅成展 傅绍恢 傅淑惠 傅孙萍 傅孙灶 傅维参 傅维头 傅贻秀 

高方义 高桂林 高尚侯 高文端 辜洛村 官希敏 郭阿娥 郭柳燕 郭明娥 郭培元 

郭润铨 郭天助 郭文生 郭章元 何红芳 何瑞碧 何文伟 何永超 何再兴 贺贞熙 

洪碧鸾 洪炳烧 洪汉泽 洪佩芳 洪泉哥 洪荣墙 洪月英 洪紫云 侯昌基 侯池水 

侯冬梅 侯丽丽 侯怨水 侯和明 黄 岸 黄 文 黄查礼 黄超玲 黄超群 黄川七 

黄翠琼 黄冬梅 黄福星 黄阁辉 黄古孝 黄光昇 黄光尧 黄国超 黄国生 黄国珍 

黄海鹰 黄和端 黄鸿图 黄缓治 黄活水 黄记德 黄记厚 黄记立 黄继长 黄建成 

黄建宁 黄江海 黄金键 黄金科 黄金龙 黄金元 黄锦元 黄锦元 黄近悦 黄进卿 

黄竞成 黄坤木 黄乐耕 黄礼能 黄丽玉 黄凌志 黄尖水 黄炉伟 黄梅华 黄蜜娘 

黄敏强 黄明星 黄侨生 黄青松 黄卿眼 黄清波 黄清江 黄秋元 黄琼珠 黄素玉 

黄清渠 黄秋霞 黄群英 黄少平 黄少阳 黄世铭 黄书长 黄水源 黄思明 黄斯章 

黄文扬 黄田园 黄田樟 黄汀洲 黄援助 黄婉琼 黄惟良 黄文村 黄五福 黄溪元 

黄小彬 黄信源 黄星州 黄秀梅 黄秀清 黄亚欣 黄衍书 黄衍秩 黄瑜霞 黄浴沂 

黄毓仁 黄永绵 黄远儒 黄再基 黄则骞 黄振华 黄志军 黄志明 黄志育 黄忠伟 

黄种海 黄种青 黄种生 黄仲平 黄紫标 黄紫云 黄宗成 黄月珍 黄巧真 黄丽娥 



黄金炼 贾安娜 江凤楼 蒋厚生 金在钊 康锦生 柯持志 柯敬恩 柯培钦 赖青州 

赖俊鸿 兰池菊 兰经亮 雷顺辉 雷远池 雷琼琼 李 峰 李 敏 李 铮 李安南 

李案琴 李碧妃 李灿尧 李朝成 李成川 李成端 李成卖 李成枪 李成枝 李崇林 

李大钊 李德端 李德健 李棣华 李东辉 李东片 李奋勇 李丰登 李凤玉 李恭纳 

李光远 李国斗 李国寿 李国英 李含翠 李汉章 李豪英 李鸿禧 李惠添 李火春 

李集福 李加星 李加友 李建华 李建设 李健文 李金爵 李金龙 李晋江 李俊松 

李俊贤 李老珊 李连辉 李莲珠 李良民 李林水 李佩芳 李启元 李全生 李仁生 

李若真 李珊珊 李韶红 李树山 李水定 李斯地 李斯电 李斯东 李斯景 李斯明 

李斯评 李斯挺 李斯万 李斯奕 李添福 李同美 李文兴 李小燕 李小玉 李秀瑟 

李义亚 李引丑 李引火 李引示 李永华 李玉秀 李玉珍 李雪英 李元玙 李运输 

李震东 李正金 李志波 李志竞 李志明 李梓芳 李梓贤 李祖国 李志诚 李成发 

李成教 李凤英 李辛铭 李泉成 李金钗 李桂林 李志婉 李焕文 李胜利 良罗素 

梁金星 梁锦超 梁静山 梁青龙 梁清清 梁世杰 林 虹 林 肇 林安国 林炳荣 

林昌富 林长春 林川木 林春生 林尔国 林富春 林艮水 林光权 林惠美 林惠民 

林金晶 林绿竹 林明青 林琴治 林庆聪 林荣春 林荣萱 林瑞辉 林少平 林顺昌 

林锡铭 林燕芬 林耀治 林银水 林永暖 林玉仁 林芷兰 凌美聪 刘安居 刘炳辉 

刘苍龙 刘川水 刘德利 刘海水 刘翰钦 刘家齐 刘剑秋 刘金龙 刘经国 刘镜鑑 

刘俊杰 刘俊展 刘茂玲 刘梅芳 刘墨荤 刘圣佳 刘水谅 刘维新 刘文土 刘文章 

刘小猛 刘晓燕 刘秀梅 刘雅丽 刘玉凤 刘战国 刘章庆 刘志斌 刘志娥 刘志钦 

刘子进 吕惠芳 吕振吾 吕云祥 吕诗芳 骆寿春 潘秉贻 潘尝生 潘从愿 潘聪谋 

潘达生 潘籴来 潘劲坚 潘玲珑 潘清涛 潘尝来 潘琼姑 潘琼来 潘泉生 潘三粒 

潘淑由 潘斯淡 潘显祖 潘小灵 潘晓东 潘用仁 潘用兴 潘玉玲 潘小芹 潘小白 

彭德才 片冰心 沈添水 盛美文 盛其瑞 施伟强 史南山 史五一 苏伯达 苏国好 

苏国响 苏鹤水 苏剑峰 苏金龙 苏梅莲 苏春阳 苏文锋 孙淑英 孙天梅 汤焕汀 

王兴国（王平)  王灿宝 王昌英 王鼎源 王菲岛 王钩木 王焕民 王金堆 王力群 

王满玉 王曼玉 王庆玲 王若仁 王声华 王声琪 王万传 王锡书 王禧民 王耀东 

王永三 王志宏 王向阳 王安家 魏超才 魏国美 魏锦铭 魏文荣 翁琴花 吴碧玉 

吴聪敏 吴风珠 吴凤琳 吴府库 吴国安 吴鸿祯 吴怀萱 吴惠民 吴记星 吴家盛 

吴金凉 吴金元 吴进业 吴丽蓉 吴泉生 吴松生 吴天佑 吴文涛 吴亚丽 吴燕飞 

吴周蓉 吴子平 吴紫绸 吴宗枝 伍远资 肖湖水 肖进国 肖欣扬 肖源发 谢国清 

谢俊岸 谢绵湘 谢瑞瑛 谢士龙 谢逸容 谢志蓉 徐炳为 徐丽红 许彩云 许贵诚 

许派展 许翘回 许仁娣 许穗兰 许文镛 许英尔 许元兴 许运南 许志澄 薛荣立 

颜章昆 杨炳维(杨扬) 杨汉聪 杨怀萱 杨立安 杨明强 杨仁江 杨双溪 杨天池 

杨伟清 杨文龙 杨要斌 姚定祥 姚金才 姚志勇 姚承佳 叶汉年 叶靳燕 叶龙珠 

叶倩倩 叶仁志 叶石山 叶先凛 叶向平 叶振雄 叶重青 尤荣良 尤应祥 余 山 

余邦赞 余贺美 余晓东 俞孟坚 俞孟起 袁本希 曾炳音 曾传书 曾耳轩 曾良奎 

曾诗源 曾雨音 曾邵生 张 琳 张 溥 张 七 张宝殿 张德福 张方南 张国祥 

张洪富 张基桢 张金访 张金交 张金美 张金牌 张来富 张礼评 张明旭 张鸟润 

张碰生 张丕连 张萍子 张时甫 张伟煌 张耀堂 张永春 张增甫 张振基 章锦标 

赵丘陵 赵裕明 郑 芝 郑标育 郑翠琼 郑鼎铭 郑汲水 郑金红 郑奎生 郑良奇 

郑梅根 郑明端 郑鸣歧 郑平元 郑清波 郑守娥 郑守畋 郑泗湖 郑文驾 郑元培 

郑 琳 郑清斌 郑世仲 周 敏 周长城 周进元 周明辉 周祖禁 周丽琼 周传鑫 

朱汝安 朱先兴 朱秀三 庄垂统 庄荫治 庄梓树 卓元成 卓秀足      

 



国光中学初中校友 

 

初一组 

(1943 年春入学) 

李成樾 李樾真 李维奎 李漂水 李斯璋 李豪英 李祖泽 李成林 刘志远 李凤毛 

刘竞飞 黄要赎 王永南 李嘉靖 李斯玄 辜守己 李全生 李棣华 陈逸民 黄玉钗 

黄福龙 黄连在 黄寿春 黄奕论 李培植 侯良发 林确生 黄世成 李引章 黄彩苹 

李怀成 黄奕勤 苏瑶钳 刘英烈 黄金* 吴昆玉 郭汉鸡 李忠厚 李全苍 黄玉水 

姚赐福 黄焕文 黄海滨 黄金表 黄种垵 黄校生 陈允沙 戴文彬 高目瞻 伍淑莹 

伍衍昭 

 

初二组 

(1943 年秋入学) 

李湘如 陈温来 李素华 陈鼎能 陈友水 黄田壕 李德水 苏农生 陈福三 黄记仁 

黄友三 刘荫治 李金鹤 黄丽华 陈丽珠 陈秀珠 戴老窗 刘洪钟 苏晓春 李金瑛 

陈秀明 黄太平 侯奕泉 姚 北 李成瑜 黄连环 刘善机 戴依曾 陈梨魂 曾仁义 

黄枢机 陈诗冷 苏立峰 刘先殿 吴景元 李翠英 陈仪年 戴宜水 张文康 黄庆云 

王孟乙 黄遂好 黄玉冰 黄雪琴 辜安份 陈爱英 高月蟾 黄春水 刘先殿 黄种* 

陈添治 陈茂枝 黄景宗 黄锦泰 陈婉琼 陈深渊 黄焕明 叶得梨 陈宗南 黄和美 

黄锦堂 黄呈瑞 陈台沙 陈青山 黄种土 陈诗彬 黄汉滨 陈衍庆 黄雅成 黄拔生 

黄锦文 陈成夸 常 颖 肖振声 李成俭 李新丑 李昆明 李斯伟 李琼珍 陈可练 

陈孝谦 陈川胜 陈宗佑 陈斌华 陈锦水 李志忠 李钦水 李秀英 李必竞 陈杏仁 

黄金殿 戴金华 戴春涛 戴协春 李栋梁 黄 成 黄金义 黄桃源 黄志平 黄石久 

林玉山 林章贵 黄和悦 黄连枝 陈少山 黄焕明 黄高生 苏厚德 任升生 叶爱物 

蔡景海 姚子哉 洪天送 杜文顺 王维贤 李成燦 姚锡福 黄祥云 苏金钗 潘永宗 

潘展兴 潘栋生 潘景祺 李润泽 陈卿禀 侯昌枝 王祖地 陈碧云 黄衍亮 王 礼 

杨素琼 杨慰祖 杨加兴 张为来 张贻章 许玉法 许自勇 许文彬 辜庆安 吴文湖 

吴伯良 吴水源 吴鹄生 李鹏珠 李金苍 李莲英 李鹏辉 苏国印 杜宗吟 戴文水 

陈鼎钧 黄伟华 李成爱 郭汉鹏 李勤水  

 

初三组 

(1944 年春入学) 

刘美珠 叶漳州 黄衍明 刘倚芳 吕静治 吕振民 曾更新 孙仁和 叶琴英 王鼻台 

许文进 许哲颉 张炯辉 吴嘉庆 李玉水 黄清安 陈鼎均 苏才贵 黄五福 黄奕衫 

黄金重 黄庭松 黄仲城 戴本诗 杜宗呤 李嘉法 戴天水 李素珠 李琼珠 李天赐 

戴荣全 戴佑超 戴贞华 苏用倭 苏志馥 苏润林 苏尧元 潘淑美 潘慧珠 张开钴 

戴永谦 潘记潮 陈卿味 陈贻彪 陈台宗 陈鼎驻 林南巡 林凤治 林培霖 陈台魁 

黄显祖 黄汉琴 陈碧玉 陈雪珍 陈汶治 黄庭国 黄人杰 黄国殿 李诗英 陈宗水 

黄仁义 黄印生 黄福兴 李老山 郭培德 李青莲 李成发 黄继昌 黄泉水 戴守财 

戴连福 戴聪明 戴祈祥 李珊瑚 李炳煌 李昆祥 李振安 李炎生 李聪明 李鸡辉 

陈菁生 陈仲谋 苏祥福 黄玉琴 黄哲生 黄种周 黄乌扁 黄和水 黄森林 黄国印 

黄元侯 潘秀瑜 李壮义 黄记锡 黄彩苹 陈元春 苏金表 黄来立 陈鼎冒 苏水仙   

 



初四组 

(1944 年秋入学) 

陈三美 李金陵 黄振辉 黄斗高 李成贤 黄逢元 侯池水 陈玉文 陈维新 黄水波 

刘腾辉 黄建谟 谢节狮 李铁沙 李维德 李扬元 李佳才 黄奕羡 李成桂 侯良木 

陈春梅 李金莲 李勤水 陈鼎祝 李琪瑛 李成伍 黄竞成 陈金箱 陈连生 王德运 

李潼珠 刘秀玉 刘迎祥 陈秋轩 陈火章 李源龙 苏锤人 苏鸿池 苏 金 苏文墨 

潘旭兰 苏株人 苏右岑 苏金美 苏近来 苏悦人 庄春桂 许育奇 郭克绳 刘墨生 

戴练钧 林秋声 吕朝华 曾纪容 陈朝成 陈天眷 陈泮水 林及时 陈明玉 陈允元 

陈国良 李金水 李秀茂 黄记传 黄翰苑 黄河水 黄百意 黄珍元 黄援助 黄龙鳞 

李铭金 李成泉 李成诸 黄溪来 黄记畅 李成伟 李玉水 李凤英 李秀琴 李山水 

李引典 李成宗 李炳炎 李克胜 李化良 李铭远 李成棋 李福水 李此义 李世超 

李池兰 李宝生 李成返 李友道 李德安 戴水来 戴荣华 李茂成 李玉成 黄记咸 

黄奕渊 李斯沫 刘辉煌 黄奕川 李鹏珠 张开銛 

 

初五组 

(1945 年秋入学) 

刘完水 刘世明 李清辉 戴国泰 陈秋林 李再兴 李少白 谢 业 谢权来 曾换来 

杜华昌 杜乌仕 庄良水 罗端秀 王知廉 杨琼英 张送来 蒋宣欣 李剑农 戴添火 

戴启明 苏水仙 苏志人 苏清风 苏用梯 苏卿治 陈明德 李成文 李宗吾 黄增祥 

黄旺生 黄新居 黄则料 黄印珍 黄超然 李引传 李 圃 黄衍流 黄祖励 李碧妃 

黄记请 黄天发 谢尚生 李邦基 黄明水 李世贤 李诗翼 李小琳 黄海风 李采眉 

李素娟 黄 鹏 潘秀瑜 陈鼎维 陈近来 李来眉 陈鼎岁 陈玉印 刘博元 李佳静 

黄成业 陈鼎爱 黄木荣 李云山 高金城 李成炳 李泉珍 陈茂枝 陈鼎尚 陈秀珍 

陈明治 李启明 黄晓庄 黄荣谦 陈英梨 黄春富 陈长荣 苏立人 陈华商 刘文学 

李桂英 李秀珠 李莲英 陈淑英 陈清芬 黄碧齐 苏荫治 苏玉瑚 黄晓村 陈金城 

黄高生 黄克顺 陈少山 黄焕明 黄连枝 黄骥清 黄和悦 李引哉 潘用瑜 陈鼎仔 

黄懻质 林家杰 李田民 刘尚来 尤祖其 李菊英 萧振声 谢共贤          

 

初六组 

(1946 年春入学) 

李斯海 李南海 李秀昌 李金祥 李明为 李祖西 李成民 陈助昆 刘存古 徐汉水 

戴辛仁 戴景阳 林玉荫 谢其贤 谢和平 杜照成 温迪士 傅秀英 王达三 李慕兰 

黄家赎 李成福 苏荣等 苏秀梅 潘侨春 潘用珍 黄和平 陈光宇 黄九如 戴加曾 

李斯大 李斯郎 陈秀仁 陈美英 黄幼华 黄淑华 黄晋民 陈清达 陈仲庆 黄志顺 

黄引传 苏祥福 李家珍 李邦基 李碧妃 谢尚生 黄海风 李加静 李金陵 李庭西 

李秀茂 谢和平 戴树梅 李平民 蒋奕欣 李成春 

 

初七组 

(1946 年秋入学) 

陈逸水 陈松茂 陈静河 陈清江 李成受 潘保生 李德耀 李水号 潘国源 潘用鎟 

李海容 李珍英 黄记质 黄允谦 陈鼎昌 李松树 刘荣钦 李维炳 李昆庭 刘华国 

刘进法 陈奕民 李瑶琪 黄进风 李华水 戴世清 李少华 林中英 侯汉洪 郑净水 

王仲鹤 王清华 陈对城 李成火 李淑园 苏彬彬 潘俗生 潘淑琴 陈鼎市 陈宏昭 

陈孝墙 陈中庸 刘尚贤 陈良章 黄金兴 刘向来 陈金点 陈卿良 傅雪英 陈玉英 



陈鼎好 戴启昭 戴洽水 林豪杰 李田土 黄衍全 陈金团 黄炎辉 李金珠 陈明德 

张其安 侯汉洪 罗端秀 黄衍强 潘碧珠 黄树林 

 

初八组 

(1947 年春入学) 

李桂珍 李鸿生 李成滴 黄加兴 戴通水 陈江南 黄顺元 黄金蒋 黄汉民 黄立俭 

李齐元 黄礼静 李玉玺 侯四川 李祖德 李成教 陈金山 李成河 黄春源 黄木泉 

陈贻彪 陈和成 李双认 李金玺 黄桂花 黄桂花 刘征瑞 王亚雄 张贻明 林造成 

李斯尧 李成裕 李振华 潘志清 侯世远 李双全 黄玉燕 黄冷治 李茂林 李树林 

李家兴 李洪水 李玉英 陈鼎祥 陈台练 陈琼英 陈景绵 侯和义 黄水龙 李清辉 

陈标水 黄秀芳 黄安绩 李同美 黄朝华 戴欢迎 陈台党 黄钦奖 许国声 陈则生 

周国雄 黄桂英 刘招盘 魏振和 詹荣玉 陈武装 陈祖泽 黄和昌 陈法琼 李夏能 

李斯景 李雨国 李淑英 李启良 陈鸿玺 陈金点 刘向来 黄金兴 陈良章 陈金团 

李田土 林豪杰 戴治水 戴启昭 陈法义 李金镇  

     

初九组 

(1947 年秋入学) 

戴荣华 刘明杰 李龙土 陈凤毛 陈秀銮 李成炎 李兆生 黄启祚 黄懻明 李俊法 

李剑雄 李得荫 陈卿雄 刘连枝 李世希 李素娥 李成水 李金宽 雷永华 黄树山 

王鼎铜 苏立恭 黄朝明 黄吾香 杜德印 潘河生 戴五权 陈渊民 林志新 常 灏 

潘保生 辜长兴 杜耀星 侯仁义 潘平治 李鸿义 李成鉴 戴产我 黄素娥 李成聪 

李昆和 李东碧 曾瑞纭 曾瑞旦 陈秀琴 陈蕙菁 陈法伦 陈荷道 陈文水 陈鼎梅 

陈双钩 戴清河 戴健我 李种珍 黄培良 黄志诚 黄世全 黄世第 陈景忠 陈鸿法 

黄英才 黄瑞进 吴明德 戴孙丹 陈鼎屋 李昆仑 黄金山 李天来 陈继宗 张真安 

叶国兴 洪成基 侯桂枝 蔡峥嵘 肖大川 刘忠义 陈紫云 黄清波 黄良琴 陈紫霞 

李成泉 陈志文 苏立文 刘明星 刘清水 刘翰奕 刘民生 苏自全 苏松柏 苏鸣仪 

苏培坤 苏华德 苏梯水 苏立奎 苏荣发 苏立香 杨式梨 黄和冒 李沟水 黄种金 

陈日胜 

 

初十组 

(1948 年春入学，1950 年秋毕业) 

邱景隆 杜文涂 潘顺源 张更贤 张荣禄 陈志文 李福义 叶敬忠 陈紫云 黄清波 

黄良琴 陈紫霞 李成泉 李夏能 李斯景 李雨润 李成土 尤传桌 李如龙 林永锦 

李成川 林文启 曾维生 蔡清山 戴郎曾 许国烂 傅培元 傅忠诚 戴维民 戴荣发 

陈三国 陈乌占 黄扬明 魏振和 吴桂林 戴世清 潘种娥 黄金陶 刘镇南 刘抗盘 

张文基 张新民 林孙沛 李添诵 李建华 吴成器 李换来 李文连 潘奕辉 潘家经 

潘火奎 李庭清 李来旺 李锦河 李建文 黄桂英  

 

初十一组 

(1948 年秋入学，1951 年秋毕业） 

李淑贞 戴冰霜 陈德芬 刘添才 黄温飞 黄恢元 陈和钦 陈万辉 刘 琼 黄江良 

陈芳远 陈鼎文 余礼地 汪照辉 黄居颂 李法来 李兴木 潘用尊 李恭纳 黄填金 

黄月英 李金火 黄奕妙 陈庆云 彭鸿浩 戴成宗 戴必成 黄连丁 黄有土 戴莲子 

尤祖其 李受玉 戴灵傑 郑梓绍 许逢春 黄兆祥 黄衍奕 黄树林 黄嵩山 黄甘荫 



刘元皮 戴良协 戴建良 黄克昌 潘斗生 潘用目 侯意殿 侯红毛 侯扶蒋 李斯耀 

李诗歌 陈鼎辉 黄汉章 黄素美 刘英勇 刘日山 刘民生 刘林翰 刘汉瑞 刘毓来 

苏世竹 林新治 林秀美 谢移成 郭连贵 朱汝宁 李新成 李金福 李志波 李馀德 

李宗仪 李秀珍 陈鼎川 李文章 戴辛丑 林永暖 林良宾 陈顺依 苏福有 陈清涵 

李福义 陈三民 刘尚贤 刘全定 黄恢发 刘忠义 苏妙辉 黄笃彦 戴良昆 潘存兴 

潘种娥 汪照辉 林文启 陈德萱 李成川 戴世清 黄金陶 李东碧 戴朗曾       

 

初十二组 

(1949 年春入学，1952 年春毕业) 

陈泰山 李远东 李汉成 李建德 郑汉阳 苏高齐 李成基 冯龙土 潘碧珠 叶云卿 

叶亚雄 叶新华 林云娥 洪成基 黄文伟 陈嘉生 陈宗岁 黄烈兴 黄竞贤 戴良昆 

黄敏标 黄炳耀 林丽珠 吕慰堂 黄永聪 戴春长 戴诗俊 戴良质 戴燕我 何崇伍 

黄国坤 黄种央 林珪堪 蒋戟文 何崇正 雷永俭 傅振声 苏奇男 潘用明 潘志清 

侯仁义 侯嘉禾 潘建筑 潘饮水 潘正贻 李维森 李集福 李斯火 戴秀堂 黄金辉 

黄岩美 陈日胜 陈学协 陈良镇 郑元享 李友土 叶敬忠 陈金玺 陈忠义 陈仙竹 

李昆成 李展姬 李成意 李锦堂 李世坚 戴全才 戴光华 李金珠 陈丹郎 黄种注 

陈金鱼 林添成 苏金定         

 

初十三组 

(1949 年秋入学，1952 年秋毕业) 

黄华山 郑槐祖 林维明 吴维灿 刘 根 戴标曾 刘志超 李启良 李宏伟 李金意 

黄奕木 李彩宗 李成意 李芋妹 林培元 李淑仁 陈法开 李展姬 李民益 黄元勋 

李英治 刘完景 李平波 吴土金 戴辛丑 刘翰国 戴积元 李荣华 黄庆忠 陈南阳 

陈梅芬 侯世恭 李静影 苏立文 李秀珍 史进国 洪木成 陈赐传 陈坤维 李世坚 

苏恢淡 苏超人 李建文 黄火串 陈朝阳 林永暖 戴光华 陈鼎川 陈鸿玺 戴克香 

陈顺依 李锦堂 林炎成 李文章 林良宾 戴全才 黄游涯 黄德成 陈卿灿 戴抱茂 

陈连枝 刘成业 刘景治 陈宽裕 刘宗统 黄守兴 郑忠成 刘金安 苏文章 杨式本 

王继川 叶景辉 林永山 林杏芬 林昌茅 戴开展 黄婉仁 苏清泉 陈建业 陈允明 

陈天文 吴琴治 李秀琴 李宗仁 李世瑜 李斯绵 陈永修 陈旭成 陈玉进 陈聪志 

陈聘治 陈绍杰 杜成追 黄乌鼎 黄周山 黄凤毛 黄种镜 李金生 黄天成 陈明癸 

姚再法 黄存谅 戴荣章 陈金波       

 

初十四组  

(1950 年春入学，1952 年秋毕业) 

李斯文 杜丕典 陈维孝 李後坤 苏用戆 刘央宜 李德健 李锦秀 李碧玉 黄允成 

李彩菲 李成真 叶莲英 黄有土 陈金坡 李曼华 李金炼 李开宗 黄奕旋 陈良梅 

黄奕少 陈竹章 刘志钦 戴山林 陈景星 陈耕垦 陈福全 李金水 陈维忠 李连梅 

李来坤 李礼明 黄启智 陈骑龙 李龙姑 陈清枢 戴华昆 黄超云 杜答木 陈卿敏 

陈生堂 陈德胜 陈西洛 陈聪敏 陈招远 刘炳西 杨荣振 苏立文 潘瑞华       

 

初十五组 

(1950 年秋入学，1953 年秋毕业) 

黄国治 林开基 黄中国 陈瑞英 陈梅菊 黄顺成 陈剑秋 刘国义 李新民 黄衍情 

陈台铄 李天然 陈成彬 黄辉煌 苏上士 李昆树 陈庇佑 陈卿凤 陈国炎 陈俊生 



苏咏元 潘用紫 李纪成 杨彪水 黄秉钧 戴振华 陈瑞种 李友土 苏福有 黄贞碎 

吴世群 李益元 陈清涵 李新全 苏用须 李秀良 李德会 陈文华 李荣灿 林少川 

陈金玺 李成玉 黄五湖 林志轩 黄成宛 李瑞裕 陈民章 叶秀銮 林琴治 陈鼎协 

李安耳 刘如山 李德全 刘川水 黄永和 陈梅珠 陈欣治 林昌桐 侯意帝 李子仪 

李秀清 李菊英 李浅水 李正金 李格火 侯可曳 陈辉华 李淑英 李天送 侯忠孝 

陈淡水 陈三民 陈金銮 林秀英 陈南山 陈允炉 黄兑存 黄世水 许 郊 李大扁 

李中央 陈荫萱 杨德美 陈天来 侯扶安 刘完聪 黄世选 陈尹平 陈家记 李朝基 

李居义 林克绍 黄印固 陈文奕 戴春魁 戴建树 戴介忠 戴国明 郑邦林 李子丁 

李斯礼 黄珍珠 吴雨水 黄汉昇 陈仙游 陈卿印 黄印讲 黄成用 黄保兴 黄衍捌 

戴春德 黄文才 陈成继 黄贞店 黄田坤 李小路 潘营兴 李永耀 戴培贤 陈金波 

李引卫 黄和直 黄记欣 李金信 陈丽华 陈德宣 黄畅春 黄和衫 黄金敦 黄金清 

黄克成 杜鹏飞 陈有土 戴民领 李金狮 吴聪敏 林智民 黄种注 陈青山 刘国民 

苏重图 杨怡图 杨荣锭 金丽新 叶淑娇 冯龙土 黄金枝 刘含皮        

 

初十六组 

(1951 年春入学,1953 年秋毕业) 

张再兴 黄德成 黄居才 陈润泽 李世民 李斯和 黄昆水 陈和成 李斯能 李安稳 

刘秀卿 刘完统 黄孟娇 李成燕 黄国平 陈强国 李金爵 李碧英 李成搭 李土泉 

李建良 李绵河 陈连丁 李成义 李韵秋 李长来 陈再福 杨烟芬 李国寿 李宏调 

李石记 李安南 李斯璋 陈冰凝 陈忠义 刘灰翰 李赵来 李炎辉 戴良招 戴良元 

李玉珍 陈金莲 郑珍林 黄清渠 黄奕福 陈茂林 刘刺芳 黄天赐 李国文 李法水 

李祝英 李淑品 李雅颂 傅庭福 李和成 吴和顺 陈卫生 侯吟水 戴荣玉 黄金火 

黄金良 陈秀谨 吴娇琼 陈秀云 陈菁莪 李美英 戴连枝 戴灿华 吴振昌 李昆成 

刘林翰 李冷泉 黄芦川 陈仙竹 吴育露 李呈文 陈凤翔 谢崇坝 李明来 李成祖 

黄福海 陈钟铭 陈鼎章 陈金钻 陈法本 刘建南 李仲水 侯琼瑶 陈则林 蔡掌珠 

李加法 李文钦 黄大杭 吴秀白 吴淑琼 吴汉水 黄卿森 黄培基 陈连成 戴后水 

李贤明 欧雪映 吕荷廉 魏应良 黄德昌 李东片 黄锦奕 陈秀良 李成愈 刘翰玉 

王振华 张秀达 林秀钦 林聚宝 黄溪水 黄碧珍 刘亚论 刘海绵 李 斌 陈凤祥  

 

初十七组 

(1951 年秋入学，1954 年春毕业) 

潘坑生 王鼎国 雷长水 黄幼玉 陈卿连 陈卿林 黄芳林 陈振芳 谢银杏 黄则挺 

黄生财 李案琴 刘良珍 李碧玉 李璇治 黄田跳 李成贤 戴绿云 陈静芬 陈鼎兰 

林永阔 潘锡荣 李峥嵘 李读水 刘文良 谢 捌 苏连兴 黄江水 戴周我 黄泽民 

张崇德 叶向高 林恂昌 刘炳辉 陈鼎勇 潘国珍 黄世演 李仰承 苏国法 黄继兴 

戴金炼 黄约瑟 刘清香 陈卿霞 孙 巡 陈法元 黄炳煌 黄志民 洪水立 李立山 

刘顺平 黄奕火 潘聚财 陈丙丁 陈天才 傅白水 陈养裕 李争国 李成齐 陈加应 

李平来 李成河 陈生同 戴长安 王超群 林亚南 李炳辉 邱鼎祥 黄开基 李昆良 

陈鼎亮 戴省我 潘庄成 李文广 叶中禄 辜信实 刘发治 林笑治 陈美珍 李金菊 

魏信福 刘得来 陈鼎为 冯龙南 潘老着 黄天赐 戴达我 李金钹 林子根 李斯泊 

李腾水 黄文昆 潘春水 李秋火 苏成章 陈淡水 吴国种 黄种区 吴秀美 吴呈祥 

戴别来 黄种容 陈明兴 黄和叶 李斯栋 戴荣周 黄启良 潘文春 陈鼎璋 陈昭远 

陈清流 苏立华 潘长城 陈曼芬 苏进聪 潘自转 潘修忠 谢振财 黄回复 林成宗 

陈良才 李戴兴 陈文涂 黄培堃 黄世萍 王鼎鉴 李宏坤 李瑞传 吕山西 王超英 



黄联盟 苏世雄 林武忠 李拔良 叶太平 潘淑冷 黄銮治 苏谨治 戴国良 黄笃初 

李成美 黄卿生 李大全 庄永在 黄印华 林冷治 刘式如 戴碧娥 李淑治 雷松柏 

苏立端 潘君保 李金枝 陈友土 黄来享 王启明 苏秀琼 陈金途 黄广大 戴秀华 

王爱英 陈文贤 陈鼎新 伍水顺 陈瑞溪 伍伯炎 陈详林 雷庆祥 黄聪魁 戴秀山 

李金沙 黄延成 林永显 叶志厚 李友扬 林紫霞 叶爱黎 王重添 伍金慈 陈卿贤 

刘培成 陈泉水 吴星机 黄种通 李南进 杜豪杰 潘天生 谢锦华 潘开芳 黄炎文 

戴堆金 戴赏来 戴受曾 黄义胜 苏秀芬 范志华 黄朝国 洪木成 郑槐祖 傅尚然 

戴荣宗 苏振辉 陈长绵 戴固英 陈勤英 黄交华 陈崔火 黄行山 陈成基 李火章 

吴世群 戴灿华 蔡茂林 陈民生 戴三元 黄贞初 戴文良 姚世荣 黄演义 戴再强 

黄景生 陈美美 黄鸿基 谢爽快 黄庭华 黄衍康 戴金竹 王有智 林秀珍 傅子萱 

吴玉莲 杨式琼 戴金诚 吴善鲍 黄秋生 张宪章 黄卿赞 林全英 戴镇水 黄呈瑞 

黄通法 陈仲远 戴火星 黄子燕 戴孙树 李叩念 王招治 李成炼 苏碧云 洪奕登 

苏立庵 王俊明 黄衍锦 杨式衫 洪建成 刘麦辉 杜德贤 黄定治 杜德再 杨奕模 

苏照人 刘顺礼 黄和才 李水源 王流台 苏宝标 林谋德 黄中分 王金水 苏行义 

戴文章 陈秀鹏 苏民生 林朝辉 林少峰 苏满朝 

 

初十八组 

(1952 年春入学，1954 年春毕业) 

吴玉树 李斯惠 侯金看 谢成祖 李庆华 刘国栋 陈由生 李珠基 黄印春 李碧霞 

李玉本 刘鹤治 陈圣明 林明星 李天从 李德馔 林贻昌 郑颜水 李成龙 陈台畅 

陈青山 潘碧梅 潘水文 黄衍海 侯子电 李元黄 黄西川 黄衍祝 吴子昂 李成宗 

林皇助 吴乾安 李成坛 黄和琼 潘成山 林智民 李金狮 李强护 李秀枝 李鸿图 

陈允仕 陈新逢 陈汲水 黄宗仁 吴秀若 刘建聪 陈章成 王少雄 苏立雅 黄黎生 

黄景瑞 林超宽 李宗杰 侯怨水 黄荣华 郭玉瓶 王秀琴 李舜英 王焕民 陈健成 

李仁生 陈金星 刘晋忠 李斯契 陈玉树 戴喜我 黄珍珠 刘汉忠 潘文重 李文珍 

刘金钗 李斯权 黄南山 吴平民 林全俭 陈台住 林必克 李补充 戴孙源 李衍庆 

谢旦治 刘筹水 李珊平 叶惠珍 黄明星 陈尧地 陈益裕 李双英 叶东来 李淑德 

陈允柱 林振华 杜成团 余玉兴 陈连碧 徐金銮 侯 福 陈绍权 黄清炎 杨吉珍             

 

初十九组 

1952 年秋入学，1955 年春毕业 

（包括 1949 年至 1952 年春入学，因故休学于 1955 年秋毕业同学） 

黄伟苗 戴育来 王鼎洲 苏世选 黄胜利 叶得昌 李营长 黄世怡 苏秀容 李淑德 

陈鼎次 林昌恒 傅维金 李如鹤 黄水龙 黄哲民 侯其壹 李成宝 黄声国 黄秀彬 

陈丽英 李镇西 李成锦 谢崇绰 陈金枞 黄奕情 林子路 黄祯约 谢崇冰 吴玉山 

黄维浩 林天赐 陈堆水 林宗周 李天聪 陈金炼 陈侨生 李顺治 郑志精 张燮贤 

林德成 潘玉苹 黄衍志 李建金 蔡瑞聪 吴祥钗 谢绵湘 洪文卖 陈德昌 李引灿 

吴炳川 吴育润 李其兴 戴行我 黄印赞 陈南沛 黄金元 戴金典 戴渊源 戴大吉 

李福全 黄衍镇 彭剑成 黄玲珍 吴美华 吴桂英 林惠敏 陈振中 杨淑英 李紫云 

孙 再 李文章 黄世献 苏绵水 李成章 陈全贵 林贻泉 黄成业 李成三 林多禄 

黄淑缓 戴金能 张恩交 陈鼎全 吴尔寿 蔡月明 李顺昌 蔡祺荣 蓝永淼 叶明才 

傅仰高 陈则评 黄书为 李引雄 傅孙捌 苏美治 李文福 王乌龙 黄援助 林振元 

李斯贻 李仁德 陈莲治 陈秀萍 王振川 林昌埔 黄绍辉 杨才枝 侯输广 刘单国 

戴贻水 彭佛成 汪志明 陈家持 叶海龙 黄奕论 黄东北 李成夺 李成培 李金钩 



林赐义 戴登霖 林素华 吴秀琼 戴荷我 刘云水 刘登堡 林连敏 戴顺德 黄浅全 

林昌钳 傅桂生 苏用正 侯辅目 黄爱国 陈春桂 李名立 林八良 傅仰川 范仲华 

杨廷枝 戴志忠 黄书胡 黄路兴 李美彬 王鼎铭 戴利市 戴幼霞 吴娇英 张相当 

黄銮超 林水星 李加生 陈 铭 林显英 黄秀兰 谢桂英 王振兴 王燕水 林复舵 

黄印土 黄金木 李振华 陈志敏 戴昭曼 黄荣华 黄光平 吴世策 陈住成 蔡庆尚 

李德馨 李全生 李贵州 黄一将 黄缓来 林上明 林玉笔 彭高煊 黄卿仁 戴松林 

李华英 黄印敬 王和平 王鼎备 林昌万 林水真 蔡常分 李潮源 陈台举 苏志成 

黄文碧 李成印 刘文远 彭建合 张镇宗 陈台墩 陈台建 黄文玉 张金泉 刘木忠 

傅维两 戴文沛 黄世地 林田英 戴金锥 李淑华 陈学评 李洪河 苏建仁 苏上升 

林敬告 杜哲灿 吴继和 蔡茂林 李成棍 李添大 黄岩美 洪本南 洪聚丰 陈友情 

许群风 黄文雄 李火生 李振成 李云南 李日升 李斯本 彭开水 陈卿助 洪启明 

黄奕放 林福谅 许文聪 林振基 黄瑞雪 黄碧华 陈瑞华 戴月美 陈卿水 傅若督 

陈冷水 苏文普 陈杏春 陈素云 黄文钦 陈鼎愿 黄清水 郑文中 王扁振 蔡文博 

肖火狮 王家馔 许大座 李瓦生 戴棕水 李朝协 黄江海 李斯云 戴育仁 刘瑞德 

杨廷聪 戴孙宣 李世福 陈玉标 许衍辉 林成器 叶清记 廖观水 戴水来 李秀记 

戴清水 李斯泰 陈金全 侯聪明 黄卿镇 林良德 黄植勋 王贵台 林奇南 林亚法 

方航仙 李金岁 陈卿表 王金钻 苏炳熙 刘与华 黄世镇 黄长生 黄礼察 李淑珍 

郑廷川 黄世梢 李淑琼 郭少琪 黄文辉 雷金木 洪忠勤 刘桂芳 刘克勤 陈天佑 

王金成 李世瑜 吴光华 吴仕博 李栋忠 王金缓 李姜维 林昭梅 林守尧 李成碟 

曾醉清 林建成 张时贤 林章记 傅仰平 潘沛然 谢俊棋 林志劳 苏委生 黄鸣溪 

戴再春 林万从 陈婉玉 傅子景 侯瓦文 戴积玉 戴守法 黄和鹏 戴孙目 戴素来 

刘启茂 黄种福 黄世叠 陈秀治 李炳成 陈鹏飞 彭建法 陈鼎珰 林和水 李金环 

陈建民 林泉心 陈爱珠 李天助 李良水 戴福才 陈添水 黄金銮 杨翠华 杨翼璧 

杨拼治 林木阳 黄殊山 黄金标 黄连成 吴继尧 洪梅英 李耀治 刘少华 陈月英 

陈丽芬 陈光皮 李强来 黄寿宗 苏天送 潘鸿祥 戴吾兴 孙庆生 陈发堆 黄清秀 

黄玉珊 陈秀英 雷维谋 苏用明 林艾治 苏大妹 苏昆汉 潘自展 黄朝典 刘民义 

苏上寿 吴家区 黄金葵 王谋水 潘清水 陈惟水 王聪明 李宗庙 陈重庆 李珠景 

周坤元 黄声亮 陈克任 陈克尚 黄金针 苏成美 黄成宛 陈秀碧 黄国权 陈荣殿 

李成恩 李澄清 林玉珠 林昆真 黄奕会 杜素玉 王贝振 黄春明 陈灿玉 黄玉珠 

刘扬波 黄秀巧 刘菊花 黄挺辉 苏立辉 林宋成 黄卿级 李高中 陈金水 洪定坚 

陈添丁 洪永在 李焕成 陈怡训 吴桂华 杨式绵 李长江 陈源进 苏厚德 苏笋治 

陈文栋 苏成琢 苏成铜    

 

初廿组 

(1953 年秋入学，1956 年秋毕业) 

戴启荣 苏伯达 李振兴 李世耀 黄鹏飞 陈昆源 黄清华 黄种生 李引求 李丽华 

李铁圣 侯 金 李文质 尤善庆 戴佑复 王启泰 李成锦 李成治 戴慧文 李成祖 

李语仁 李远荣 叶秉篡 戴安池 黄宇钦 高德禄 李深水 郑波光 吴家敬 谢连捷 

王奕忠 黄朝金 郑鸿基 黄两海 吴炳川 郑航莆 苏立冬 李扶西 苏福林 黄则农 

周登智 李活水 黄金兴 李答恩 林应得 苏世富 黄衍程 黄世排 陈锦水 潘彦霖 

刘建辉（女）  陈东超 黄坚持 苏国好 李百福 孙陈清 王昭甫 李良秋 肖古地 

李成业 李成钳 李加有 黄免治 李志愿 李志峰 李甫明 陈金木 李鸿基 黄如意 

林泽流 林芦山 李赵记 柯再辉 李铁昭 李文炼 苏清珠 李成生 李成元 林赐福 

李俊法 黄星辉 叶添蒋 苏国良 李永灿 李智民 李金聪 李齐来 吴建忠 李金陵 



吴振安 李金福 郭建柴 李淑德 苏茂来 黄奕山 李成益 李金文 王昌英 郑玉凤 

贺兴豹 李天偿 陈治水 吴世北 林福言 黄定求 苏清祺 李荣堂 林恭正 黄恒铨 

李芳林 洪战国 黄文仁 洪志标 苏立枫 陈台义 傅北兴 林良俊 李幼启 黄作成 

黄奕来 戴添露 余文佳 刘世玉 陈玉珠 戴慧珠 陈连篇 戴泉水 李天才 李宗泽 

李赐福 黄来彬 刘有德 陈燕文 戴志香 黄记西 黄奕水 刘玉梅 黄金珠 黄祯祥 

李太平 李海才 吴金灿 陈绵永 黄东西 陈红梅 赵小杏 杨 嵩 梁永地 卓德春 

陈朝良 林永钓 林慎敏 刘完竹 杨宝英 黄淑媛 王玉华 戴美华 叶锦生 刘朝和 

李斯荣 陈鼎由 戴永福 黄树枝 李茶水 谢梅华 刘原成 刘金树 刘翠英 刘完柴 

黄有利 黄山河 戴衍我 陈松柏 黄永生 李引彪 谢恩端 林仪昌 林泽德 黄国山 

黄川辉 刘协结 张荣津 陈宗岁 戴育成 黄振波 吴继墙 陈川乾 杨松生 许善继 

赖 荃 陈真完 卓天赐 刘杏辉 王昭目 黄双炼 叶毓坚 李成连 倪建能 李神金 

李丹霞 王珍山 王鼎元 张文伊 刘夏水 叶国锋 李斯明 李琴治 李玉英 陈 莹 

黄世庆 陈丹心 李引渊 黄世先 李金木 黄幼玲 陈明兰 戴进宝 刘完波 刘润英 

叶清辉 刘扬波 黄秀钦 郑华光 叶文通 戴开水 戴关远 谢连生 黄国栋 洪鼎祥 

黄培才 李斯茂 李斯头 江春华 潘松培 朱南龙 孙栋成 吴铁民 陈隆生 郑木春 

陈安水 叶慰萱 李湘东 黄秀梅 林华首 黄读书 林慎唐 黄书通 陈金从 苏世华 

吕贞祥 陈桂英 李招英 李莲英 雷永理 黄奕轻 傅孙喜 谢崇继 吴成德 戴凤仟 

戴崔玉 黄华山 李清莲 刘应水 郑钦石 李守业 林昌民 黄印全 黄祝治 李采枝 

刘自松 雷顺裕 叶芬芳 李启明 林 松 陈长湖 黄耀昌 廖淦芳 刘公武 方彩梅 

陈从命 梁熊枢 李欣南 陈元进 林金仁 袁本希 陈裴娥 李至玉 李连辉 李泰山 

黄巴德 黄露加 黄敏聪 李主恩 李四川 李汉水 陈瑞泉 李松柏 戴仲谋 刘好义 

李斯庆 叶火胜 李成炎 洪淑莲 程清樵 李克成 洪赵碧 黄迎宣 刘德利 刘德茂 

林泽申 王志诚 黄金表 陈惠良 施芳子 戴凤川 吕昌海 李成仁 李成汉 黄水龙 

卓金贡 郑秀枝 林 义 李仁恭 黄人韬 江长流 伍始建 李淑贞 翁泰凤 蔡赛莲 

黄 国 饶萌芳 辜琼英 纪泽光 锺成生 罗清祥 蔡梅团 蓝坤山 李加路 陈成年 

陈成佳 李清时 周宝端 谢俊棋 王招治 叶灿生  陈可法  陈朝宗 欧阳丽莲  巫红光 

戴国强 黄云声 陈仲基 萧建新 陈光旗 林玉评 方复培 李浩海 雷诗礼 陈笃成 

刘西旋 陈世统 李捷来 李握水  

 

初廿一组 

(1954 年秋入学，1957 年秋毕业) 

王鼎煌 苏文忠 李庆辉 侯斯文 王家来 苏杰人 李明章 杜辉煌 张文盾 李火地 

黄龙基 李金钊 蔡威廉 侯世昌 张淮民 苏守棋 高桂林 李斯鹅 李斯都 黄晋福 

辜豪杰 苏立小 陈淑英 侯当火 陈华英 林觉群 吴尚明 戴志明 陈赞加 吕振持 

陈日聪 李文斌 侯扶介 李运来 陈瑞治 戴瑶簧 李秀娇 李德兴 李重庆 王昭岳 

李金辉 陈鼎追 周顺明 黄长庚 廖 贵 巫庭光 杨建次 杨隆幸 赵真武 李厚仁 

侯意攀 黄祝伟 陈水法 李成川 黄紫标 郑少辉 陈鼎寸 李芙蓉 李水龙 林炎芳 

刘一超 刘翰钦 李忠诚 王鼎尚 陈杏春 李柏钊 李友土 戴老权 戴晏来 黄衍楼 

林庆昌 戴造成 李宏枞 尤光荣 林祖南 张荣华 苏祖慰 苏国专 苏立谋 李鸿祥 

潘显祖 王雪英 吕英治 李素治 刘琼章 陈金树 陈文郁 罗期珍 林贻由 张江辉 

吴江南 陈得意 吴家生 黄淑英 吴世兰 王彬忠 陈明元 黄美莲 陈丽玉 曾注明 

李振梅 黄子聚 李金水 李敬忠 洪清顺 黄贞祥 黄金降 周伯南 李宗耀 李双福 

邬 粥 方杏义 吴永春 李文树 陈国泰 黄进兴 林武柴 杜成魁 傅省治 李纯卿 

李炎宗 李连治 苏立水 戴琼治 陈良策 李夏琛 肖财卿 戴秀英 林志忠 李进益 



陈添寿 黄华山 黄卿墙 李碧莲 陈玉祥 黄金锡 尤芳榔 陈火来 黄安丽 陈美云 

陈美娥 陈曾华 洪秀义 廖玉润 林贻荣 刘申丑 侯世腱 苏世法 郑永川 陈天辉 

李汉忠 李川明 林建德 潘豆丹 林水金 林通桂 苏远志 黄贵春 李美昭 黄润泽 

林智育 李亚珠 苏嫦娥 黄良江 陈桂成 蔡协葵 陈学庆 李秀治 李运其 陈永渊 

陈淑真 陈幼莲 陈世珠 陈卿绵 黄长流 陈颂南 陈玉霞 吴荣华 黄万火 潘仲凯 

陈中华 苏立团 吴世利 黄耀辉 陈昭治 陈光英 戴玉勉 戴玉聪 杨玉林 肖锦辉 

黄种枫 李天宝 李河北 李添三 陈天佑 邓家福 李泉水 伍琼君 谢金枝 陈珠琴 

陈朝崇 陈海水 陈孝华 林昌茂 李加星 李清水 陈台赏 许四色 陈台轩 苏子龙 

林泽生 刘民国 李素英 陈掌珠 侯树兰 林家庭 李伯枝 陈俩洲 黄衍旺 王庵扁 

罗雅谷 杨朝梁 杨清珠 陈成加 陈金乐 黄曾一 李志萍 吴汉文 陈尧舜 陈卿怀 

伍始兴 赵霏雯 傅丽芳 林文景 胡锦松 张雄琛 陈炳权 陈惠赐 黄金成 李成周 

苏琴英 李金珠 戴振源 刘更良 戴志辉 刘国治 吴通贵 苏文山 黄奕辉 谢显邦 

李利益 王昭瓶 王通桂 李企金 林天土 李寿山 李秀峰 谢源成 刘腰治 吴端兴 

陈得阳 高 仙 陈宗交 陈圆木 陈清平 李成蕊 李雨水 黄启参 吴明星 苏成注 

李玉英 方嘉庆 吴家福 黄则铁 潘同琴 曾文山 李紫恩 陈俊章 陈碧洲 李良建 

侯追来 颜素珍 黄天成 郭成贵 洪 潮 黄清云 张瑞生 周清泉 陈公诚 黄长江 

黄衍炎 黄海祖 黄钦水 张运福 王通贵 陈台进 陈文贵 蓝石埕 陈卿北 王有近 

李明良 李水龙 陈国柱 林碧良 李守默 李成宗 苏金聪 李炳水 戴成南 黄清泉 

傅孙远 陈台切 李梅英 李明珠 陈桂珍 陈丽英 刘桂英 林慎治 李国风 陈金水 

黄睿流 林昌望 叶德活 刘 钧 吴世尖 吴家祯 黄 鱼 陈杏川 陈金修 郭兰卿 

何文彪 刘雪妹 史依香 方源盛 赖植营 黄一勇 黄月英 蔡作雄 许刘义 李金华 

林广明 李泽英 杨奇竹 吴尽义 刘文贵 李良江 刘维新 陈连经 侯加迪 李成借 

陈可川 李友仁 尤敬招 戴三论 黄世祥 杨怡民 陈金坡 李碧銮 黄和明 苏爱华 

侯德山 李成溪 黄银来 林澄波 戴安成 陈金城 戴金兰 林天木 王家琛 李炳良 

李鸿鸣 张介仁 黄奕都 叶博觉 陈南山 陈德道 黄东柴 曾丽芬 许银凤 韩南强 

侯仁华 彭淼城 李思建 陈裕炎 林 辉 彭云才 黄玉珍 陈雪华 罗俊达 黄以强 

杨德亮 张英创 邝丁泉 李德川 陈礼义 黄专机 黄荷建 戴清枝 苏连攀 黄 伦 

陈发挥 黄衍毅 苏国兴 雷顺庆 张怡川 黄建筑 叶胜男 王金链 刘青山 黄来华 

李金土 李锦城 卓锦泉 吴家乙 雷浸润 徐振励 黄金华 李农朴 侯富文 李清海 

李瑞英 许天来 何容光 黄福文 叶孙桐 黄世目 刘锦华 黄加锥 戴振芳 赖意谦 

洪文鲁 陈润英 林玉英 陈台标 侯衍进 陈金电 黄奕赐 刘建伯 李敬昭 陈文豪 

黄地灵 李思进 黄国粦 林文玉 李金链 刘君伯 陈锦乞 陈双治 陈台金 陈贤德 

盛伯能 陈锦南 雷永彬 陈缅德 黄美珠 郭碧颜 陈演园 陈昇水 李硕仁 吴家乐 

李成头 戴厚我 洪田丘 陈卿安 廖观木 林昌锋 王益三 周国清 朱南能 吴廷贵 

黄睿源 戴永山 刘白坚 黄镇南 潘水来 刘完胜 刘扬松 廖诠芬 陈荣继 陈降生 

郑长辉 李连枝 黄世寿 黄双泰 李顺治 黄荡火 陈德利 叶科文 钟成生 陈尧珠 

陈火木 苏立坚 李仕恭 赵子杏 林贴营 饶萌芽 戴成龙 戴加曾 

 

初廿二组 

(1955 年秋入学，1958 年秋毕业) 

林启明 黄足生 黄道扬 李道致 史世英 李三益 张煌计 杜汉昌 陈文和 侯达和 

李泉良 戴克商 苏家册 杜灿辉 林持灿 李添胜 李华传 李尚志 陈养全 苏金锥 

戴培基 黄吟上 李斯成 陈奎兴 黄包著 黄贞乾 黄合顺 陈学扁 李天助 李成枝 

周锦聪 赖武成 林贻森 杜金元 李马亮 李琼树 肖爱迪 陈卿远 赖白昌 黄土祥 



戴克华 黄华国 李斯南 陈金友 李宗宝 黄卿荣 林仁宗 陈清标 曾文庆 李斯明 

吴羌维 李炎来 黄秀治 陈竞雄 陈炳章 吴振德 许文水 杜丕玖 黄竞生 杜昭君 

戴妆治 雷若望 陈祖合 陈桂林 杜德民 陈鼎义 李德端 林谋传 陈丽华 戴锦华 

黄意宣 吴温良 陈金生 雷竞初 林忠厚 陈爱莲 林梅英 陈联章 黄振惠 黄福美 

陈昌才 黄原谅 黄秀卿 李丽珍 苏正根 陈振文 陈培元 王友铎 黄长泰 侯大才 

苏琼花 戴宝珍 黄记年 刘昆明 苏鹤水 林华菊 戴庆福 黄清天 黄和杏 黄汉华 

陈发荣 李斯表 林艺慧 林持忠 陈继芬 黄鹏羽 李溪源 戴德民 戴双兴 陈瑞珠 

倪玉恋 黄丹桂 李秀昆 林海瑞 黄明章 戴应典 刘五权 李丽珠 苏丽华 苏玉桂 

林昆玉 杜维丹 王振拱 李秀珠 谢金珍 陈斐凤 戴雪娥 李铁石 黄哲仁 王振德 

许水临 赖安谋 尤马其 戴贻南 张世良 刘暂度 戴秀华 李良珠 洪瑞香 洪玉甘 

黄克昌 吴成器 黄鸿道 苏连来 苏德人 苏章玲 林国忠 刘锦河 林自助 陈瑞良 

吴锡泉 罗协龙 谢 福 李木兰 黄丽云 赖经国 杜杏林 肖文田 戴中宇 杜清浮 

许秀花 林复兴 徐训树 苏世荣 李水永 李仙水 彭文彩 刘初伏 王定治 李美华 

戴秀治 陈宝治 陈素英 杜振侣 倪炯星 陈台印 陈瑞春 孙玉树 戴道生 叶胜扁 

陈秀珍 李丽华 郑文卿 王清珍 吴世眼 林锦文 李金水 李连兴 黄记书 彭加令 

姚启明 李德辉 李成乾 李连眼 李引和 林贻彪 李坤良 李成迪 苏琼仁 黄田坚 

黄慰民 林玉莲 王台厚 苏世安 傅金钗 张准忠 黄玉琴 李丽卿 苏天从 戴桂英 

戴添福 李子红 苏子龙 吴炳煌 李开枝 戴国荣 李宏布 陈淑珍 洪玉秀 黄英治 

黄建良 刘金贬 黄国渊 黄清淡 吴墨水 李惠英 黄莲英 戴金来 陈台保 李白莹 

张田宗 陈明月 张朗治 戴加林 李金玉 王鼎坤 倪瑞和 李子青 苏陈人 林尚德 

李玉治 李连彬 郑祖武 刘美翰 黄振华 张高贤 黄金发 苏昆山 黄庚申 黄金火 

陈清边 黄住才 程彬梁 侯华水 黄纪抛 施逢谦 陈忠兴 林昌油 戴永贵 戴连福 

郑敦度 戴振华 黄聪明 李超武 林 然 林义勇 黄添水 黄种德 苏世禄 黄种为 

李祖钦 李名誉 黄天民 李水来 郑相宜 张顺意 陈寿平 刘德源 曾仁乔 陈镇昭 

李再复 李金玺 傅天愿 李加顺 潘咏雪 刘铁山 黄昆东 庄志伟 林清波 黄文法 

戴双全 苏立钟 陈火成 陈祯祥 李斯淮 李德金 黄金电 黄世明 陈鼎铭 黄种梅 

林佩玉 李友坑 黄蓝绿 戴桂珍 李民生 李广义 尤红生 黄祖德 苏素玉 李韵琴 

黄岁凤 李环境 陈玉其 苏秀霞 潘用标 戴益我 曾汉其 许 泉 李连珠 黄秀銮 

黄缓治 黄惠娥 黄成孝 李琼林 蔡辉月 黄南燕 彭自来 黄光明 陈求本 黄国华 

雷其仁 黄卿来 陈德升 李建仁 赖孙伟 林宜国 洪长春 黄贞才 李祖谋 刘水朕 

黄国粹 李乌葛 戴加贞 戴谋基 锺华奎 陈秉良 赖玉印 陈绵生 周碧玉 黄佳令 

刘金龙 陈萌椿 陈鼎清 林连庆 黄丽珠 苏用雄 苏永良 苏集成 李斯章 李启明 

黄印辉 黄细致 林丽云 李良辉 王玉华 傅水种 黄金链 苏秋华 陈顺意 陈海水 

陈伟川 黄卿煌 吴金泉 陈锡龙 王乃经 黄振忠 刘亚复 林福祥 刘建能 李成宜 

李顺元 陈卿榜 黄衍妙 李洪星 陈远来 陈 聪 王聪明 吕玲玲 黄声亮 刘长发 

黄桂花 黄秀专 雷南星 苏子能 葛夏迪 苏金馏 李连服 李连者 周坤元 郑志文 

钟木庚 李成典 李成仁 黄种贝 

 

初廿三组 

(1956 年秋入学，1959 年秋毕业) 

林金标 李斯能 李斯奕 曾瑞山 苏文福 辜润泽 黄 熙 陈茂林 陈培志 陈卿修 

陈三多 李坤元 黄泽芳 苏立中 李省英 陈懋莉 苏彬人 王家镇 苏立群 黄炎成 

孙奄扁 陈向荣 黄美燕 陈雪朱 戴乌美 江养慧 陈秀卿 陈美英 姚立成 陈树民 

李培龙 谢杜鹤 辜训能 林建华 李斯火 戴育德 黄锦枝 黄国田 黄笃庆 戴平原 



戴玉冰 戴腊梅 李丹红 李文治 陈建业 陈鹏程 张祥裕 黄老荣 潘论梅 黄紫红 

李斯然 李金塔 戴戒我 李守约 潘万土 李招全 林美英 李钦文 黄顶水 苏远兴 

李住来 李敏声 黄又青 陈三龙 黄印棉 李清逸 戴佑心 黄衍宝 黄衍场 李志明 

李秀珍 苏衍派 苏顺兴 黄玉树 戴和生 李斯鹄 陈民族 李银治 李成章 李远城 

雷少勇 戴维灿 李金枞 潘尊祖 黄晓村 吴松茂 林昌辉 李偶水 陈连泰 车 典 

李荣春 黄保成 张殿来 李桃源 戴碧玲 李志灿 陈备霞 李振成 戴建国 戴佑森 

黄炳水 吴秀丽 黄家声 郑生火 陈忠洗 戴秀敏 李丽莎 刘完彬 苏连华 李金玺 

黄记书 李放来 潘东星 李双兴 黄尔舟 刘琼英 苏桂丁 黄长城 戴国昌 侯珠治 

李秀治 叶桂玉 李月珍 李再复 李住来 刘完植 潘用标 李荷姑 黄白山 苏全贵 

苏金针 黄抉西 郑金源 郑良发 李木兰 倪炯星 李名誉 刘秀英 苏素玉 李满意 

陈莱友 陈鼎湖 戴逢春 黄园珠 王金企 冯琼玉 刘美珠 洪瑞香 李美华 李金玉 

侯木水 吴丽水 陈雪英 黄荣宗 林四强 李秀珍 李爱珠 吴金国 苏国沛 钟大庚 

陈志英 侯玉枝 王定治 林贻彪 黄服从 李利川 李成玉 李文义 黄培荣 戴盘石 

戴于时 黄华民 黄天恩 黄绿绮 潘火山 李水永 李成乾 苏德仁 吴天从 李美珍 

戴克富 李建南 戴贵祥 黄苟算 陈养全 黄蕾香 傅珠治 戴贻南 王金木 王仁杰 

陈丽英 李庭秀 黄启福 王淑琴 李琼林 侯碧莲 陈雪英 黄清口 戴四姑 苏杏人 

侯润南 刘英华 黄景元 陈圣奇 戴仰祖 黄国强 黄科魁 李柑玲 单良孝 侯乌重 

黄国振 李丽珠 潘子卿 苏立水 苏毅芳 黄富赐 李引土 罗以西 李碧华 黄华水 

李惠敏 黄爽来 戴孙彬 黄和颜 黄荣华 苏秉义 黄印固 张贻庆 陈友水 黄维本 

吴三宗 戴佑应 黄庆忠 黄志祖 黄菜治 刘翰聪 戴双兴 黄良才 黄芸兴 李梅治 

郭朗治 黄金兰 王珍山 刘水联 李秀云 李琳琴 黄雅意 李明波 苏振篇 潘谋成 

苏志明 王振棱 李淑霞 李国基 苏立玲 许文桂 雷竞初 陈棉花 陈美玉 刘云程 

黄福美 苏荣华 陈 执 李添东 潘贤明 苏立水 林表然 李珠玑 陈明义 黄仁煌 

侯毅斌 李松茂 李锦文 陈荣华 吴淑霞 李向华 李金英 陈鼎金 戴锦华 雷仲锦 

苏志南 刘成佳 陈德妙 王鼎丞 高鸿生 李翠明 侯幼治 李波华 陈寿平 李金水 

苏金北 刘金泉 陈长淮 李良辉 郭文龙 苏立明 戴天敏 刘福元 刘堆金 张超贤 

陈尤到 黄卿荣 黄荷治 黄清火 戴碧华 王振开 潘秀菱 黄金拔 陈淑云 黄校治 

陈秀华 李成周 黄坚强 侯进清 戴惠兰 黄记民 李龙标 李再福 陈金进 戴天来 

戴佑添 李金馔 戴金树 李文良 戴贴安 潘萍水 吴连枝 蔡籴来 黄好治 姚 兰 

李七味 黄秀恋 黄素美 苏用褫 潘自展 蔡一鸣 李成玉 戴添李 李建树 曾祈昌 

张金敏 李宝珠 刘占治 黄卿儒 李胜利 刘福林 刘秀英 陈淑珍 陈三青 黄胡汉 

苏立叩 苏国兴 谢培仁 刘顶元 苏建加 林炳煌 陈成华 黄建生 吴森木 黄培符 

林金泉 李向荣 蔡杏村 陈德智 李复春 黄国强 李光藩 黄华成 高建民 黄金钗 

李乌锭 黄云娥 黄志忠 黄从愿 黄修平 黄懻兰 李斯绸 蔡亚海 潘自琯 李金土 

黄衍准 戴再法 黄华玲 李国师 黄火成 许和尚 戴月治 苏立水 戴胜利 李泰山 

李金全 黄双妹 李春治 黄律来 李翠华 陈火炤 苏银槽 苏乔治 戴火丁 黄红毛 

陈丽娥 黄佳善 黄川治 戴王成 陈锦钗 李大振 谢玉祝 苏石玉 戴国耀 黄金英 

李金运 黄华川 戴占治 李成业 苏永寿 曾姑治 张福坤 戴琴海 黄统一 李宝英 

戴金昌 黄衍赞 张贻平 郑振双 李銮香 李成火 李良英 吴江水 黄丁冷 黄老荣 

苏永川 黄秀娥 陈发兴 戴诗礼 李文义 蔡文森 吴灿如 刘乌田 李德贤 陈淑珍 

侯乌记 黄通桂 黄金华 张子练 黄衍水 李恭保 林淑英 苏川人 陈文保 黄印华 

黄炳辉 李莲英 黄加增 王唤章 陈第礼 潘奕琪 王雪华 钟华奎 李金铄 戴矮我 

李火土 庄双德 陈鼎东 刘锦尚 李其仁 李金法 李双珠 黄明川 李成金 潘甫秀 

黄月娌 侯世调 黄碧珠 戴罕来 陈卿裕 李丽英 曾焕金 李斯祖 李成立 戴建国 



柯倾音 侯其利 李志绍 黄世贯 陈宗绵 王登元 黄种昌 陈国英 杨秀凤 苏文宛 

姚端德 黄荣心 潘固礼 王家护 李宏杰 吴碧珠 王家和 李细清 李贝水 戴孙柿 

李德心 雷少雄 李掌珠 黄雪霞 黄衍情 陈森林 李百纯 戴火木 杨秀英 张贻鼎 

李成兴 苏玉取 刘陌昆 杨春华 李汉良      

 

初廿四组 

(1957-1960 年) 

李新芳 林彩毅 黄秀枝 陈仁里 陈淑娥 李能权 黄昆山 王瑞祥 黄瑜唐 李顺辉 

李琼英 刘完强 李月英 侯福民 戴蕴卿 林美姑 李秀敏 邓显扬 林振星 李乌坚 

张贻焕 吴尚坤 陈振谷 黄爱明 陈振昌 蔡加生 黄伟明 刘远珍 李金珠 李雪霞 

潘东彪 黄锦霞 李成篮 刘渊源 黄民权 王鼎灶 戴良国 曾仁完 黄惠南 吴文华 

戴加顺 黄果雄 李瑞珠 李元才 邹翠珍 王团围 黄贞扬 李飞凤 陈秀玑 黄正中 

王鼎柯 黄玉娇 曾文扬 李秀恋 刘美珍 刘心治 林良明 黄佩珠 谢集治 李辉煌 

黄德珍 李道康 黄本元 黄听治 李淑缓 苏世俊 戴明仁 范克明 黄忠平 李课兴 

曾美云 陈碧云 骆子如 陈淑梅 戴加增 刘纯良 陈德国 李坚意 李华兴 刘镇国 

陈长谋 陈语治 黄双美 张庆周 李子强 吴世律 曾仁返 黄春水 戴国专 戴月水 

苏清玲 黄受愿 李瑞治 何崇安 王溪水 林昌枪 陈法仪 陈法兴 吴见识 戴世英 

戴美珍 王振明 李南奇 许美毓 郑碧德 周仙丹 侯夫永 陈耕田 萧尾姑 侯世华 

吴诚廉 黄生才 王文虎 侯乖治 林贻昆 郭素婷 黄桐华 戴金良 林德志 李宝珠 

李淑根 黄建忠 黄卿华 黄菋菋 林贻改 谢丽珍 李厚爱 陈乌钩 王振煌 黄印地 

李成墙 侯世民 李斯川 李志雄 陈卿成 陈奇南 李金算 苏文良 李成德 李成初 

张卿芬 陈卿回 叶伏基 李培坤 李成板 黄万元 黄种筑 李月梅 李栽培 戴济富 

陈国才 许崇美 黄龙兰 刘笋治 黄奕连 李斯文 郑坚雅 李双兴 李良珍 李鸣凤 

陈木生 黄印荣 刘文章 李梓贤 刘忠兴 黄添水 刘完才 王扶持 戴良山 李秀莲 

黄奕番 戴伟国 黄加英 黄志敬 侯文博 侯田辉 黄建南 刘养教 李元昌 潘用生 

李山水 陈文献 戴土生 李英治 刘长翰 陈文涂 李翠芬 李成旺 倪维忠 李金福 

李立法 黄印谦 侯以锵 王良滨 刘淑英 李成渊 苏立玲 李秀治 林昌令 陈彩霞 

林贤英 苏良团 张昆玉 陈长枝 李志川 林孙文 侯梅花 刘炳水 李如玉 戴金钗 

陈文生 黄惠陵 陈立志 李鸿溪 陈宗炎 戴洪国 李木成 李成炎 李支前 李莉英 

李乔木 戴永树 戴瑞英 黄卿在 马美云 张聪水 许淑降 戴成福 李芬芳 黄连枝 

戴木水 张春贤 陈卿谋 陈鼎濮 黄延柅 李成素 吴尚山 黄成宗 李立志 苏振南 

李省治 汪振海 陈进堆 侯仁谋 魏厚昌 苏振华 吴家镇 吴曲奖 李南山 陈湘桓 

黄器治 李选举 刘陌凡 李成至 郑娥贤 吴江北 李水田 侯助成 刘三全 戴玉珍 

李洒治 刘同兴 戴良才 王振殿 刘成宗 黄丽琴 陈鼎灿 陈纪明 李斯宗 李成雷 

戴克民 林秀玉 黄金锭 顾廷芳 王春山 林伯纯 黄印忠 李斯宁 刘泉水 李忠诚 

陈恭维 黄丽玲 李超才 李成荣 黄贞丹 侯健夫 李振兴 陈法天 李清云 苏宽治 

吴建生 黄文远 陈志民 陈注成 陈亚兰 黄真真 许杞龙 李丽丝 苏伯贤 李淑珠 

杜多福 何纯忠 黄全海 陈任桂 李志金 戴耀华 李良才 李香治 黄永固 黄建华 

黄剑峰 唐晋兴 侯木水 李金发 陈瑞英 杨炳煌 陈卿占 李降生 黄教成 李斯火 

李振忠 林建艺 黄琼花 黄海南 李成忠 戴国专 李进法 侯世赞 徐秀莲 王紫霞 

王家耐 陈太山 王建水 沈秋明 陈素娟 黄玉英 林云南 萧再兴 黄昆裕 李金瑞 

黄加耀 陈培椿 苏再福 李培民 陈朝木 曾焕忠 李规章 李成卓 李瑾瑜 张传贤 

戴巧华 苏鸿生 张春灿 戴国贤 刘清治 王家明 李化能 李斯泉 李斯杰 张明卿 

黄振芳 戴月华 戴保成 李志华 苏立亮 黄清渊 陈确治 刘贵州 黄郁芬 戴青莲 



戴赐我 戴国宝 黄剑明 李志善 王东海 陈可贵 张长瑞 黄婉珠 萧月霞 李成币 

陈碧清 李恭显 陈卿约 李美珍 李德春 戴国团 陈卿胜 张秀娥 潘庆辉 陈振华 

黄庆文 黄伟民 张福治 许淑贵 黄燕琴 李子英 林孟艺 王玉兔 侯照愿 李秀云            

 

初廿五组 

(1958-1961 年) 

戴民权 陈秀机 陈台歪 刘金星 黄种木 黄梅治 李燕玉 李丽须 陈文香 戴堂英 

陈继承 戴明坤 李补述 李成海 贝梅莲 刘建勋 黄庆鸿 陈侨亭 苏添福 陈法岁 

黄志贻 黄天赐 李成城 黄荣华 戴月水 李升旗 黄和义 陈卿裕 黄文庆 刘碧霞 

张业胜 吴聪颖 陈贞祥 杨晴霞 戴志兴 李 团 陈荣郎 黄奕唱 黄云南 戴记明 

黄联珠 苏世藤 刘鹏南 黄美田 李立定 陈法耀 林孔明 刘倭旦 李振星 侯西瓜 

刘友声 刘紫兴 黄江南 林成宜 黄赏治 黄衍镯 吴建业 戴荣辉 陈海清 黄海图 

李和协 彦坤山 李秀密 朱秀芬 李友才 林丽华 李成筑 陈卿电 李天助 林乔水 

潘细庆 陈英梨 刘坪水 李淑珍 林华南 戴福宝 黄昆云 刘月文 史铭顺 戴定土 

李常盖 刘建民 李奕凤 黄国卿 陈鹏渊 杨只明 黄明通 李泉玉 田树英 黄秀彬 

戴金池 陈养本 钟强荣 刘润泽 刘陌宣 吴国宝 李纽芬 黄丕冰 陈聚才 黄奕龙 

刘振中 林玉英 戴荷我 刘平奖 黄四川 林四川 戴赤治 苏用扯 侯火山 吴来水 

苏春成 苏德人 李添法 李金元 李斯友 李成毛 李允水 林凤娘 李德辉 戴春水 

李金柱 陈文斌 刘完散 戴建昌 陈金土 戴朝成 黄华水 林昌用 黄金山 王金木 

林昌吉 陈文美 李志业 戴春溪 侯华北 王墩埔 黄扁珠 陈伊芳 黄汉中 李爱珠 

李本泉 李昆芳 林培昌 黄圆珠 李桂治 吴家泽 刘振仁 黄堆金 陈乌治 陈孝典 

戴双文 黄金城 周鲁亚 林漳娘 王振忠 陈木水 陈玉桂 王应瑞 戴串福 黄金生 

李缓治 陈明星 刘静治 陈训双 李荣华 刘瑞美 苏金钟 冯琼华 戴端曾 苏金度 

张重华 戴达超 王振平 李近治 李锦华 黄纯登 苏立崇 苏国民 刘志天 陈立南 

陈鼎兴 陈卿川 李伟明 李祥水 王真山 戴乃文 李安敏 吴高丽 李仙游 李富易 

林荣安 黄印力 苏其香 戴控治 李明新 李成榜 李华民 张叔保 戴雪霞 黄振瑜 

许淑慈 李成昆 刘国民 李阿丹 刘淑琴 刘太山 陈鼎助 戴煌辉 李红姑 戴建良 

何景海 陈国艺 叶挺森 黄世成 戴添秀 戴伟国 陈鼎再 李热英 李秀治 陈可尚 

陈祖宴 陈锦煌 郭水德 林淑华 林桂治 李瑞姑 刘完都 王春荣 苏金榜 李斯元 

黄当水 吴堤岸 李庙成 吴强民 李盛义 李斯木 范丽芬 陈美娥 林伟生 黄加火 

黄灿尧 戴标兴 辜冰仁 刘梅玉 苏老皇 陈炳煌 陈鸿圭 李庆旺 李勇全 黄建国 

林碧英 李成钩 刘泉州 黄卿华 莫坚星 李斯美 陈树成 陈金兴 黄小友 吴美燕 

陈国权 苏远萍 何碧瑜 刘 思 黄土金 侯世交 黄衍三 陈天位 黄火成 陈郑英 

张贻安 倪汉仁 许美平 车慧珍 黄金标 苏督我 林谋堆 魏淑贞 周学智 陈玉明 

张文扁 王明月 冯永贤 郑金均 黄桂英 洪子园 姜万章 李和平 苏明业 戴欺水 

李夏辉 陈美蓉 巫阿良 陈仲伟 陈月花 李振木 黄兴邦 陈源隆 张素琴 颜仪威 

刘华儒 苏维国 李桂英 陈卿芬 苏秋水 李记力 吴志华 陈文水 李亚玲 李夏敦 

李中央 丘菊秀 孙玉芒 张月娥 黄文珊 戴含默 李牧生 李进兴 林番割 李宝英 

戴习我 黄种枝 黄清云 戴成立 林火友 黄新华 古锡芳 郑辉娘 侯连居 黄安庆 

陈长安 李田土 黄鸿继 刘堆金 洪诗冷 李秀云 李德钊 黄耿宣 侯立愿 李连春 

李于治 李发治 戴敬分 许玉霞 李秀珍 古素端 谢崇端 黄安立 陈及时 李双才 

戴清洁 戴克富 黄仲义 李算治 李治基 谢文水 康玉华 陈卿庭 陈慧云 李成意 

李淑治 陈玉娥 李思春 李秀凤 张好珠 杨惠英 叶祯祥 陈可豪 李成良 陈允佳 

黄琼治 李曾土 李火琴 李素治 陈鼎利 黄 英 许玉熙 林福鑫 甘守丽 杨玉红 



张惠明 刘粟华 洪金娘 林秀莲 黄桂林 陈剑锋 侯忠国 戴老扇 陈维良 李冠英 

李瑞团 傅婉莲 梁凤兰 李庆龙 杨琼娘 杨嫣娥 王玉河 张海戆 李火龙 苏宝玉 

蔡庆貌 黄菊珍 颜屏娘 林珍珠 谢秀珍 杨惠爱 李美英 梁其德 林新友 梁财瑞 

黄金小 叶专成 李美华 陈淑宝 蔡亚学 龚如兰 林亚妹 辛仲昆 陈文辉 胡桂莲 

李松振 林荣芳 丘振来 李忍耐 陈袒飞 李志胜 戴安娜 丘仁梓 丘碧芬 李桂香 

陈雪叶 吴爱慈 王辉兰 杨菊生 程清福 洪源隆 李志强 黄明哲 戴孙扁 黄平章 

许养娘 陈碧英 黄秀碧 杨宝镜 罗映娥 林雪娥 林雪辉 傅月珍 陈新莲         

 

初廿六组 

(1959-1962 年) 

陈维构 戴孙南 李金治 黄振华 许成敬 杨龙生 郭云儒 吴碧华 杨文志 张树林 

魏淑萍 李好西 李斯烈 王振锋 李丽莉 黄波水 尤凤秀 庄萧芳 李淑美 苏真柳 

刘艺英 孙四姑 陈晋中 戴琼国 李爱珍 颜乾丰 杨光健 张世明 黄印池 陈台意 

刘陌珍 吴丽玲 姜花娥 陈志新 刘禄香 赖国珍 黄秀花 萧桂友 李金土 吴世棉 

戴瑞兰 李东山 李丽珠 程清禄 李丽春 苏文利 李秀莲 黄要治 戴添成 李仁新 

郑承州 谢惠珍 陈茂康 洪素珠 赖国良 苏建宗 苏用正 林树山 江 珍 陈汉宗 

戴孙环 戴亚水 黄世平 姚海通 吴余火 李铁民 苏用实 陈建章 刘尊献 黄和元 

李志强 陈宋灶 黄衍评 林碧霞 洪秀珍 侯世岩 戴成新 李雷贞 李扶助 王静卿 

吴志华 戴团福 张碰巧 黄炳煌 陈炳成 陈美荣 王丽珠 李锰治 李铁金 李贻明 

李清雄 戴德成 苏万福 戴正添 丘玉珍 侯金星 李斯欣 张奄户 李志成 高振环 

李斯水 李谦国 陈影治 陈好治 许清琴 陈树生 戴杏春 侯心治 黄荣意 黄印乾 

王缺水 戴胜利 李祝英 许高火 苏真枝 戴明字 黄明华 刘良才 李丽华 戴翠玉 

李云送 苏生快 曾再兴 黄衍新 黄阳成 侯聪成 陈淑金 刘良机 戴长忽 李明贤 

黄朝基 谢振生 吴珍英 黄志贤 戴章庆 黄开族 苏渊源 陈清玉 戴雪英 陈德生 

黄清波 陈金钟 刘华茂 黄青山 林玉华 黄和碧 陈卿耀 苏捷人 苏家成 张权威 

陈连福 李成献 黄卿坂 曾美丽 郑文华 黄金枝 张月琴 李冬青 戴荣昆 陈春福 

李全成 陈生才 刘水玉 苏用桂 黄丽华 黄琴治 李子能 刘青云 陈章德 陈换火 

李成法 郑江水 吴荣昌 黄庆元 侯甲治 陈 能 李金捷 李贴顺 吴木枝 黎 虹 

叶春和 黄海水 黄自章 范秀风 刘连德 傅谋生 王振固 徐组织 苏国文 黄培南 

刘举行 吴国远 侯 路 李荣火 苏园目 黄印水 戴永芳 苏国川 苏用演 李罕治 

刘天从 许银河 李引荣 范瑞珠 李担保 傅成官 高志雄 戴宝珍 李成八 陈学通 

黄文赐 谢新民 黄奎成 郑福谅 萧双本 刘金彪 陈贞顺 陈学才 陈华山 陈章就 

苏奕篮 刘瑞火 陈法尚 林金成 黄和宇 叶永德 吴定金 曾水福 李志高 杨远卿 

黄卿典 李斯法 黄永文 吴世皮 陈惠娥 刘镇国 黄建国 许开元 许美景 李斯全 

李斯胜 刘深坑 陈海腾 许淑齐 刘昆成 张亚明 黄顺源 黄金树 陈转成 郭福恭 

李习总 李宝春 陈益炳 黄中央 李惠治 林长青 李进丁 李秀金 李斯庆 尤志明 

陈钦星 黄龙水 陈小企 黄凤珠 黄祖明 黄卿礼 杨秀春 侯世帖 李开上 尤志训 

陈其昌 张清良 戴汉元 李能琴 洪淑溪 许贵枝 刘瑞昌 陈伟国 陈卿秋 戴金英 

陈业贤 林金表 许文仲 陈友用 陈文福 陈四都 蔡云梅 姚子为 刘天助 黄贞祥 

陈成宗 陈伏水 潘宜昌 曾文安 曾衍评 李梅治 陈祖庆 戴孙权 李堆山 黄国旗 

戴佑训 郑松柏 苏树仁 黄绵远 黄三民 李裕昌 黄金跃 管建华 苏金成 刘福治 

曾仁木 黄文枝 陈建明 黄衍庚 姚河水 黄贞钗 许淑滑 林辉庆 林良辉 黄天才 

陈国星 陈冬水 戴扁曾 黄照愿 李鸿源 黄衍礼 曾秦呈 阮一峰 戴文昇 张聪明 

黄真刀 黄德显 戴德意 傅仰荣 李加生 侯培珠 张天助 黄家种 张溪水 林贻发 



叶典元 陈承翁 陈耀生 陈南山 陈日民 戴精华 李志练 李黛霞 侯聪敏 陈德良 

许乌云 陈太昌 戴玉海 许文明 杨德貌 刘卜治 李杨英 戴庆辉 姚臣呈 苏用深 

陈升约 李建良 苏水旺 颜荣福 叶秋良 许淑日 戴安扁 刘旦治 李鸿良 戴培祥 

李斯礼 陈天成 刘金英 姚臣尚 李淑评 吴进生 苏森人 曾金环 苏昆山 许乌炮 

苏柜求 陈敬富 张忠远 陈乐平 黄成忠 刘秀聪 黄干獭 黄培华 刘进发 刘爱珠 

陈法兴 苏立恭 吴家声 黄燕水 陈青山 张世平 戴典成 许淑衍 苏松根 陈建成 

黄景辉 李连河 陈尚德 苏太山 戴耳曾 李碧珠 苏世菊 戴天求 黄书基 黄恋治 

陈八一 陈耀星 黄维新 李枝茂 李四喜 苏协山 叶林贵 戴佑秋 林杰生 戴海瑞 

蔡庆良 黄博烟 黄荣华 林丽华 李振裕 陈金兴 许金元 陈贻水 曾文星 刘秀琴 

黄永福 李斯钗 苏宜山 傅仰品 戴荣宗 郭良秀 李琴治 叶 飞 苏培求 陈金万 

蔡卓远 李荣华 苏立荣 黄守才 蔡笃良 李万土 张高运 陈宋欠 黄世华 黄锦昌 

侯赞成 刘庆生 戴文土 黄振元 郁雪生 黄衍民 叶得胜 姚金发 黄介元 陈文枝 

江 论 戴萍水 陈温州 苏用敲 黄荣周 陈升清 苏国泰 戴贞季 陈花丽 戴婉真 

陈娥华 戴国安 陈钳治 陈金树 李祖耀 李琪渊 李天赞 

         

初廿七组 

(1960-1963 年) 

黄菊英 侯应时 陈学趁 黄聪明 李应愿 侯碧珍 陈德芳 刘业成 刘完义 林四土 

黄瑞国 俱丹治 戴水龙 叶 春 黄胜国 戴荣兰 李斯林 李成法 黄诗香 蔡长顺 

李惜福 李玉荣 黄金双 戴秀云 陈丽玉 李斯富 苏文龙 黄彩英 陈鼎兴 戴幼治 

林仙治 李成和 曾文恢 黄于明 李木兰 许富丁 许世贤 黄元源 刘英国 陈其辉 

傅连福 郑爱娜 黄玉芳 潘淑美 李碧瑜 戴慰祖 李永水 刘连姑 李冰川 陈秀风 

李琴棋 刘仁和 戴秀兰 李银治 李可升 李仲鼎 叶文彬 刘锦堂 陈鼎良 黄天竹 

林辉煌 刘堆来 许锦生 黄振基 陈志忠 李加兴 刘德香 陈昙治 侯建清 李素金 

许高泽 李采英 陈卿海 李南平 戴秀福 黄秀英 李斯山 李斯仁 苏中央 苏立义 

李亚盾 陈成华 李黎民 李东泰 刘中生 陈宜远 陈英治 李文英 陈文国 黄培福 

朱道巫 温美兰 陈月香 郭爱琴 李淑媛 吴恒义 戴才我 李旦治 黄贤令 黄秀珍 

俞兆顺 黄月英 陈卿辉 陈鱼治 曾亮治 李立志 林爱珠 李桃源 黄宝川 许润泽 

刘彬全 陈维南 李美玉 许奕超 林沙铭 丘国栋 刘顺香 陈月治 黄素莲 黄碧珍 

李丽英 戴怨治 刘陌川 黄缓治 苏竟成 玉良顺 陈法振 陈鼎概 戴聪明 叶德宁 

曾文世 姚臣实 刘德成 陈玉英 林租来 陈新民 黄双溪 陈新福 陈能水 郭景港 

刘玉景 许奕星 黄月英 林连吉 黄碧元 尤传贤 戴来发 李甘雨 刘香治 苏定国 

陈 静 陈常山 洪定其 叶清元 李斯奕 陈宗心 郑家册 郑胜利 戴谅我 陈常华 

陈卿炳 陈卿华 俞国和 林后来 蔡国明 戴示福 刘庚申 黄平洋 刘丽华 李和平 

林永权 刘建成 张振达 黄奕和 李淑华 戴金城 陈文量 刘完敏 黄奕祖 黄清水 

陈学仙 黄赞成 俞美贞 曾瑞英 陈再福 林昌沐 黄万全 侯羡广 陈训木 李健才 

陈卿玉 李金兴 陈益治 戴进国 苏明章 戴天生 李玉瑞 陈鼎妹 刘树治 林建立 

黄瑾水 李美英 吴瑜水 陈丹治 林进发 陈宗财 王在呈 刘密治 陈秀琴 陈松林 

林昌谋 秦二枚 雷炳辉 陈金锭 许淑国 曾莲花 李斯立 李祖耀 李志从 李淑治   

 

初廿八组 

(1961-1964 年) 

吕秀珍 陈志程 李天助 张礼平 李斯江 陈秀端 戴孙文 戴国金 李成旺 李乌榜 

林和顺 苏嫌治 王振碰 林贻进 李宏布 李成木 刘端英 陈朝阳 李联荣 李景元 



李开山 李前略 李秀玉 黄衍彬 李生支 黄玉瑜 李仁洪 侯天常 陈天振 黄振安 

黄秀凤 陈中区 陈文路 李引调 刘清枝 陈庆益 李文章 李斯立 刘梅英 李斯港 

侯明治 庄福星 陈学都 郑伯全 苏和招 李乔成 陈荣泉 侯 区 李世茂 王密林 

张兜治 李重庆 黄卿棋 李昆流 刘中义 陈加齐 吴水电 陈卿火 王振起 侯顺忠 

陈彬彬 许秦贵 黄礼民 陈圣顺 李成才 黄金成 李斯裕 李宝珠 李维生 李海南 

李雪冷 苏乌串 林清波 戴顺忠 林昌钦 戴光明 林贻昆 李连陀 黄衍尚 陈马福 

陈可挖 陈振忠 李淑华 戴明水 刘忠毅 戴秀华 谢基拔 黄忠贤 陈瑞华 倪端茂 

李求成 黄乌莉 陈宜妹 李朝成 刘成吉 李琪渊 李文恺 陈莲英 黄朗粒 戴居季 

黄辉庆 戴泮水 苏玉占 林清泉 陈高水 黄棉治 黄竞超 施好珍 陈敏治 陈丽月 

叶素珍 戴文求 曾焕章 王未树 李连陀 曾 进 侯世顶 李天赞 姚兴国 李志从 

戴共和 李斯德 林出治 陈淑华 王明泽 黄长成 李淑慎 罗泮水 谢连成 陈三元 

刘陌华 李成凉 陈金妙 叶德淡 陈法荣 沈玉英 李成双 黄少球 陈国栋 刘顺裕 

谢文举 陈定国 戴概山 刘志敏 李斯法 陈卿庭 刘碧莲 林永智 陈建华 李斯才 

戴元生 李梅英 侯世明 李平平 刘爱国 李汝辉 陈胜金 黄以昭 黄印南 叶鸿基 

陈鸿滨 黄金铃 洪朝兴 戴志坚 苏立清 林连胜 黄经元 戴泽英 林清水 陈淑华 

李金钟 戴等来 苏显祖 洪朝乐 李金叶 刘英良 郑淑美 黄天助 林金钟 陈丽香 

黄本治 戴龙水 陈海清 李志城 李成贵 李高山 李成栋 李荫治 李斯聪 李坤芳 

林清生 黄素环 陈溪水 李斯评 李斯向 黄永固 苏文举 陈卿发 黄算英 陈万福 

刘超水 黄培民 曾烹水 李建国 陈幼雄 李琼尧 黄日新 戴瑞进 陈江海 陈景平 

李淑兰 陈清平 李金雀 李清海 陈鼎华 李成本 陈长达 陈健全 陈家槐 李淑华 

杨水成 陈成栋 李成彪 李泉水 黄文郁 戴国平 陈瑞英 洪秀宽 黄启章 李志成 

陈雪英 李碧莲 李斯民 李良民 陈秀华 陈建国 陈鼎品               

 

初廿九组 

(1962-1965 年) 

戴文孝 陈振裕 郭介国 林惠英 李协水 陈允灶 黄世红 吴景川 黄甘来 戴春福 

戴丽水 刘荣灿 戴国才 黄延辉 陈忠礼 孙加兴 黄种华 黄海山 侯锦香 黄泽水 

刘贵华 陈卿国 刘华国 李立志 李枝茂 李金珠 黄种声 张树林 陈天德 戴子瑜 

李双全 林解放 戴丽珠 苏哲金 刘金田 戴佑志 戴天运 刘小尚 苏天赐 黄金莲 

黄记练 刘琼华 陈阿贝 戴双霞 侯成米 李宽治 黄景秀 刘再兴 陈文郎 苏棋生 

李天送 黄清理 王振来 刘应东 何荣淡 戴文章 刘奄姑 戴马动 侯成泉 张完成 

黄南英 戴镇西 侯世长 李鸿源 陈朝林 陈文番 方航晋 李显祖 李美英 李成桂 

杨伯益 戴进丁 李清龙 黄淑芬 李元和 陈清华 李春益 黄书针 郑瑞福 陈锦标 

陈金孝 黄晋中 陈建国 黄清水 苏远栋 宁 敏 黄金火 黄注德 黄镇成 戴忍三 

陈玲玲 李秀珠 李海治 戴桐来 刘清泉 黄宝清 李金治 李玉兔 陈建安 黄立平 

李瑞电 古诣声 黄奋兴 陈玲玲 李天敏 侯荣华 陈达颖 陈爱珠 李维新 朱彬芳 

马隆吉 李胜发 陈嫦娥 黄凤娥 陈碧玉 陈金弟 戴建业 刘丽玉 李云生 刘月华 

黄海滨 苏凯亚 陈卿杞 侯秀莲 侯自勇 陈气治 李焕文 廖丽英 李明色 张欣运 

陈龙水 李连丁 黄叻治 李为兴 陈美玉 黄奕辉 谢文言 陈可成 黄金水 李灿耀 

李斯胜 陈解成 陈培珍 陈昆法 陈章扁 戴国华 刘陌昌 李伯宁 陈赞泽 黄国安 

戴联胜 刘深渊 王守辉 许进财 林庆文 黄昆玉 张玉钦 李金英 李木水 李丽珍 

黄加籴 陈进国 李成良 谢再枝 李典章 陈宗枝 陈志平 陈福振 杨霞影 李成石 

李秀美 李水成 李成木 李福生 陈德河 黄昭贤 洪月秀 陈料卿 李聪明 蔡卓吉 

王智华 黄诗尚 陈清池 黄光度 洪渊铭 陈素愿 李南兴 黄记酬 陈木林 黄金炼 



陈国民 黄明德 李奕辉 李甘双 李良辉 陈文溪 刘盟国 李秀润 李淑齐 李英文 

李凤川 李杏川 曾子健 陈丽英 何从权 戴树岩 戴翠华 李生发 赖耀辉 陈启明 

张海钦 黄记明 陈金莲 陈水龙 刘堆金 刘丽华 黄德意 杨秀珍 陈元凤 陈维胡 

苏田水 苏云卿 李斯傻 戴再森 陈文保 戴添曾 陈钦丹 侯火成 黄乌冷 戴金城 

李洪枝 刘碧珠 李碧芬 刘幼治 林焕民 陈忠生 李克忠 戴盛坤 曾富水 李胡元 

戴九姑 王瑞山 戴振元 黄健全 戴月娥 黄岁治 陈素珍 郑婉莹 陈金水 戴连枝 

戴胜国 黄 扁 陈台谋 陈幼华 李富贵 戴金钗 黄淑惠 李进立 黄金城 陈鼎勇 

黄仙水 苏坤飞 刘呈限 责注成 黄月英 陈让荣 戴默法 苏四海 陈荷心 戴中兴 

黄金元 李琼珠 潘骐展 戴义三 黄初治 李建国 陈渐法 戴阿五 陈顺义 黄注兴 

李乌糖 黄池水 刘培昆 肖水林 戴森泉 刘爱秀 叶梨花 陈文良 黄文良 陈美华 

黄奕南 刘奕辉 侯木富 陈鼎禧 戴金英 刘金宽 李振良 戴清治 陈利利 刘国良 

李成仁 李友孝 刘换治 李招治 刘清海 苏月英 潘月珠 张贻伦 李素玉 黄飞挺 

戴妹治 黄味治 黄郦朱 李浅水 李斯凉 曾水分 黄良度 曾文礼           

 

初三十组 

(1963-1966 年) 

黄和目 叶台民 王家火 李成令 李清源 李小珍 张小平 黄种实 辜良秋 黄转来 

陈萍芳 李福顺 王发培 李志生 李成业 戴育才 陈宗赐 刘秀宝 黄罗密 戴振水 

李常瑞 陈扬华 李子云 刘志忠 戴木金 李冷全 陈卿林 黄恋治 翁金元 李小宝 

戴清辉 陈俊雄 戴杏玲 郑绍安 陈琨琳 李斯旭 林长木 张振清 黄金市 苏清枝 

温振文 黄运来 容耀强 李斯民 戴安辉 李美珠 史长宏 雷伴英 陈和尚 戴亚雄 

李燕彬 陈卿侯 李乾治 黄贞电 刘中亮 陈国庆 王福传 黄小英 刘意成 肖清惜 

泥清江 潘万瑞 苏世妙 李志福 陈清沂 陈卿炸 李金钗 李成井 黄文併 张家服 

李世妙 黄黎明 黄培全 黄添文 李斯而 黄世却 陈金兔 黄美英 黄培元 李玉欣 

刘眼呈 戴清山 王安东 黄奕红 陈泰山 李建南 戴总曾 史长宏 林谋华 黄秀英 

戴钦水 黄种岁 黄奕昆 陈超瑾 陈国安 陈德钦 黄德加 陈金土 陈桂英 陈九二 

黄金川 刘天生 董丽华 黄水返 廖建赞 李成强 黄翠凌 陈沧浩 黄树元 李鲁成 

陈德星 陈文聪 陈泰山 林谋援 黄琼花 李鲁成 戴火胜 黄雄溪 戴孙友 陈鼎端 

郑婉欣 李聪敏 李斯章 郭江波 戴佑保 曾焕庆 陈卿镇 陈炳文 刘梅英 刘素珠 

刘吴宝 李清霞 黄灿辉 林平均 黄兼木 黄佩珍 陈清鸿 李桂英 许美扬 林美华 

李鸿水 陈文鹏 黄种美 罗进国 苏建安 李育德 李燕周 黄恒川 李岁垲 陈金土 

苏南山 陈赵治 王安庆 戴贵荣 林连木 黄秀花 孙和平 陈玉华 王瑞炳 黄记辉 

陈爱能 肖金值 李美丽 李斯补 黄建基 李志坚 陈骂治 李红姑 苏组织 刘清水 

戴志贤 张华义 蔡裕水 陈丽华 杨良忠 李翠英 李亚娟 陈桂治 李克宁 吴亚君 

吴福森 戴奄扇 刘建业 李成彬 苏用智 陈忠谦 李雪英 侯世恩 陈木青 陈卿竹 

戴彬超 戴荣曾 薄计林 林淑勤 叶涟漪 陈松柏 陈祖生 黄寿润 刘国孟 李 勇 

陈竟璋 陈雪英 李虹桥 李彬荣 黄丹琳 陈胜利 陈玉琪 许和平 陈学区 李拱华 

刘完求 黄秋元 侯金钟 黄冬玉 许荣中 戴云明 张美中 陈珊娥 李素连 黄琼华 

黄连福 陈文务 陈采文 戴添曾 刘国孟 曾聪明 徐 奇 李领治 李仁川 曾和林 

苏用汉 陈俊明 陈天成 苏福注 黄印春 刘飞达 黄少宏 李成昌 戴再取 黄进成 

苏显达 许起土 戴东成 李荣富 陈鼎采 李仑海 李水林 陈清珍 李文采 陈金旺 

黄雪花 蔡瑞发 尤良珍 陈素玲 陈鼎聪 刘祖成 戴安辉 陈丽琴 戴香治 黄耐治 

戴明海 许美光 李应忠 黄庭玉 李良兴 林华北 陈德管 李亚群 黄幼治 李招荣 

苏河协 黄木山 李建能 侯金薄 陈柏林 俞袖珍 李成坐 李玲玲 李琴英 陈海水 



杨安怀 潘青山 苏世耀 李成献 苏显达 陈成国 陈细娥 叶台民 郭雅若 陈东海 

李成宣 陈四马 陈明玉 戴启我 林翔云 黄灯亮 李秀丽 李云英 戴雪霞 曾文中 

陈耿藩 李斯木 黄衍沛 黄加友 李溪水 陈毓英  

 

初三十一组 

(1964-1967 年) 

陈和平 林贻宾 侯和德 李宝贝 张秀恋 郑凤辉 潘三联 徐玉顺 李三松 侯振辉 

李振兴 李辉煌 汪加进 黄金燕 吴朱美 李月娇 黄祖运 李桃源 黄世哲 陈卿良 

戴丁山 戴华南 侯玉跳 刘爱珠 陈演水 侯怨水 戴海岛 林永智 林怀清 李博安 

李宁珠 李咏絮 叶爱国 李建立 戴志来 陈武茂 林杰明 苏平雄 刘金鱼 陈卿绵 

陈乌泽 黄甘治 白瑞祥 陈卫地 侯建成 黄幼治 许 溪 黄紧治 黄金山 陈忠寿 

潘景灿 陈诗真 洪高峰 刘其林 苏泉源 张桂平 侯新富 杨秀美 黄田忠 陈为群 

戴坡来 侯瑞兰 李成初 李斯泉 黄振国 陈文章 侯开华 苏权人 戴解放 李美治 

苏立贤 黄金助 俞添水 苏雪红 陈文东 姚建灵 李炳煌 杨美莲 陈文普 李复平 

黄乐业 李丽英 陈新民 黄志清 李庆三 李吉林 黄招文 戴聪明 黄金东 黄香姑 

黄秀莲 苏洪胜 李志成 李金珠 谢崇握 陈红磅 李森彬 李发挥 林长沙 戴尾成 

黄明希 陈添水 侯玉寸 苏国兴 陈绵绵 李秀平 陈卿问 李义忠 刘仟水 陈锦章 

李乌惜 李勤治 郭秀珠 陈建忠 黄三愿 黄连福 方秀英 黄成业 刘凤治 傅仰实 

戴火树 李素珍 侯裕成 梁尔克 李火木 陈清华 李培真 李斯文 吴淑娥 陈连福 

林意忠 李嫦英 陈金莲 苏进分 陈天从 李进立 李斯元 黄记文 黄大放 方生泉 

赖秀美 刘良贤 戴少芳 黄振生 陈泉源 刘国法 李和平 李木水 李成义 陈重生 

苏永良 陈再添 李金炉 李永和 吕雪琴 李新生 侯丽玉 陈允笃 李素贞 戴宝川 

李梅英 李小斯 李莹莲 李仁芳 陈友成 苏用教 陈剑民 刘德明 陈捷治 杨伟文 

方大成 刘爱国 陈保佳 李泉成 李桂林 黄金盾 萧积国 戴逢春 李土城 潘美珍 

赖秀英 黄德福 陈卿福 戴玉兴 柯丽萍 李拱耀 林季植 杨秀凤 刘幼云 刘爱农 

黄荣魁 戴荣我 黄好宝 李清玉 魏武雄 黄茂枝 高志远 潘新民 陈连金 黄东木 

陈炳良 戴剑云 许歪头 戴秋华 李添仁 李斯土 李丽贞 苏用支 黄惠治 黄振昌 

陈允辉 李荣华 李义丁 李东海 陈清沟 黄宝珠 古惠发 李甘宁 戴单水 黄立康 

李东升 苏德成 戴安国 李金福 戴明水 黄江水 刘丽玉 刘德好 陈密枝 黄水波 

刘鹤治 黄林贵 郭大改 李元在 未连英 盛国雄 刘春木 陈美治 李秀华 张继均 

陈家齐 侯荣水 陈福民 戴超强 戴孙阅 李聪明 陈两成 陈秀兰 戴掌珠 王成区 

叶坚碧 陈宗献 戴结成 李召英 林铁吾 黄晋国 李智辉 林金标 李国凯 黄衍民 

李成春 黄华美 黄惜怡 李碧华 陈先景 陈新兴 陈万友 戴宛鸿 萧天助 李玉荣 

陈忠达 林和平 侯春水 王 农 陈翠琴 李保川 黄计放 苏佳人 李清荣 杨成送 

郑大才 刘一丰 林活水 苏清泉 陈鼎敏 李三悦 李成继 廖明光 李培英 郑仲华 

戴荣茂 曾瑞南 李志民 黄淑华 黄江中 戴添顺 谢新治 苏良成 戴高章 戴水机 

李祖兴 陈建南 陈可敬 戴建泉 叶鸿猷 陈艳梅 李丽珍 李良才 陈鼎龙 郑绍纶 

李二妹 陈金菇 李金銮 李岁治 陈仲坚 黄书昆 李记记 刘纯泊 苏挺人 陈启龙 

刘清辉 陈文福 李发良 郑金凤 黄少英 戴琴治 李碧华 郑金安 郭介航 侯进国 

苏木水 林温良 苏乞水 戴惜治 陈利用 黄喜治 张大目 林集交 李淑恋 黄金英 

李成基 黄素珠 戴荣周 李春普 黄青约 杨庆修 戴祯祥 黄记灿 戴佑颜 黄永生 

张纵运 戴丹治 戴华民 李斯应 苏渊清 丘国安 陈鼎风 杨金英 陈秀玉 刘秀容 

陈卿顺 李彩云 戴恋治 苏阜深 许景华 黄培栋 李斯地 陈卿赐 黄金体 李进福 

许白治 陈阿珍 李淑珊 刘玲玲 黄进加 林玲治 陈重发 周少华 姚亚旭 叶莉莉 



李志群 陈鼎施 谢文培 林启明 戴孙乾 刘成林 孙素珍 戴振成 戴佑南 戴胜国 

李振发 李仁忠 戴昆木 黄田治 林维成 林付弹 苏浩然 李长水 苏忠清 李双妹 

侯赖水 戴海波 戴奕明 陈淑珍 李如海 刘陌水 戴琼英 戴秀水 戴祝民 刘介来 

史静仪 叶累枝 李森林 张恩赐 陈晓珠 李民生 戴联兴 陈建辉 陈卿颖 郑辉兰 

王绮绫 黄答复 戴三龙 陈忠厚 刘定基 侯树生 戴振山 李培玉 李树林 李成波 

戴振华 李扣水 黄田凤 戴复兴 陈飞英 戴培玉 黄金来 陈斯府 翁安妮 陈文考 

刘发生 李斯法 吴清煌 戴森林 郑维乔 姚臣辉 李乌勉 陈建业 林凤吟 林谋山 

王江林 戴尽忠 许清兰 许金枝 戴炳煌 陈淑琦 戴天示 戴水元 陈月英 叶万含 

李成露 曾土塔 陈丽颖 董夜治 陈长福 黄莉治 黄素霞 李宗权 黄海港 戴添丁 

陈栋梁 李美金 范翠琼 李宝珠 陈鼎来 王锡峰 蒋素华 李玉顺 戴建昌 刘陌通 

李元明 陈金聘 黄德建 陈梅华 洪 跳 许美鄙 黄国珍 陈成仁 戴丽蓉 陈卿重 

卢燕法 黄天赐 黄维新 李 奄 苏再法 李起凤 陈宝琼 陈元建 陈滨鸿 陈卿梅 

姜建华 许建华 洪 斌 陈尖水 陈银姑 陈鼎聪 陈金山 曾玉华 陈碧玉 陈鼎蓉 

陈再福 李斯绢 戴汉章 刘森林 陈钳水 李金针 叶太平 黄宝英 黄书为 李建南 

戴丽华 戴巧治 侯机湖 戴歪我 陈解放 黄鸿英 黄金炼 刘赞成 李锦寿 刘满水 

刘广兴 黄玉霞 陈万能 黄再生 曾冀平 李算治 李惠琼 许美彪 陈丽红 林启昌 

李丽娇 黄培英 张忠平 苏加兴 戴西烟 梁远逵 黄福来 陈日森 黄梅芬 陈省亚 

洪 惠 王秀英 苏万法 许德和 陈燕娥 陈素英 黄乙烧 李德全 陈金发 黄炳平 

李秀珍 黄淑华 刘瑞国 刘炳煌 戴宝英 黄良友 苏金水 许慧玲 苏连枝 林天从 

朱桂香 黄维德 戴扁曾 陈灿辉 李黎华 林荫治 黄贻成 李宁路 戴佑荣 李淑琴 

李金枝 李馒环 钟泰荣 黄联金 陈木基 陈训市 李树明 陈三元 李加法 黄子卿 

刘仲尧 戴秀凤 吴志华 梁丽容       

 

初三十二组 

(1965-1968 年) 

戴丽华 黄庆春 李成坤 苏立坤 李信中 李补兴 戴金城 陈 瑞 陈圣土 李引法 

苏安份 刘永福 陈训玉 黄建法 李玉华 李安乐 李秋明 林光瑞 李辛铭 陈玉文 

李瑞珠 罗建荣 侯积治 李凳端 陈育辉 陈宗勋 李和平 方航安 陈 同 李支中 

陈火章 李淑莲 陈国平 林谋荣 陈琴珍 林云英 高加立 陈秋水 李火土 黄金炳 

李金春 肖金陶 王振权 张志沂 陈淑珍 李志芬 李成喜 戴同安 李真真 朱德灵 

侯向前 李秀梅 黄世祯 曾文通 傅成发 戴秀兰 李超雄 李幼珠 李斯阔 陈玉生 

李加法 黄子卿 李青年 苏金记 童建兴 陈显明 陈其良 李采华 刘水龙 陈德华 

叶坚纯 陈建生 陈鼎洪 许元进 陈美华 陈允杏 肖天色 孙旺柳 李油发 林慧玲 

李恭荣 李烟海 刘仲尧 陈丽珠 李双树 陈卿赤 李越秀 张孙盘 李贤才 李秀琴 

陈训程 李亚宣 王鼎坚 李甘祖 陈和平 陈木清 陈金英 李火星 郑亚华 陈改良 

许歪头 李清德 黄宗尧 戴忍四 李胜利 魏厚章 刘蔡法 曾土改 陈达聪 李瑞兰 

王永定 李秀玉 戴清湖 刘少飞 苏祖昭 林碧英 李金英 李伟明 苏强度 李小卿 

黄瑞进 李清贤 李志平 李燕集 郑祖以 戴贤忠 陈秀治 洪亚峰 黄锦文 肖来成 

黄金狮 李斯顶 李丽芬 黄衍民 苏立典 陈海腾 陈琴英 陈原良 陈谋良 戴荫治 

陈成良 王善兴 李双志 李真珠 戴天恩 陈益土 黄源生 陈德林 刘火目 刘文锦 

李双凤 林明春 黄南飞 尤幼珍 李成庙 李金表 陈赞东 黄移土 伍树仁 陈文英 

李铁民 戴进明 黄培土 黄水莉 李素娥 李满能 李斯迭 戴火生 李宗文 黄振元 

李景祥 黄种樟 吕培坤 黄金枝 黄丹伟 李德英 黄耀珍 李炳土 陈家赞 李艾恩 

李秀英 陈新治 李德元 李 尔 李振生 陈自强 黄远治 陈树林 陈清龙 苏冰全 



李翠华 李伟民 李和平 陈其清 黄少碧 陈剑华 陈海姑 陈国能 李宛良 黄连金 

黄种泥 黄记民 李秀锦 李斯筑 李晓文 陈剑明 侯完成 李贞祥 陈快成 刘法治 

黄元凤 黄建设 陈安定 黄双凤 黄清美 黄梅水 苏辉煌 张志平 戴文祥 黄国衍 

陈子红 李乔土 陈春治 王老治 李红锚 李成池 李丽夏 李斯足 曾进忠 陈其成 

陈瑞进 陈国柱 李南斯 李记明 李成川 陈元生 李大种 黄文炳 陈幼治 李成建 

陈美珠 黄炳煌 李敏聪 李南镇 戴本国 黄卫国 刘有才 李文玉 李秀川 黄文甘 

林玉铭 苏德育 吴加种 陈富治 陈培德 李幼珍 黄美真 李丽水 李月英 苏上奎 

陈南侨 陈玲玉 庄乌吉 李从令 李冰华 黄海水 李守义 黄金土 戴联全 黄朝根 

蒋凯凯 李斯标 罗炳章 李葆红 车改有 黄美球 陈永平 李俊生 李荣新 陈月卿 

李蓉生 孙和宾 李金柳 城荣我 李培琼 辛銮治 黄全成 肖青云 戴定华 侯专治 

李志辉 李楚木 戴塔中 戴幼治 黄淑华 戴连成 陈嫌治 陈火春 陈志成 孙振兴 

李金城 苏堆山 黄玫玲 李心愿 李敬和 黄金木 黄荣谦 黄富源 陈瑞芬 李清祥 

王家香 李红英 戴森发 戴成祖 刘德智 李广平 李联贵 黄文铃 许木兴 黄利加 

肖金炼 李建设 侯素生 李秀珠 李成法 戴孝忠 苏上坤 戴坤芳 侯显水 侯联盟 

李土生 陈日成 李雪清 黄成祖 李三珍 陈峨峨 李坑水 陈鼎敏 李友三 李惠玉 

李玉贵 李松瑞 陈建国 陈波燕 谢孝思 黄拉治 李建南 黄督初 曾小宝 黄波场 

林秀风 戴景成 戴朝阳 李龙土 苏爱珍 黄衍全 李改土 黄幼珠 李玉湖 刘金玉 

李形宗 李远生 李文宾 吴金枝 李嫩治 郭介智 李越玲 戴月英 李超然 李景元 

黄衍荣 黄明哲 苏永定 陈育才 杨庆齐 李进来 苏英治 侯加栋 李显祖 黄耀南 

黄冰元 李游站 王守汉 潘莲美 李主瑾 李庆雄 李土元 李志金 戴盘玉 李和平 

陈怀江 黄婉莫 罗双喜 李益泉 苏国添 陈清祥 侯加瑞 李青山 黄清土 刘以忠 

杨德雷 李文芳 李发治 李重逢 李爱国 黄念治 李树林 李少雄 苏立表 陈火成 

刘士金 叶棋文 李志全 吴友培 王瑞林 李小宝 黄朝胜 王国生 俞秀彬 陈丽珠 

李爱民 李祖清 叶桂德 陈素珠 李斯炳 陈德福 曾永进 李文东 苏用蓝 陈卿云 

李振成 叶荣宗 刘金水 黄荣华 黄海水 刘加川 李淑雪 李火胜 刘幼云       

 

初中 74 届 

黄栽培 林温厚 黄桃源 林永裕 李永平 戴夏春 朱秋香 陈顶成 陈种治 黄心治 

陈克昌 李明生 李蓉梅 李来兴 黄 政 戴添水 潘毓俊 黄宝贝 黄建生 林大头 

陈家榕 李志聪 李援来 吴鲁闽 李小斯 李岁宗 李德福 李玉莲 戴美华 李小灿 

刘愿望 侯坝水 李志忠 陈明华 王爱民 林鹏程 朱亚莉 李仲琼 黄丽敏 林瑞龙 

李长校 陈瑞发 黄金水 林贻愿 刘进生 刘子旦 纪 文 李斯平 李金宝 戴仁发 

李水源 陈金水 黄源水 李云珠 林莲花 米亚芬 黄国庆 陈美珍 黄志明 李世聪 

莫卫平 戴文聪 刘梅生 侯应明 李金池 李秋蓉 杨天才 吕安生 黄华斌 陈成春 

黄秀莲 陈秀錳 李青松 林素兰 黄琼芬 戴少华 李记惠 黄心明 陈金辉 丁 慧 

戴永林 傅振源 陈金电 陈超龙 李四妹 戴福明 李克辉 刘陌春 黄天元 李清华 

陈育华 高志军 李玉霞 侯宝国 谢连全 肖古需 林长安 林清服 李永玲 林志强 

刘福水 陈苗成 薛淑锦 黄莲珠 陈育明 陈黎川 李宝英 李建法 李朝对 刘一斌 

陈锦良 陈秀珠 陈土成 黄梅琴 罗秀梅 陈再全 陈培珠 林丽英 侯小翘 李成春 

林土兴 黄曙殿 肖进国 叶煊义 陈小兰 戴安成 林梅珠 俞国俊 林天南 李和杰 

黄新华 陈雪香 陈南星 刘明珠 黄坤元 黄惠英 李斯泉 戴应元 陈三民 黄文珠 

王爱琴 林贻福 陈岁财 李继兴 陈秀宝 黄庆水 李向农 李永宁 戴友明 陈银英 

陈金兴 傅安娜 林武标 黄锦灿 刘怀龙 陈金海 戴玉梅 吴浩波 覃桂玲 李玉山 

陈加法 戴岁华 陈幼彬 李桂玲 陈再福 肖清羽 侯建国 李真珠 谢志怀 陈文英 



林金钟 刘效兰 林一心 陈项聪 李文珠 林爱华 李美莲 黄华忠 刘幼恭 侯转达 

李斯仁 林共和 刘秋英 洪高松 陈梅山 戴伟生 刘阴治 刘素娇 周伊娜 刘建良 

林紫江 侯彬城 黄少琼 林贻泰 刘辉娥 林状元 李幼华 黄金亮 谢绵友 刘跃进 

陈明华 李文英 李斯俗 刘火生 李闷水 戴新林 陈贤义 戴体明 黄国生 林清鹏 

李平水 刘生来 戴中山 陈坤成 林永明 林胜利 黄清国 李志钊 陈雪珠 余 淘 

侯昆山 吴东平 黄志明 黄基来 戴扁生 陈志超 黄记源 俞国庆 侯跃进 李向东 

黄世清 陈秋贤 陈启美 李伟芽 戴昌木 张昆明 戴锦树 李三雄 侯胜利 陈瑞云 

陈志敬 张子泽 陈婉如 刘乌号 肖东水 黄华南 李斯怡 林金星 林桂香 林文坛 

陈建华 刘震文 林良钦 侯华国 黄良旋 戴胜文 李水生 许春晖 陈允川 李丽美 

侯乃烟 侯法水 杨晓南 戴绍云 侯长城 陈晴虹 陈碧珠 黄全文 陈锦成 李木青 

侯保国 黄种平 陈清湾 黄秀莲 黄记元 叶重耕 李小明 侯开国 戴琴水 王爱加 

戴清心 周丽娜 戴木山 王爱国 黄端娇 刘良成 戴文水 

 

初中 75 届 

戴远明 李演金 黄友利 陈建福 于 明 李志红 林美珍 李华真 李玉霜 戴奕坤 

李新明 戴超陈 陈文波 李碧珍 陈跃进 黄志斌 戴建筑 李建胜 李加生 李连英 

黄耀忠 杨江福 白李霞 戴金定 刘成美 陈跃生 黄子良 黄金英 黄种思 陈景成 

李超英 刘碧玉 李筠来 李阿莉 孙玉玲 李民进 林栋梁 李咏铭 陈福明 黄 强 

李惠彬 刘新国 刘辉成 侯良才 刘爱全 李金环 李进兴 王青敏 苗木水 刘月桂 

刘跃水 李婉玲 李解松 肖双庆 李跃进 李平治 陈卿发 黄敬忠 李惠玲 戴增加 

黄洪忠 李水龙 戴殿明 肖古恭 刘志成 戴小炳 陈全星 陈移贤 陈建宁 李彩凤 

刘东风 刘从愿 黄国招 李贤瑜 戴克为 汤东平 李历民 黄坤山 李亚珠 吴奕专 

陈元省 黄荣显 李成意 刘桂元 黄金发 黄完成 陈甫生 陈超容 戴进才 刘振华 

黄散英 陈润明 卢建英 陈永南 刘联兴 林淑梅 李四治 李良才 刘元生 戴合荣 

黄晓东 刘为南 李志雄 陈清良 陈全助 李志标 李斯敏 刘志庆 李文良 刘文发 

王闽艺 戴敬安 黄水元 林贻电 林建辉 李双全 李钟荫 李丽玲 陈元彬 李益良 

戴趁兴 黄诗明 陈化文 李志锋 林春水 李金良 李建华 刘秀明 李美琴 侯德全 

李金水 柳忠平 李奕民 李斯进 陈再取 颜 春 戴建福 戴波练 黄国庆 李兴民 

陈金宝 李锦水 郭永临 刘良才 刘双购 戴少忠 洪亚臻 黄敏敏 李志坚 陈小荣 

李耿川 陈卿容 黄东华 张明娇 谭 民 陈越生 李文丁 葛秀侠 李秋泉 戴开基 

曾小明 黄双喜 江惠珠 李剑宁 李辉煌 李葆专 薛德红 刘建生 李斯曼 洪丽榕 

戴伟民 李荣春 潘忠建 袁风千 戴岩林 李木荣 林水龙 李祝愿 李斯哲 李梅珍 

黄记水 黄奕辉 黄启印 卢建华 戴纯青 李斯良 李春仁 黄建华 毛 飞 陈顺萍 

陈肖治 戴强国 李金华 张伟纲 戴建忠 洪燕燕 黄种斯 李南平 陈国贤 陈玉树 

李连春 侯达洁 李记钊 林怡懂 王瑜斐 侯乌尽 李博根 谢海滨 李斯奇 戴惠珍 

刘阿莉 李秀芬 陈鸿英 黄彩霞 李远进 陈金祥 戴桂珍 刘力军 肖洪水 林其明 

李琴玉 陈卿弼 张跃平 戴小军 李胜西 戴培发 李清标 陈追玉 黄瑾瑜 李英治 

司跃平 黄金表 李凯聪 傅记民 李素清 李连清 李小青 李如敏 陈需治 刘连杉 

丁 红 戴月娥 赵希智 刘完赞 刘诗林 黄成华 陈庆元 李黎明 陈全春 陈钳国 

李志民 黄双治 黄纯稚 谢翠霞 李全福 黄婉卿 李剑辉 曾湖水 李畅治 李服从 

李连珠 刘国水 李志忠 陈淑英 李建新 刘爱东 刘秀丽 陈孟夏 陈长发 戴互生 

陈金阳 刘进通 黄金元 陈瑞进 李素琴 李梅莉 陈紫英 李开荣 戴默琴 陈霞军 

方 琳 李进发 李荣峰 李宇益 林淑芬 黄记振 戴文聪 李幼清 曾祖林 戴超英 

刘补充 李平山 李耀华 刘保国 陈宝国 李珊珊 潘远胜 李一兰 侯金国 戴维金 



李成民 侯惠波 陈佳福 李笑英 李成春 林文博 戴着法 刘建法 李丽娥 陈顺良 

李斯生 黄如意 陈天真 戴火土 戴淑敏 黄金署 陈春良 戴鸣琴 侯天生 李春凉 

戴小福 刘中华 卢建南 戴荣乐 胡 民 刘振林 李良生 林灿文 黄金进 黄优成 

林隆花 刘党兴 李斯和 侯佑全 戴玉振 黄元林 李斯佳 戴文宾 陈暂时 刘开水 

李景辉 刘陌吉 陈胜利 陈永发 李志海 黄胜忠 陈文利 刘文华 李斯宾 孔淑霞 

李秋蓉 戴瑞珠 刘金炳 黄建全 李明辉 刘小川 刘明辉 刘炳兴 黄奕敏 李梅华 

黄朝阳 李昆山 李其宗 黄奕全 林金狮 陈清英 李婉清 侯从愿 黄水来 张丽卿 

许一明 陈卿顺 张伟纲 陈建大 梁 军 戴阿发 黄福南 陈国强 黄文寿 刘庆耀 

刘法兴 林富贵 徐丹飞 戴福全 戴福安 戴黎明 李清珠 李组织 刘惠娥 陈爱华 

李斯立 戴华工 侯道明 李清江 陈珍珠 陈其标 李阿吁 李成尝 隋 平 陈甫炫 

戴彬彬 李美玉 戴培元 戴贵芳 林利辉 李斯奕 陈秀丽 肖凯生 黄秀珍 黄成福 

陈建华 林洁花 李志敏 康成宗 戴翠娥 刘提治 黄秀梅 李邵武 于国兴 林谋成 

李成民 肖宝珍 黄照明 陈卿友 林丽虹 李岁玲 陈有利 刘进中 李建发 黄细卿 

林建置 李东闽 辛历民 刘振林 戴霞珠 侯成宗 黄秋霞 陈翠玲 李加川 戴金细 

陈圣跳 黄宁波 林贻地 戴洪生 张闽家 同 奎 陈双意 李意中 陈秋霞 黄清霞 

刘美玲 陈丽利 康章南 李育仁 李祖兴 刘惠玲 张 勤 林贻勋 陈火友 林昌伏 

戴明绿 林白蓉 林金和 黄金秋 陈清治 黄专英 陈佳珠 黄子生 白素荣 黄立明 

肖璞玉 李友助 陈碧月 陈扬洲 林淑蓉 黄瑞卿 陈秀玉 侯香姑 黄秀蓉 陈碧珠 

白素萍 李美珠 许旭明 许惠萍 戴金娥 刘亚莉 潘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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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莉 陈秀霞 李小林 陈琴英 崔向英 黄英执 黄斯拥 黄冬治 吴千姑 陈小燕 

陈卿民 陈秋霞 侯大月 李小宣 侯用基 黄岁英 李进财 黄世川 王柳斌 黄电元 

侯承基 陈卿忠 李文南 李梅华 陈腾肢 薛丽梅 陈锦辉 陈承力 吴福真 张文亮 

李春珠 陈小幼 陈丽琴 黄辉成 李斯德 李忠信 陈小英 黄青梅 陈火注 刘德英 

孙显荣 谭川福 陈益辉 李志明 侯小平 刘小群 刘梅姑 陈淑清 黄丽霞 黄良席 

李玉英 李斯章 李顺利 刘安乐 黄进福 李专英 黄志成 陈碧霞 李伟玲 林育兰 

洪子艺 潘南山 李秀云 魏锦元 李清辉 黄水艺 戴志林 谢志量 谢侨源 侯志忠 

同 运 郭永兰 寇亚军 王文兵 郑 青 寇冠军 朱亚萍 戴世良 李东山 林火星 

陈阿京 戴纯青 刘东风 王碧丽 陈红治 陈丽水 黄爱玲 陈甫贵 谢志专 李授能 

戴文水 李宝宗 戴洪碧 陈国虹 黄丽敏 安 力 张黎平 陈爱玲 贾 杰 黄连芬 

赵建凌 王遵义 吴文恩 李少萌 陈鼎良 李波水 林文地 陈文发 陈天助 陈素华 

黄明珠 戴瓜生 王丽王 李爱宝 李鸿玉 黄秋水 黄启良 戴恢复 林永备 吴东平 

蒋政开 孙加克 朱甜珍 黄永南 孙玉萍 邹金闽 于海珍 陈银河 陈集泉 李金奖 

侯志生 戴安溪 陈卿发 刘亚阳 李元水 黄胜利 李农村 戴侨成 刘志川 林建成 

陈丽清 林建会 李丽云 谢友量 李永平 李 闽 薛德梅 杨晓勤 米小赓 孟 辉 

王志榕 吴浩沛 黄根洪 黄季元 李斯恭 黄跃华 李玉芬 李秋鹏 黄志成 陈志愿 

黄金福 戴庆南 林少瑜 李志生 李岁土 戴闽山 林谋艺 戴国水 刘贮姑 许闽涛 

姜彩萍 王 荣 李明春 刘效春 张宇晞 杨晓云 曾进军 曾灿华 陈联国 陈珍珠 

黄赛玲 李幼玉 陈卿仁 李志芬 戴定玉 刘诗陌 陈韫哲 陈春联 黄奕红 黄和利 

刘陌佳 林贻来 陈华莲 刘满足 胡 萍 王丽梅 黄莉萍 李小英 古义发 孙传理 

杨东萍 刘玉心 黄山水 李金填 刘树人 黄奕志 黄瑞治 李 华 李宝华 谢文生 

林宝珠 陈景成 谢崇镇 李成斌 陈光辉 刘跃进 许慧卿 李 玲 张淑梅 陈江林 

李清波 陈双枝 黄祝英 李添福 陈鼎伍 黄志达 李中李 陈顺义 陈桂荣 黄少鹏 



李七良 黄玫华 陈淑蕊 林金余 陈建伟 孙振忠 陈进川 苏春燕 谢素玉 李润泽 

李栋良 李亚娜 杨健明 杨秀华 陈开明 林立龙 陈素红 黄金招 李安东 郭怡明 

李建良 李华水 陈德福 陈婉霞 陈小宝 李昆良 杨霞玲 陈翠红 陈少蓉 李堆玉 

李斯永 黄记清 李丽珍 陈秀娥 李金钗 刘雨水 朱小萍 俞召和 余召国 李金星 

陈紫华 李旭川 李菊阳 陈幼清 李小设 林锦聪 李岁进 李梅萍 吴秀美 黄卓良 

陈卿河 陈幼真 谢丽玉 黄奕国 刘财明 李志斌 陈琼妹 黄秀凤 陈志忠 黄立红 

陈海明 余 汶 黄心如 李美春 李灿河 李志支 陈乾坤 李韶山 陈川德 罗建兴 

陈志敏 陈聪霞 李玖兴 陈景山 李炳辉 黄河生 黄燕芹 李清梅 林博明 陈建设 

陈春景 李幼治 林婉香 陈建家 刘培基 谢碧贞 温金山 温金水 李志庆 李南美 

陈小慧 陈江忠 陈明南 陈永南 李 白 林全锦 林三文 陈丽云 陈建良 黄种达 

谢小洁 黄碧环 李培华 林昌地 陈海珍 陈玉卿 李育南 陈建原 杨通生 陈卿敏 

苏连花 卢李坚 曾丽容 陈冰冰 黄耀华 陈丽珍 陈润锡 李白燕 李平娥 李建平 

贾 伟 李能仁 陈阳春 李琼吾 黄海宝 陈丽琼 陈小明 曾连珍 谢来成 林树全 

刘加亮 陈瑞德 李文超 戴月华 侯义胜 戴金枝 李佩玉 戴水生 黄碧珍 陈秋芳 

黄振良 李美珠 李向东 黄进发 黄爱川 侯志生 戴金水 李朝阳 陈耀辉 林逢春 

李美珍 陈贴治 李进江 戴宣明 陈清俊 李瑞春 黄玉玲 陈木星 刘溪瑜 戴志强 

戴明瑜 戴缘云 黄培英 李清蓉 黄德生 李伯聪 黄种凤 黄笃连 黄进忠 陈芳萍 

戴阿蓉 戴文宾 李耀红 李仁仪 李波水 罗宝送 林文地 郑定土 戴永华 李素利 

戴阿利 戴瑞兰 侯双水 陈允栋 刘金珍 陈顺佳 陈淑玲 黄翠蓉 李泽清 陈美华 

黄培元 陈建忠 陈建能 李水元 黄志成 戴月明 黄宝珠 刘国岁 李怡萱 陈紫英 

黄碧云 李志颜 李进法 李水冰 戴培元 戴雪华 李素梅 戴培清 刘春生 侯振南 

李志木 黄梅兰 陈照星 许清国 陈瑞玲 黄财来 陈榕南 李素梅 黄金宣 戴进元 

刘华水 戴安生 吴斯聪 刘仁路 李方萌 陈梅华 黄种兴 黄巧生 陈瑞加 黄成佳 

戴丽琴 刘金娥 黄立强 戴秋良 刘汉兴 黄少斌 李曼丽 黄和国 李勇胜 李明花 

陈宝玉 李小波 黄艳彬 黄润英 陈闽定 李金山 刘柳生 侯玉华 戴明珍 李树山 

陈卿华 陈宝琳 陈桂芬 李瑞章 刘河水 陈卿算 戴安溪 李清英 李美珠 黄海电 

黄在成 刘总成 陈秋蓉 李定远 黄建全 黄宝治 黄奕金 李耀峰 李如雄 戴锦生 

戴志生 戴友谊 戴小全 刘百发 李岁阳 戴小阜 刘瑞霞 侯荣宗 戴筱华 刘斌华 

戴玉霞 黄成山 侯金标 刘天发 黄再来 李继承 黄固成 戴珍英 戴港生 黄诗川 

戴传华 戴洪程 黄玉文 刘桂英 李斯裕 李金种 刘建辉 陈志墩 黄东红 陈鼎德 

李秀珠 戴明英 刘惠娥 梁中敏 刘陌玺 戴月美 黄专珍 李洪波 戴国良 李建雄 

黄小明 李建生 梁岳川 李连双 侯清珍 戴克柱 陈成凉 戴耀明 刘春珠 黄寒玲 

林丽霞 戴锦成 刘德胜 李志民 肖永山 李阳元 侯淑珍 陈国栋 戴国明 陈 立 

戴梅英 陈 斌 李建川 戴志坚 李荣章 围盖仁 陈金生 黄水来 戴秀梅 戴木兴 

戴清洁 李秀妹 戴小玲 李幼棉 李强辉 戴清心 戴国林 黄良州 黄天从 刘忠民 

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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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生 黄慧敏 刘圣佳 林燕珍 张列民 陈允辉 黄菊敏 马 静 黄锦煌 刘天赐 

黄朝红 李成南 戴清治 洪小嵩 黄松青 李志荣 祝小玲 苏坤元 李玲玲 戴扬钦 

傅安东 陈艺峰 陈若萍 刘俊贤 李达名 赵 会 林淑敏 李 音 黄秀卿 李文福 

刘秋金 黄记国 侯春宝 陈剑峰 李雪涛 刘琼珍 吴国南 黄友昭 陈建议 李文进 

李志聪 陈伊忠 陈伯恩 林衍福 李吉刚 陈顺珍 陈秋鸿 黄山上 李金泉 傅 新 

余晓英 黄培强 刘金东 许自力 黄凯旋 黄侨生 戴清南 戴福来 黄记山 戴文生 



陈鼎乐 李小蓉 戴昆土 黄婷婷 刘佳治 林成法 黄奕源 侯建波 李文土 李明来 

戴三元 陈长生 戴少冰 黄清国 李志建 侯金星 黄肖腾 黄建法 黄岁星 李妮芳 

林贻回 陈天祝 梁岳锋 李春辉 侯建明 黄记春 李红颖 戴木水 戴建忠 刘坚强 

黄春元 李成埔 李瑞彬 王闽风 黄和平 林联生 戴德明 黄维昂 李文铎 黄泉水 

陈育民 李金狮 戴美玉 黄芦山 李雪玲 戴北平 李乌金 黄国顺 陈聪珠 黄勉治 

陈丽双 叶 全 戴火龙 李全新 黄寒生 黄友生 黄怀英 林秀梅 王孝旭 黄奕清 

黄明火 李代玉 黄金元 黄荣宗 戴胜联 吕春生 戴地元 戴燕珍 林谋财 黄坤明 

戴敏利 戴顺兴 陈建议 林秀蓉 黄月琼 林富裕 刘顺利 洪瑜斌 李平野 吴奕鸿 

李进姑 戴金叶 黄金福 黄清河 黄婉妮 刘宗成 黄梅芬 侯银川 蔡红毛 李绮萍 

陈 海 李福全 黄炳炎 谢绵东 戴文山 刘世玉 侯瑞珠 吴家林 黄建家 李连春 

李志祝 林芳远 黄连生 戴明德 李志聪 李金珠 侯军玉 戴加树 刘泽成 李建兴 

侯惠波 黄松茂 李泉源 李引幼 李聪梅 李新全 李建聪 戴春水 李静山 侯德火 

刘连珠 陈梅燕 黄良辉 戴三法 戴守进 王遵闽 戴福延 黄德妹 陈美华 黄剑明 

林贻能 黄友福 黄建业 陈华安 洪子仪 李瑞芬 戴世民 刘淑珍 李斯群 侯溪法 

黄记土 刘陌前 刘玉坤 戴瑞胜 黄金展 李志民 刘幼进 姚昌平 黄秋星 黄叶治 

李四辉 刘友谅 李亚雄 李东河 黄秀珍 戴祝生 林昌耀 陈海娥 李宝昆 戴乙卯 

刘传佳 刘龙发 黄四川 刘金林 肖文博 陈少敏 李宝荣 戴德义 吴淑娟 李惠荣 

黄金枝 黄春生 李伟平 黄伯和 梁中卿 刘启超 李金火 陈清娥 李宝元 李小梅 

陈清芬 戴加水 李成意 黄香姑 陈清港 陈婉珠 吴玉闽 黄翠玲 梁清霞 黄晓方 

陈韫仪 戴福来 李斯平 陈洁清 陈鼎府 张秀妹 曾文源 陈双喜 陈秋源 陈天生 

陈海塔 刘大民 陈丽珊 黄奕山 陈顶克 戴云珍 林诗艺 尤宝珍 李秋生 陈松白 

李加生 罗小敏 李月萍 李财我 林沿海 戴伟明 李福林 陈忠德 陈金玉 刘肯治 

陈秀菊 李其辉 陈建全 李志君 陈倩瑜 谢崇海 李素萍 陈岁珠 刘菊华 黄成业 

戴良芽 刘汉元 黄文玉 陈明生 陈尹安 黄育辉 林金娥 陈进春 李建春 刘建生 

戴良国 陈冬生 孙胜月 陈清珍 戴燕珠 黄玲玲 陈其凤 陈清沂 黄明明 戴美英 

陈炳文 李进清 陈英声 杨秀莲 李建全 陈鼎胜 李斯贤 戴丽霞 林娇扬 李斯和 

刘天生 林瑞霞 林振良 戴桂花 戴全安 李天成 李建川 郭建忠 陈梅华 黄熟来 

李珠峰 赵 琴 刘曙庆 黄超玲 陈甫荣 李建水 陈琼英 刘进水 陈回农 黄双春 

戴金德 陈金龙 李少玲 肖玉英 陈景南 李凤英 黄元泉 刘水鸡 李明惠 林金攀 

陈电水 刘水金 田建林 陈瑞芳 戴婉宣 李金龙 罗章就 刘汉章 戴振波 纪 军 

陈玉枝 陈聪玲 刘清瑞 李双庆 黄清江 刘亚和 李卯平 戴再生 林春福 李幼玉 

李成高 俞丽岱 侯德志 李维兴 侯金龙 戴明珠 李建文 陈桂英 黄东水 侯丽风 

李建良 黄火水 李文华 刘铭毅 林四治 李文珍 陈秀追 陈水龙 陈小宝 李斯景 

黄少雄 林庭宣 戴铭钦 李乐林 李岁治 李明强 李乐生 陈志宏 刘国清 侯文成 

李 楠 陈华菊 王美玉 李斯丹 侯文珍 谢振全 刘秋林 李双海 陈肖斌 陈燕丽 

李火星 黄淑珍 侯翠灵 黄种波 陈春伦 陈志强 李清华 刘尊贤 刘世阳 戴菊兰 

杨耀霖 罗元辉 戴志明 侯春才 戴喜生 戴建明 陈梅治 李耿雄 刘泰山 李玉珠 

曾祖愿 陈建成 侯林新 李志晓 黄聪明 刘福泉 戴郁珍 陈秀珊 陈有成 李建华 

温跃文 林贻握 李子坚 李荣辉 李秀辉 李志兴 戴云英 陈韫哲 戴孙庆 黄有信 

林玉英 李淑真 李朴生 戴鹏祥 李成通 刘小平 黄金魁 黄金环 李福明 侯金定 

陈育生 谢敬忠 黄昆伟 陈宝泮 黄俊杰 司宁平 陈鼎芳 刘永德 李四姑 侯昆明 

陈启龙 林莲花 戴来飞 李 芳 陈加生 戴查珍 李木强 李飞龙 陈海水 李炎同 

李天宝 李志溪 陈赐仁 黄阿夷 侯川治 谢文默 陈文川 陈志坚 李美金 林华玉 

孔建华 李志明 戴培机 戴玉珠 侯国耀 白瑞华 戴金榕 李启泽 刘亚宣 李烧姑 



陈东鸿 陈国平 李加惠 林贻放 戴秀真 李玖玉 李全福 陈国华 陈克服 张爱菊 

陈福进 吴浩勇 李清美 李斯勇 李淑英 李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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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智刚 刘国富 李日茹 黄紫青 刘新兴 李祖权 曾祖德 陈金典 陈志福 黄姬芬 

侯金农 侯文彬 刘英雅 辛斯文 陈秀丽 黄金裕 李清华 李星泉 陈慰珍 陈小燕 

黄进财 陈淑兰 侯丽珠 李斯福 李青霖 黄涌泉 李谦治 李小英 李胜发 李育新 

李二进 黄思楚 李彩云 潘新国 陈琼英 陈紫辉 黄丽卿 陈志华 李婉珍 陈照西 

陈绍玲 侯丽莲 李关荣 李华分 陈志文 侯特武 陈小梅 黄金珠 刘国士 吴锦恩 

李清梅 陈江虹 黄惠莲 刘奋兴 李顺良 李文良 陈秋红 刘兴章 李子蓉 李泽川 

黄秀芳 李碧玲 黄天福 郑淑英 林文兴 刘海滨 陈美玉 黄志敏 雷远腾 黄华国 

黄爱珍 李世见 陈其南 陈亚生 孙头角 李华玉 黄腊治 李顺源 陈连英 刘景川 

黄剑峰 刘艺彬 侯成川 李丽云 李金树 李淑萍 侯丽芬 陈幼才 李恋英 刘连胜 

黄超波 李斯土 陈扬声 刘秀恋 刘国土 黄宝华 讲贵生 黄小波 黄东景 黄泉来 

陈福民 陈尾姑 林灿敏 侯福民 李小福 刘忠文 黄金山 侯阿利 李梅香 李灿华 

陈金土 陈惠英 刘建新 马美云 李小春 李碧治 谢建国 黄清辉 刘连琴 陈川贝 

李玉峰 黄婉瑜 李小红 黄秀芬 陈允彪 陈赐福 陈文辉 侯镇发 刘建华 李专治 

李小云 李斯土 陈剑波 侯志国 陈丽金 陈秋丽 李志南 李文彬 李三发 陈允兴 

黄春霞 侯丽明 黄桂梅 李彭涛 李淑宝 陈小林 刘秀锋 李志燕 李志珍 李梅峰 

林瑞生 黄奕清 陈昆庆 黄宝阳 张莲娇 陈扁治 刘银生 李桂芬 侯阿朝 陈娇成 

陈庄妙 戴评煌 刘金生 黄金胜 陈玉成 陈鼎明 李亚丽 黄淑芬 李平生 陈瑞莲 

刘平阳 刘培卿 李小玲 侯金忠 李建福 李宝良 方安妮 刘金助 黄成福 罗斯文 

黄清山 黄山河 李碧玲 黄顶水 李金益 陈显祖 陈建福 侯仁志 李木良 陈森治 

李小东 黄秋霞 侯宝治 郭金发 梁秋莲 黄艺治 陈丽春 黄亚玲 陈金木 李建平 

刘灿玉 李建设 陈友土 黄元敏 陈进福 陈文贤 陈群才 罗幼宁 黄全秀 李建业 

陈秀玉 李文明 李旋益 侯树荣 彭小玲 李培勇 李若望 黄宝石 李培华 黄石山 

李丽风 陈育红 黄琼清 陈镇安 罗奄生 侯智常 陈忠义 李建国 李斯土 李文森 

陈兴仔 黄志坚 李金良 刘陌钢 陈启着 陈小珍 黄火成 黄德林 李志明 黄秀明 

陈贵霞 陈小英 陈国林 李顺乙 侯少诗 潘淑卿 黄玉芬 陈春玲 李琪水 李志远 

黄种明 李福文 林进福 黄天送 李小伟 罗乌详 李清华 李求明 戴绿绮 李忠明 

李志成 李少明 陈日良 刘志基 陈子斐 苏韶荣 黄秀红 李文荣 李斯朴 李景秀 

黄亚娥 戴秀云 陈丹红 陈添水 刘金星 侯平西 李金娥 俱荣立 黄金奖 李振忠 

陈江河 陈秀玉 李志明 李爽明 刘从愿 李文卿 刘成义 李小祝 李坚忠 陈永泉 

黄国强 李金成 李改良 陈玉环 陈爱珠 吴宝生 戴润英 陈桂香 李志春 陈建春 

李苏秋 黄锦章 刘陌铁 陈瑞珍 李志杰 陈卿南 李坤英 刘芬芳 李金章 李辉瑞 

刘缎治 李杭英 刘志坚 刘堤发 陈晋文 刘进发 李幼英 陈佳福 黄瑞清 黄胜发 

陈俊明 陈万聪 陈忠林 侯华山 戴金水 黄聘瑜 李金石 李宗荣 黄玉妹 李金山 

陈清芬 李桂珍 李建新 陈更生 黄培德 戴三志 陈清治 黄加福 陈婉玉 黄进来 

黄成立 刘惠珍 陈 萍 黄幼珠 李来土 陈榕秋 李淑治 庄东红 李双成 陈滨龙 

刘陌宝 陈安英 黄种坤 李瑞珠 刘美珍 李碧玲 李淑华 陈素云 黄秀明 刘清珍 

黄在发 李东生 李淑宝 陈淑琴 陈淑治 黄金土 陈少雄 刘惠世 黄碧英 李文利 

陈丽蓉 陈菊英 陈玉梅 李坤水 李春源 陈昆芳 刘锦珠 黄元海 陈桂珠 黄丽芬 

李建泉 苏婉珍 陈幼专 李巧灵 陈雪珍 侯金机 黄美华 刘幼珠 陈鼎发 侯太安 

刘龙守 李卿湖 陈梅荣 黄玉美 刘双田 陈秀丽 陈秀萍 李火盛 潘忠强 陈鹏宗 



侯双全 刘露华 李德才 侯志强 刘富水 黄勇成 陈火龙 李铭基 陈木水 陈小杉 

黄成裕 李碧英 侯四一 黄丽萍 陈丽川 黄再成 黄国忠 黄月珍 陈翠兰 黄清波 

黄奕拥 李斯文 李三良 刘丽娇 陈金波 李阿婷 黄金盾 戴 旋 陈清西 侯聪明 

李丽王 林老仙 黄丽梅 李春发 曾敏华 陈明土 杨明进 苏永裕 杨剑波 李勇田 

罗 劫 陈宝川 陈卿顺 刘宝忠 李金土 黄培珠 李金城 李锦丽 黄水山 陈亚榕 

李成专 李小玲 侯新全 刘德顺 李庆忠 刘美裕 陈卿瑜 陈美治 黄力健 张火节 

白瑞德 王柳斌 张建全 李要民 陈生长 李志福 刘文辉 陈幼明 陈丽声 黄树林 

刘协春 李毅敏 黄招亮 李梅花 黄德水 李清敏 李德麟 李平阳 刘汉忠 陈志福 

王槐生 孔淑珍 贾 勇 曹丽萍 刘力鹏 戴加财 李尚娥 李意中 黄泉星 刘四治 

刘财发 谢硕祖 陈松根 陈丽芬 李维木 陈丽燕 李少川 陈燕红 陈论海 林瑞尝 

李亚怀 戴田增 朱菊珍 丁金珍 王志斌 陈 波 温忠文 陈顺意 陈美莲 陈清祥 

黄培福 谢崇裕 黄清来 谢振辉 李阿琴 陈丽娥 黄记坚 李海姑 李忠南 刘梅玲 

李建良 黄榕萍 刘培昆 刘少聪 于海波 陈宗泉 黎红英 卜妙良 易 闽 方金意 

李金量 李剑良 侯丽丽 陈志强 侯宝青 刘文德 陈梅兰 刘德建 黄种芬 陈育英 

李德红 李桂珠 侯明清 黄碧英 林照耀 李闽昌 张国建 卢建强 丁 群 李小莉 

张庆春 刘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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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建 黄源来 李建林 陈建林 黄振才 侯险姑 曾小清 李燕凤 李进华 陈灿煌 

李霜涛 李炳辉 李劲松 留小芳 李红兰 李施珠 李进桐 陈志强 李进辉 陈梅玲 

陈志成 赖彩娥 黄少鹏 陈加辉 陈振辉 李考生 李雄志 黄灿灿 傅安影 黄经艺 

林阿丕 沈利民 陈春明 李佩芳 黄德昌 黄成业 陈良德 陈桂林 郑琼茹 陈贤良 

陈灿辉 黄秀霞 陈远达 邓玉华 许穗兰 林贻忠 黄裕平 刘金钟 李坚林 苏毅玲 

戴国珊 陈贞祥 黄种福 方 和 方伟宏 刘团英 陈小强 李秀明 李爱珠 黄文质 

谢瑞琼 刘小斌 李玉燕 陈国亮 陈少云 黄冬娥 雷燕鸣 刘文良 李水升 李佳庆 

刘竟敏 李丽珍 陈昆慈 郭 玲 林贻培 黄辉煌 刘德贤 李婷婷 郭幼凤 黄金再 

李成竹 刘加和 谢伟力 李俊生 刘美连 李文举 温金琳 潘琼英 陈子华 侯伟波 

黄燕平 侯大才 黄清波 李全明 黄少良 侯顺珍 李斯海 黄澄清 刘德成 陈祥治 

谢爱梅 刘晓华 李春怀 李小刚 陈允裕 李志强 陈丽萍 黄土来 王建纯 陈美玉 

李志雄 黄向阳 李进法 李瑞仁 李挺秀 陈伯如 陈婉珠 雷一鸣 刘建金 李伯发 

梁黎红 薛 蓉 黄秀明 刘瑞仁 刘金法 李晓瑞 李 荻 刘晓红 李四梅 林添水 

李南益 李玲玲 张 强 黄记林 金 琦 李文新 陈添勇 林富春 陈飞联 李铁静 

黄锦珠 潘种科 黄卫东 陈惠菊 李良水 陈秀美 王建强 陈丽清 黄炉川 黄双清 

李泉福 陈自宝 李建业 李定法 陈卿辉 陈锦华 李水土 林永昆 邓 彤 傅燕燕 

李宁波 林贻朴 黄玉妹 林清良 蔡煌煌 陈锦红 李志勇 李秀燕 杨玉霞 刘朝霞 

李远望 陈南生 李 军 戴闽湘 陈冬梅 李碧英 陈文福 黄记心 陈建良 黄小梅 

陈小蛟 李秀梅 陈加龙 黄宝谦 李惠兰 李晓文 朱灿阳 李阿四 林国志 李志宁 

陈晓丽 刘以信 黄真珠 侯清珍 黄佰和 陈金福 陈婉芳 黄碧枝 李梅珠 李成堤 

黄守土 洪幼卿 黄秀宝 林幼珠 陈南洋 刘助明 杨建良 李中文 崔 锦 侯清英 

李协民 陈天赐 李电明 林文忠 刘佰添 李玉燕 陈峥嵘 黄淑敏 李景志 黄甘敏 

陈玉香 李成忠 林提姑 黄美卿 侯柯治 黄秋霞 李海燕 黄奕连 李燕文 刘文辉 

李龙益 李建全 戴良胜 陈撵芬 刘惠娥 黄方石 黄友志 孙北战 李泉铁 黄建全 

陈秋华 林金电 谢瑞清 林贻典 李玉竹 吕志勇 裴 清 李成堆 许培坤 刘文艺 

陈一舟 黄 怨 黄明华 刘婉茹 李桂莲 陈佳水 林淑清 李成典 林小玲 陈清峰 



李志明 马 力 陈 坚 陈晓明 黄玉珍 黄立坚 李建才 郑东红 李水龙 徐海方 

李惠玲 黄记兵 陈玉玲 陈彬瑜 陈秋玉 李清珠 郭永军 刘明城 林良成 陈勇德 

李毓玲 李水狮 陈成法 李玉芬 李斯平 黄宏元 陈卿福 林乾松 赵新国 黄婉华 

白瑞春 方立群 陈幼才 陈美奕 裴 军 王瑞明 李唯真 李志超 杨早红 黄福才 

李瑞珠 黄水车 陈华龙 黄梅珍 陈琦芳 林婉华 黄双珠 黄碧清 李永国 侯义珠 

陈榕梅 戴少本 陈耀辉 刘树兴 李小买 李显金 刘彩虹 黄金星 李足限 黄炳辉 

陈炼铭 刘秋香 洪铁钟 李锦华 李志彬 李丽清 刘春阳 刘文进 李志坚 陈少林 

陈朝阳 刘天元 许育生 李永红 陈金龙 吴志强 李志忠 陈炳良 李岁惠 黄东升 

戴双辉 陈海燕 黄清安 马美琴 刘良辉 陈添丁 陈春风 陈夏阳 陈月珠 黄连则 

黄勇生 李志强 李 丽 李清梅 谭 珊 罗雪娥 李宝玉 李斯福 李文鹏 刘幼玲 

陈燕清 陈成家 陈培荣 陈丽萍 陈鼎陆 黄海山 林木兰 陈小玲 黄清华 黄贻敲 

李金龙 李永辉 陈文金 刘奕川 李清华 黄建荣 黄朝华 陈志敏 黄华阳 陈福仁 

李瑞基 林春明 李小珍 陈冬宁 黄金印 梁 艳 李家才 罗建全 陈亚阳 李越生 

乔华响 黄四清 李美维 刘加栋 刘文超 侯秀青 李志员 黄燕彬 黄清辉 李秀密 

李文辉 黄振安 陈运珠 李丽清 李惠玲 侯玉珠 林雪娥 陈佳程 李丽美 陈大招 

郭金丽 李建华 谢建国 李燕尔 陈炳富 侯丽华 林小清 陈丽蓉 林贻国 陈志胜 

黄蓉英 刘清良 曹小华 刘波水 陈竞珠 侯梅华 刘小胡 侯汉水 侯成佳 林金星 

林贻尚 陈福安 刘丽清 李美蓉 林冰原 李志扬 陈明辉 陈长福 陈台填 刘陌志 

陈丽芬 李碧华 林来旺 陈全生 林 云 陈连春 黄福元 黄国土 李曼山 黄碧珠 

李青松 李宝治 李文东 刘友柱 黄友福 李育梅 陈月珠 黄海源 黄玉真 林美云 

李翠芬 李庆英 黄林辉 李三珍 古丽春 苏宝玲 黄金炎 林金奖 陈国良 黄梅霞 

陈春水 刘金斗 黄明山 傅彬林 王瑞美 李声明 邓建丽 黄炎生 洪建财 陈玉贤 

黄连土 李惠菊 黄清玉 李庭丰 侯金梭 黄种年 李志平 侯建南 陈建东 陈秋龙 

李建福 陈泉水 黄斯庆 李幼治 黄琼华 李金源 李忠阳 李泽良 刘瑞兰 李选英 

黄金锭 陈惠芬 侯德水 黄清洁 陈建宁 李燕燕 陈清珍 李文贵 李锦坚 潘银苗 

李雪清 黄梅芬 李玉桂 李培芬 林海云 李桂兰 黄银环 黄水来 李明松 黄素华 

李斯礼 李惠玲 侯应清 陈宝珍 李良全 李幼琴 叶丽琴 李法能 李翠英 陈小贤 

李双双 陈裕泉 苏婉玲 黄金拥 黄金星 侯建川 林进发 陈金炼 林小明 刘振生 

陈燕辉 陈聪玲 李辉南 戴新榕 戴志萍 陈玉瑜 李清红 林文溪 李远红 郑乔木 

刘金积 李小兰 林进昆 陈秀云 黄汉杰 刘明英 陈月娥 李金本 李斯音 陈海英 

李秋菊 李金莲 陈金华 李桂华 李裕珠 李祝治 黄猛烈 陈旭明 林启瑞 李聪莲 

刘宝孟 刘侨南 李保民 李秀宝 侯金土 陈翠阳 戴胜海 刘渊元 侯定国 侯彩花 

李斯荣 黄火泉 陈美英 侯巍生 客国生 李金聪 李双龙 陈明泉 刘炎林 陈丽芬 

侯德财 黄雪美 李淑珠 陈小春 林金镇 陈彩云 李素珍 黄辉庆 李顺源 李艳山 

卢建强 陈土水 李中山 陈碰英 陈明红 郑定元 傅安腾 王建中 陈仁湖 汤亚平 

李少华 刘少红 陈少海 李燕霞 陈建辉 陈文生 陈建良 刘润泽 戴德才 黄丽卿 

黄宝珠 黄移花 李小健 许敏安 曾丽春 李莉菁 苏光明 黄小霞 李斯立 陈加兴 

陈尹胜 李小玲 李斯畅 李建国       

 

初中 80 届 

刘美珍 刘财强 李文智 黄建蓉 李少华 谢清禅 林韶红 李小荣 李全梅 李秀美 

黄炉平 李清海 黄 萌 吴连珠 陈东阳 刘作意 王玉环 杨旭东 李加明 李 文 

黄顺意 王 威 陈成良 黄招沅 李婉丽 黄小敏 戴滨芬 黄德辉 黄爱民 陈珍珍 

黄星河 黄超瑜 黄围远 李春洪 黄菁芹 蔡丽芬 黄应章 李清英 刘川水 戴少锋 



黄德昌 李志蓉 陈芬芳 林小茹 李玉玲 李若葵 李贵平 黄雪英 肖全闯 陈丽霞 

侯德财 陈政全 戴建曾 侯进水 黄朝霞 陈玉峰 侯文生 陈仁湖 李俊松 黄华明 

黄友华 洪世杰 李清珊 黄晓红 李志雄 李福良 李若丹 郑海英 李文兴 刘俊强 

李秀风 戚云峰 陈贵泉 杨燕花 潘舒桐 黄围玉 李丽红 林金龙 黄志江 李玉玲 

戴建东 谢建置 刘高清 李金祥 黄婉芬 林华安 黄火龙 黄种劲 戴琼珍 陈小蛟 

李东晖 李清泉 李莲英 李向阳 王建生 林水龙 刘文龙 刘海水 贾 建 陈台唱 

李弘敏 黄文生 黄奕土 董青云 李燕玲 戴清泓 侯建文 李文艺 戴阳平 李丽清 

陈志坚 黄跃明 李清兰 李燕真 叶家振 陈小国 李梅华 李惠英 黄胜利 李火红 

李梅珠 陈创业 李清燕 谢素治 黄爱玉 吴江鸿 温兴文 戴志明 戴爱民 刘注珍 

曾小清 李海鹰 陈梅英 李金树 吴金额 李河山 吴炯明 王海英 李玉珍 侯文波 

苏春晖 黄金盏 李蓉英 陈蛟水 黄旭日 石玉泉 林淑明 陈育青 黄慧敏 林江水 

黄梅珠 蔡小洪 杜学玲 李春水 苏梅莲 傅万里 李志新 李斯霖 黄聪梅 刘晓云 

黄赐福 李建业 黄丽清 高信达 陈山水 李永水 傅建红 王志刚 陈汉良 李梅红 

陈冬玲 李庆忠 黄金霞 林丽萍 侯联许 瞿 文 黄只英 陈昇宾 陈泉源 陈梅霞 

黄琼梅 李连生 黄江明 黄丽华 李世英 陈安顺 陈卿祥 陈明红 李明辉 李清平 

梁 兵 黄素梅 黄志红 刘德裕 陈文辉 李艳山 李园生 黄清珍 李小川 陈爱华 

卓志雄 陈志良 林惠凤 李福泉 刘丽胜 陈竟雄 刘开生 黄震川 刘美珠 戴旭军 

侯曙勇 黄维攀 黄莲花 黄志强 黄爱国 肖清水 李爱英 方永杰 李天生 侯国明 

李志强 李新蓉 杨东海 黄建安 林银良 黄小珠 陈腾蛟 丁 文 林志坚 戴孙慈 

李岁丽 李荣新 黄种德 黄淑蓉 刘阿三 张 梅 林少玲 林贻建 林秀美 李斯平 

李清水 陈庚新 李变治 李丽萍 黄瑞华 李连财 李培玉 陈卫红 林艺龙 李碧珠 

林越华 陈培贤 陈全义 方玉麟 赵新征 刘茂林 李龙南 黄朝仁 侯梅英 林琼英 

林瑞忠 李宝玉 李连生 杨剑英 刘继军 林丽珠 陈爱玲 林贻书 林锦凤 俞志强 

陈莲英 林金进 林联灯 潘幼珠 戴木阳 陈东阳 陈锦华 李建梅 李锦华 王红梅 

李惠玲 陈达鸿 李气英 刘艺兰 李天星 刘德昌 郑民雄 黄奕顺 谢文竹 唐志军 

李进春 田 兵 陈婉琼 陈彩云 李碧银 林长春 李展平 刘福成 黄燕珍 黄建树 

林安定 

       

初中 82 届 

(1979-1982) 

陈建筑 陈河山 陈强气 黄少凉 吴金赐 李东水 林文嫩 黄琴连 李清英 黄少纯 

李足瑜 康志强 黄种京 陈小珍 李宝珍 李定宁 黄桂花 李慧珍 李锦霞 黄清梅 

刘宝玉 傅文溪 李守元 吴竹林 陈幼治 黄引力 戴丽蓉 刘福生 李紫川 陈文超 

潘梅才 李丽蓉 黄瑞花 李杭水 陈益文 谢蔚琳 侯志明 李志红 侯玉娥 戴永裕 

侯太忠 陈乐梅 李敬东 李志强 戴团美 李海阳 陈春红 李立法 陈翠林 黄印新 

李智良 陈小玉 侯金珠 李瑞英 李宝珠 李斯权 李文胜 李文真 彭德东 陈志文 

梁子淮 陈允法 李亚红 李美英 李斯昆 祈金忠 黄清玉 黄爱忠 潘文艺 戴文平 

陈成长 陈 锋 李志溪 侯世杨 陈育加 陈灿辉 李永育 戴四来 刘彩云 林贤辛 

李顺兴 陈东文 李惠玲 李灿东 李朝晖 潘从愿 李昆彬 戴晓红 刘双龙 陈丽宏 

李清珍 潘云峰 陈福全 李玉贵 陈金辉 杨柳青 戴祖连 戴景阳 刘忠阳 吴加宝 

陈清英 史灵梅 陈秋华 李明德 黄东航 刘秀萍 黄居仁 李瑞阳 刘俊杰 李建业 

林桂云 黄小燕 李德福 吴建源 梁 雄 黄明贵 黄文前 李志刚 黄文彬 黄占梅 

李建国 刘宇波 侯惠阳 李晓东 洪明华 陈再发 刘龙兰 戴继亢 戴羡曾 刘江萍 

刘福春 陈小玲 李婉沆 陈腾辉 黄宗宝 李福忠 刘向农 李岁旋 李清美 戴松青 



陈玉燕 苏德生 李梅珠 侯四清 刘建明 王燕华 黄胜仪 刘福清 李宝宝 李燎原 

陈海英 陈文珍 王平平 黄金发 戴锦萍 刘灿林 戴惠平 陈清梅 刘志强 黄种利 

郑万伟 林谋清 吴巧明 李青梅 岳建强 李宝辉 陈徐惠 黄朝阳 陈鸿美 黄尾治 

黄文发 罗满仪 黄斯川 黄南海 陈江山 刘陌团 陈志敏 李淑珊 戴卫平 李志良 

刘小波 李秋容 黄志茂 黄种顺 侯秀美 戴凤沙 刘育红 王朝阳 戴琼林 刘玉宝 

黄桂珠 陈 文 陈华英 林春彬 洪 健 李素清 郭宝凤 黄东阳 李月双 陈彤菊 

黄秀燕 林文钧 黄世洪 林小瑜 施谷雨 李成坡 李春英 黄守才 林贵珠 黄远平 

吴清艺 戴乘风 李丽霞 李阿敏 陈文进 林建龙 吴或青 黄清良 黄小月 刘文真 

谢少滨 陈景阳 李玉香 黄仲明 洪惠莲 林宝清 黄春玲 吴拥军 刘汉全 陈伟玫 

戴 伟 李加从 黄少鹏 黄逢源 陈荣桂 陈甫杰 李斯满 林新康 陈成国 陈朝坤 

陈国彬 李贵红 郭爱民 陈春英 杨建西 黄鸳鸯 陈红玲 黄志丰 李文川 林全胜 

邱林兴 黄燕斌 陈爱国 黄惠霞 李进财 李丽琴 陈玉珍 黄双治 林跃兴 李昭阳 

雷劲松 黄玉真 陈小婷 李培英 黄志波 季斯法 黄惜治 侯建设 李红兵 陈瑞华 

黄水龙 林四海 黄和杰 林建安 陈文波 刘明华 林昭明 黄友志 林跃忠 李小凤 

陈瑞春 李满堂 黄立新 陈秋宏 曼阿梅 李东华 李清芬 刘华国 黄富成 刘宝珠 

李秋蓉 侯特龙 戴建财 李美玉 陈江柄 黄玉琴 李瑞真 李丽红 侯明珍 傅新晓 

何德兴 许劲松 傅素白 黄美英 刘智林 林爱茹 刘祥林 吴亚侑 黄梅州 李志坚 

黄丽梅 李文辉 戴文生 陈再福 林建军 林南华 褚玉玲 陈晓红 李志粘 黄文琴 

陈延平 李山水 黄非洲 陈回水 杨煌娟 李丽蓉 李四英 陈雪瑜 李志淮 刘小坤 

林评估 黄佳玉 戴伟文 黄军霞 李少瑜 黄双龙 李荣辉 侯建春 刘水春 李华英 

李婉珠 陈文峰 戴树煌 戴小芬 林冬进 陈忠实 戴双全 陈春梅 黄建基 黄荣辉 

陈志伟 陈培忠 苏永权 朱凤玉 李志敏 李永安 黄水平 林焕春 许清洁 黄双泉 

李锦山 林瑞意 黄玉英 黄仲远 陈亚强  

       

初中 83 届 

(1980-1983) 

黄志伟 侯取灵 李伟群 李华阳 李丹阳 林光灿 李荣职 陈海东 李维水 李爱华 

李清娥 王碧清 林志坚 潘舒昭 李志明 林小文 陈 宏 李惠清 吴俊德 陈媛玲 

黄素梅 陈引欣 黄建彬 陈瑞典 李旭东 陈清良 李建蓉 黄厚原 黄福清 罗小善 

陈巧莹 戴佳珍 谢婉杰 陈秀丽 黄维生 黄剑洪 傅雅芳 李小星 李清霞 黄立新 

刘宝法 陈梅英 刘文杉 黄汉宗 陈彩宏 黄银川 李海鹏 陈国裕 李朝晖 陈宗江 

李文伟 陈卿贤 郑 怡 李翠芳 黄源福 李阿苗 陈建辉 李琼瑜 雷建如 侯红兵 

黄文山 潘茵波 李卫东 黄朝阳 陈益民 谢文章 刘金灿 刘汉如 李春花 李劲松 

黄陆宁 李丹伟 李怀阳 黄清泉 李一为 陈灿生 肖秀香 刘跃生 李志明 黄小美 

李金玉 陈填坤 戴祝安 黄武生 苏妮妮 李伟斌 黄昆明 黄东丹 陈进明 李丽红 

陈党恩 黄炳川 杨庆辉 葛训海 曾国龙 黄文辉 陈小良 林生财 李景统 陈海燕 

李锦霞 陈桂平 戴涵宇 戴灿辉 黄金山 施瑞金 李向军 李中和 谢平华 陈子勋 

陈远蓉 黄碧英 陈志忠 戴剑煌 黄连枝 陈瑞英 曾三忠 黄瑞琼 黄德兴 陈丽明 

黄文胜 侯邵明 姚天生 陈彬霞 颜丹红 陈硕学 陈文殊 黄开发 李小珍 戴育群 

李红旭 黄种清 李日新 陈台坚 陈素清 李高乐 吴加林 杨燕清 侯全对 刘梅治 

黄财加 陈德被 李小春 黄珊珍 侯金莲 李宝泉 陈聪梅 李春红 陈成业 黄再兴 

李建宁 戴煌生 陈召川 刘冬梅 黄丽珍 李胜利 黄清霞 李智明 黄超群 陈美凤 

林文水 陈卿讴 黄亚兰 李思明 林算姑 陈添进 李志基 李淑芬 黄再基 李斯木 

陈双英 侯土胜 李文远 李电土 陈晓红 侯建忠 林秀春 陈丽影 李文红 黄伯安 



陈奇栗 李丽萍 林小红 戴继锋 陈丽霞 李小英 林填真 李丽明 李加火 黄雪琴 

李河山 雷婀娜 吴金颖 李秀霞 陈红杨 黄电水 陈连水 侯春水 刘国宝 林婉茹 

陈惠清 陈宝珍 吴耀国 李婉花 黄国光 陈志毅 黄梅滨 陈艺红 张福安 林金榜 

张秀玉 林鼎勇 黄霎霞 黄文良 李秀玲 陈顶进 谢周玉 侯永胜 陈江山 陈培德 

李斯本 陈家宝 李丽玉 黄志加 陈国荣 卢建宁 李斯宝 李足实 林来赐 李清梅 

陈巧燕 陈月良 黄秀药 林海欧 谢建财 潘越梅 黄来珍 谢朝元 刘桂香 李秀斯 

陈文忠 李美珍 黄清香 李秀红 陈幼燕 侯清梅 李莲花 陈劲松 陈慧玲 陈抚勇 

陈梅蓉 李四宝 刘清云 陈华庆 林国荣 吴梅玲 陈杨波 林丽端 陈宝珠 陈台强 

陈卿梅 陈美莲 谢锦裕 李清云 黄翔燕 黄清金 陈万丽 李燕梅 黄清河 黄文华 

林丽端 傅亚东 李万辉 李炳南 黄丽琴 黄亚环 黄霜蝉 吴旋毅 黄荔琰 刘定贵 

黄秀瑜 黄文芳 蒋丁标 李秀娟 李丹红 黄梅蓉 黄志超 林春兰 黄春成 方 平 

陈阿旋 陈志明 罗激扬 李东升 黄记德 陈志忠 黄文华 黄福兴 李淑芬 李建发 

黄海滨 李志和 李丹梅 黄添福 潘小灵 侯达杉 陈灿灿 陈金标 李三兴 黄文胜 

黄梏洪 侯清彬 陈子笃 李金彬 黄丽珍 陈永红 林淑花 李斯南 李建从 侯永红 

刘雪霞 李忠耀 黄东坡 李文良 陈小英 林开明 黄世明 陈添成 李卫江 黄东海 

李丽萍 李丽蓉 李金阳 林燕娥 李清珠 陈玲华 林跃森 黄少元 杨耀新 李志陆 

李秀娟 刘金吉 辜立新 张文凯 

 

初中 84 届 

(1981-1984) 

林晓明 陈辉常 李长春 洪学艺 陈清海 张文标 李联基 李成敏 林晓川 黄秀辉 

刘榕耀 吴武斌 刘建仓 林茹凤 陈振畅 潘运苗 李金尚 黄秋霞 黄小平 苏沧桑 

戴绮玫 李华珠 黄金土 盛继红 刘建财 陈竞祥 陈季军 李向梅 黄婉清 谢春霞 

黄忠辉 陈万法 侯金良 郭保安 刘文玉 陈建平 陈玲珠 陈忠义 王平愿 黄燕华 

李志春 刘碧英 侯桂珠 罗世强 黄来平 黄银珍 刘文庆 戴锦绣 李上水 刘国富 

梁 兴 林进水 黄加土 李清红 黄世北 陈富良 吴晓晖 李斯文 李明霞 罗小农 

黄祖市 陈志忠 李文聪 黄金枝 李幼梅 戴明水 陈志新 陈江河 李幼兰 苏锦起 

吴群毅 戴丽红 黄招蓉 李金财 李小玉 李丹红 黄春阳 黄朝阳 李向阳 陈勇裕 

陈昆明 黄金波 陈 妍 侯流生 陈川明 吴乘风 刘陌超 陈清霞 黄秀梅 林谋全 

李杨贤 黄记雄 李文红 李秀文 林春生 李东芳 戴志明 李金土 陈金忠 王向军 

黄志鹏 黄文发 戴水龙 陈进发 黄浦江 陈金标 陈安全 戴粉英 苏侦兰 黄有水 

林浧南 郭小平 李秀玉 黄雪霞 陈元春 黄华沙 陈良水 陈元明 陈天补 黄元楚 

黄金欧 李淑治 陈华山 陈美华 李宝财 李丽萍 戴木生 刘敬贤 林剑峰 黄建杉 

徐建宏 陈奇阳 陈安源 李梅红 戴惠莲 陈金旭 李加才 李鹏忠 李成业 黄建明 

陈海林 黄书团 郭建新 陈小兵 戴安池 苏亚伟 陈秀聪 侯梅星 黄鸟蕊 李永忠 

侯建忠 王增荣 李紫霞 李成松 李志愿 李共龙 刘艳美 陈昆滨 陈川菊 李小尔 

李爱玉 侯振顺 李志良 李宝玲 李文胜 谢培娥 陈育才 李鹏飞 李小文 陈海滨 

李冬梅 李 毅 陈碰治 黄清河 苏清华 裴 芳 李丽敏 黄荣耀 陈联珠 黄东霞 

刘建宾 黄桂珠 陈鸿辉 陈燕玉 黄侨飞 陈宝建 刘富春 陈小滨 李斯民 李文艺 

黄秀敏 林文桥 刘钢水 侯清梅 李三英 李斯荫 林金钟 戴灿灿 潘楷铭 刘建新 

高 焰 李志军 黄小红 林福然 黄龙传 李淑美 苏宜宣 黄丽梅 陈木梅 吴玲玲 

陈允彬 陈东霞 李永胜 黄婉真 黄再水 李秀丽 蔡瑞宝 黄建明 李冬梅 黄志强 

刘文辉 陈淑玲 林胜利 潘冬梅 李智勇 李冬梅 刘文乾 侯朝阳 李幼兰 李清怨 

李建福 陈清珍 李福泉 傅茂忠 李斯陌 陈月琴 黄文发 李志良 陈小川 黄欣欣 



李梅玲 杨耀军 黄片聪 李秀枝 黄宏江 侯向阳 李美真 戴仰祖 陈文霞 杜春阳 

陈惠兰 陈培成 李福明 李越梅 戴添文 李振望 李文辉 林跃坚 陈颂东 刘振忠 

陈鹏水 李斯泉 侯云清 黄志坚 陈春巩 陈丽卿 陈允贤 陈东红 李玉琼 黄建华 

侯文玉 戴爱社 洪水发 盛 辉 刘清键 李秀萍 李斯荣 刘振家 李清白 李惠玲 

林德明 李河幼 李仁安 陈艺红 戴翠忠 李文婷 黄雪蓉 薛 文 黄和平 林庆华 

陈素玲 李强生 陈飞琼 蒋清清 戴庆明 苏茜茗 李新社 戴金锭 戴文伟 张文龙 

李锦珠 李添志 戴德郎 侯文胜 潘和春 黄建全 林谋成 黄明德 陈卿忠 李 萍 

林瑞益 黄春福 李金炉 潘劲松 黄瑞璧 刘宝安 李文洪 林清珠 刘劲松 李建辉 

黄文玲 黄自力 侯明水 陈成志 戴翠琼 陈长春 刘加阳 林育昆 李丽蓉 刘晴旸 

黄玉梅 潘辉煌 黄诗全 蔡谦信 潘伟升 陈建聪 林香姑 陈全胜 戴大目 李培清 

黄玲玲 李锦龙 李忠虹 陈文波 许高取 刘伟聪 黄金街 吴秋林 黄金加 侯冬梅 

徐海东 陈建志 林武振 李赞福 侯永辉 李美云 李振宁 李永红 黄金龙 黄天水 

防慧君 李怀波 陈文婷 刘建昌 陈桂花 陈清南 李艳丽 李晓云 李志勇 李明瑞 

陈巧阳 黄加明 陈宝铭 李春燕 黄永安 李朝顺 肖志坚 李臻臻 李奋勇 黄洪良 

陈健美 林志成 陈小青 刘加福 李志发 林立欣 李志瀚 刘小春 杨梅生 张双双 

陈 阳 陈秀玉 戴国专 傅成胜 陈辉龙 李文良 黄金木 李斯勇 李建业 刘好倾 

陈培贤 李清恋 黄志锋 李文杰 李向阳 李志胜 李振坚 黄紫元 黄龙华 肖红孺 

侯达彬 陈仲舟 李秋客 李振辉 戴婉婷 张炯锋 李秋阳 刘萍华 林培昆 黄水洋 

戴静蓉 黄丽珍 陈超阳 戴连财 李文良 戴剑平 李婉玲 陈美华 李燎原 刘晓权 

李爱玲 刘淑卿 林天胜 黄辉民 李金珠 李泉福 黄明哲 黄东明 李景良 张静如 

李瑞兴 林建华 刘兴元 刘文芳 罗满足 陈添辉 黄杰辉 黄清海 陈丽梅 陈桂兰 

陈月霞 李 杰 李建林 刘丽华 陈海滨 戴德明 刘强杨 李显祖 刘鹏程 吴志华 

李宝财 潘越华 黄东玲 黄彩燕 陈海洋 林北电 陈志福 黄春凤 陈曙辉 陈丽蓉 

黄咏梅 陈珠虹 林文吉 阮文进 林跃生 刘伯光 李月娥 陈国川 李勇俊 陈文良 

陈秀琴 陈秀云 曾桂珍 黄腾昌 李桂梅 黄山梅 陈小霞 潘春凌 李朝暖 李斯南 

侯怀志 戴剑峰 薛德玲 林专华 陈丽安 林子孺 刘淑宝 李小松 戴翠玲 陈 鹏 

黄祥林 刘天来 黄青青 叶巧格 戴加红 黄志金 李文水 陈金桔 陈怀玉 黄金枝 

黄建华 黄海清 李土水 李玉芬 王向军 李阿宾 林志强 陈素梅 黄种意 陈金雨 

刘南进 李小东 陈国川           

 

初中 85 届 

(1982-1985) 

戴育清 李春梅 黄东坡 杨宝榕 黄全兴 李志荣 李玉秀 陈育川 陈章志 陈景桂 

李玉霞 王艳红 李加凤 黄宏杰 林银凤 黄金花 黄志东 陈加强 李仲东 李文英 

李晓陶 黄萍萍 王景阳 许志良 李丽云 戴巨兴 李婉红 陈春燕 林建龙 戴琼如 

李禺州 李迈东 侯澄清 杜安山 李文珍 李向阳 李丹辉 李聪珍 陈志育 黄 闲 

吴建群 刘佳法 侯灿玲 黄昆仑 陈宝树 方再珍 许更生 戴永生 王丽芬 刘琼珑 

李斯全 李紫云 李秀梅 李永贤 李汉阳 李斯峰 刘苍龙 黄日霞 黄种彬 李荣昌 

黄小兰 蒋海滨 李清美 曾宝珠 陈东升 洪晓琴 尤月琴 曾腾远 黄向农 黄友进 

戴荷水 黄福水 李红冬 刘江龙 陈志南 吴菊红 戴雄文 刘陌祥 戴晓霞 陈江南 

洪铁汉 陈梅兰 黄冬梅 黄达生 刘世明 苏春花 邓谨平 叶刚勇 侯金贵 李月治 

沈晓鸣 李荣川 黄种丽 陈素萍 李树荣 李梅蓉 李丽福 陈朝阳 黄诗法 李月红 

叶聪明 戴文达 陈美琴 黄秀梅 李向军 侯荣土 侯小明 李月娥 李梅蓉 李世民 

李梅珍 陈文瑞 叶三英 李文忠 戴卫东 李春艳 吴小梅 戴 锋 李春阳 黄清清 



陈文东 黄清珍 黄金瓯 林双富 李斯逸 黄立志 林铭祥 李扬贤 黄灿辉 李小英 

李明芬 黄天生 吴志宏 杨金梅 潘明钦 李凤岚 陈又才 李云婷 陈振庆 黄瑞芬 

李紫红 黄金枝 刘进华 李积金 李海英 侯英娜 林小博 侯爱民 陈艺萍 李景惠 

李春华 黄志阳 戴丽宽 李斯操 黄良兴 李志强 黄秋影 黄金奖 黄春蓉 黄小明 

戴秋鸣 李炎星 陈艺龙 陈德荣 林舒清 李志景 张志谋 苏辉明 侯华辉 陈建晖 

黄忠民 黄朝东 黄字真 侯梅蓉 李清英 陈远冰 黄扬善 李斯忠 陈桂忠 傅文专 

戴智阳 黄庆丰 林月华 李红萍 李辉煌 李淑丽 戴海鹰 林永文 陈春榕 李志刚 

李建良 李葆莲 黄梅芳 陈成春 刘土水 刘清阳 吴朝辉 李跃进 陈建新 李建南 

黄长江 陈连珠 张学军 肖良才 谢小萍 李红梅 徐东海 黄文彬 黄丽云 李佳木 

黄丹红 戴伟民 黄兆辉 陈文彬 苏焕文 李丽姗 陈清芬 陈金莲 李志远 刘琼辉 

黄真辉 侯进发 李连梅 黄幼华 李丽枝 戴海东 李宝清 陈聪成 李幼兰 李瑞铭 

李灿堂 陈志茹 黄达元 潘木财 黄玉珍 许志强 颜伟客 李志强 黄水龙 陈从容 

黄树艺 黄种智 李进发 陈小丹 侯贵梅 陈利明 李小发 刘江华 侯真珠 陈水火 

谢榕飞 戴淑芬 李朝霞 刘秀娥 李明凤 李丽华 李志东 潘琼瑜 李志庆 苏国伟 

陈建东 侯美英 吴伟峰 林振国 李文福 戴文生 方文霞 黄小义 黄福铭 李云英 

黄丽贞 黄聪水 李桂珠 陈丽水 灌晓芳 李秋红 陈志忠 陈世传 李美华 李立新 

黄添治 黄从愿 李玉珍 刘春生 王小龙 陈四蛟 李青山 陈允春 李荣芬 李德萍 

陈伟彬 李远平 侯显佑 李诺林 陈江西 陈培根 戴新增 黄金叶 李小唱 李红兵 

李伟进 刘咏梅 陈清渊 李爱华 黄春龙 王 耿 黄茂锋 黄荔玫 陈清玲 陈良水 

黄彩霞 刘备生 黄碧连 李玉兰 李丽杰 黄加平 黄记文 刘文元 刘斌玉 刘阿萍 

陈丽美 黄志强 黄淑珠 黄加来 李贵阳 陈志辉 黄艺明 黄靠阳 潘舒民 黄爱治 

李秀清 李志欣 黄丽卿 李忠源 黄秀莺 李春珍 黄秋蓉 陈景红 戴桂莲 陈振良 

陈燕水 黄清宝 李成展 黄种勇 陈爱国 陈德华 李添发 陈爱珍 李东明 陈山良 

黄建春 黄培阳 李火丁 曾桂玲 蔡凤治 刘小宝 李朝晖 马 维 黄彬洪 陈振忠 

李宗平 戴文坡 傅丽清 庄辉明 黄美丽 李东旭 刘提明 刘玲玲 黄秋菊 李志伍 

黄连胜 黄完凤 李春生 黄金爽 刘惠敏 黄海英 潘文俊 李志恭 陈四川 李煌川 

陈小兵 李惠珍 王建宏 苏珠蓉 黄福明 陈雪琴 李寻芬 陈文辉 黄丽英 陈建英 

李建兴 吴庆生 李文生 李定文 陈联侨 侯金木 黄秀桂 陈鸿辉 黄丽专 刘必胜 

侯清华 陈彬如 高淑萍 洪 伟 李玉珠 陈聪辉 陈杨明 李旭阳 潘向阳 李文忠 

陈灵彬 李志忠 黄燕斌 李志欣 陈文德 李志波 李祖进 李成良 李金凤 李添辉 

黄婷婷 黄奕得 李宝惠 黄罕美 郑丹蓉 刘良荣 李青阳 林新康 陈毅婷 李文生 

周爱云 黄东明 陈志华 黄丽霞 侯琼珠 李庆文 郭 新 黄文建 王小轮 刘金英 

黄华峰 李其峰 涂海风 黄丽真 李翠玲 陈凌静 

        

初中 86 届 

(1983-1986) 

林绍蓉 李玉娥 李建聪 傅艺程 黄素明 傅小平 李建生 陈玉玲 黄燕磊 刘育芳 

戴东雄 刘壁源 黄祥林 李智坚 刘秀娥 陈 斌 李文坚 侯群英 李斯裕 李文进 

林元梅 李锦梅 戴金树 陈灿英 苏艺茗 肖奇山 黄东红 王乾新 陈若燕 李秋连 

黄瑞霞 陈婷婷 李其明 潘素珍 侯清燕 黄山荣 李火星 李晓明 刘成春 刘忠水 

陈春华 李德荣 沈向明 黄朝晖 李明辉 陈华挺 李海生 刘志聪 张尚荣 陈联服 

余晓东 李钩金 陈秋婷 李维丽 戴海星 戴朝阳 刘小玲 李东蓉 刘顶治 陈志彬 

林龙树 刘长江 李毅蓉 潘凯鸣 陈民胜 王志雄 戴鸿林 李 辉 肖连发 蔡永宗 

刘桂川 黄春华 陈文荣 戴泽峰 戴军霞 袁建东 黄宝华 李清霞 李云峰 黄文仕 



陈惠蓉 李臻辉 陈东红 李成东 苏清华 陈隆萑 傅冬梅 洪一鸣 李金辉 陈学昆 

李伟聪 黄天赐 陈鼎双 陈列萍 刘淑金 陈法天 陈琪水 戴清安 李幼文 李清波 

陈谦谦 李灿庆 吴亚松 张俊严 李加兴 李星玉 李志量 陈锦阳 黄三民 杨美珍 

李小坚 侯志鹏 陈仁聪 戴火福 黄加新 黄玉瑄 戴敬明 许玉林 陈东曙 陈春程 

陈朝辉 李紫红 李宝玲 李建法 戴志辉 陈志刚 陈殊凡 陈丽萍 陈少华 李梅蓉 

黄提瑄 李东瑜 责阿鸣 李枝强 李文标 许德兰 黄兼来 李向阳 陈玉蓉 李伟平 

李宝莲 李进来 吴巧清 陈翠玲 黄庆明 刘晖烈 李清梨 林钦赐 李丽霞 李素娥 

林少红 傅江皓 谢周强 刘小山 陈美凤 高庆洪 苏忠诚 李添泉 黄清美 李秀专 

黄庆华 李幼兰 李志英 李文莲 黄桂兰 李思贤 李建水 林朝晖 李永生 李文明 

杨燕萍 黄海平 李秀玉 李赞法 戴其仁 黄东梅 李海英 李东海 李丽云 李小明 

李亚农 李荣宗 陈燕茫 侯向东 戴永建 黄进福 李丽清 李炎彬 李玉华 黄建蓉 

黄婉蓉 陈秀宝 吴秋梅 黄国耀 黄金梅 李志荣 郭春生 李秋水 李祝英 李爱民 

陈亚蓉 李一文 李美蓉 李锦泉 李惠玲 林小非 李碧玲 曾桂云 林朝阳 黄亚鸿 

李小洪 郭巧连 陈加全 李景镇 林紫楚 陈志海 陈梅云 李月华 蒋晓珍 李清燕 

陈妙凤 侯洲洋 陈敏生 侯国华 李振生 李志银 黄奕婷 侯怀颖 侯振字 刘向明 

侯志强 林婉娥 陈耀勤 侯韶容 王瑞萍 李雪茹 占镇国 侯淑珍 戴文吉 李成文 

陈美丽 傅小胜 陈惠芬 李东荣 李斯添 张庆梅 林丽侦 陈江梅 李竟明 李志忠 

陈学胜 刘凤英 陈伟亮 陈伟生 李紫阳 林兆祥 陈志超 李再成 傅建宁 陈碧真 

岳建刚 戴卫红 侯雄清 陈良美 甄杰初 侯文坤 黄晓波 黄书海 李旭辉 陈淑雅 

辛纯明 李建阳 林苗芳 陈清溪 李秀环 方 腾 李仁彬 李碧英 林振中 李建昌 

苏燕榕 黄东平 李秀风 戴进升 李 星 戴锦超 李志庆 李红毅 李灿锋 陈冠芬 

李晓斌 张金钢 陈东升 黄琼林 李文忠 肖小玉 李志斌 陈伟才 陈清珠 林庆凌 

黄萍萍 苏开颜 高建树 林金辉 刘春晓 陈旭东 黄少瑄 戴团强 李红美 李海桑 

陈昆芳 黄燕治 李瑞玲 李志英 陈炳辉 李文福 李伟华 黄鸿蓉 黄西岳 李斯建 

陈明智 陈华阳 黄分良 刘贤明 李其扬 黄东云 陈木元 李淑红 陈丽卿 李小梅 

李小宁 黄志财 李耀东 李琼花 李斯顾 林晓燕 刘秀玲 陈天助 陈小玲 李美意 

戴雪花 林文龙 李龙坤 林晓建 黄秀春 陈小萍 叶淑萍 李立兰 陈一瑜 苏志明 

宋亚英 李智猛 李冠林 陈允明 刘江伟 李庆宁 谢碧营 李干法 陈双培 陈双珠 

陈雪玲 陈秋明 李尧枝 李文全 李文泽 李双红 陈子龙 林建忠 刘日鹏 戴文坚 

李建安 潘毓充 沈晓烜 陈洁选 黄艺敏 辛清忠 黄金电 李福清 陈佳莹 李灿发 

潘梅兰 李志锋 庄松专 李俊杰 姚君娣 林双双 黄红阳 李志全 陈瑞凤 刘小真 

李阳春 李清洪 谢清霞 李金明 洪松桂 李志胜 李长顺 李德英 苏燕榕 林远超 

李碧珍 李惠莹 黄耀明 陈文芳 李艳群 林少雄 李斯明 杨燕玲 陈宝彬 李秀凤 

李瑞华 陈江苏 李桂林 李桑明 李动珠 张 颖 李丽梅 李维宁 李桂华 李志刚 

张白玉 徐章波 戴树阳 李南隆 刘陌珠 李志清 林志勇 黄钦佩 陈顺昌 李秀兰 

傅 巧 王荣荣 李华丽 李秀清 陈宗源 黄劲草 李紫红 李喜治 刘陌良 黄艺生 

陈惠枝 戴斌红 李志德 傅丽明 李明泉 林晓锋 李思源 林陈苍 陈勇泉 潘长川 

李东谋 黄志春 陈金宁 陈青青 林亚茹 杨培榕 陈日瑜 李雪玲 陈君玉 林润润 

黄 进 李秀美 林欲望 钱 军 侯幼清 陈美蓉 李文忠 李水林 刘德旺 陈进榕 

李翠及 戴文钦 张真如 陈加兴 黄斌辉 郭小英 林东日 潘志耀 林冬兴 熊国强 

李丽煌 陈彩玉 黄阳波 陈顺生 陈火旺 肖文聪 李晓宁 陈 炜 黄阳革 李志雄 

李明华 吕小榕 李文苹           

 

 



初中 87 届 

(1984-1987) 

班主任：吴亚丽 黄 文 李梓芳 黄秋元 雷永扬 刘炳辉 黄汀洲 李成斌 

梁子鸿 李红燕 林明辉 李淑梅 肖紫辉 黄志贤 陈秋龙 林韶阳 戴振职 刘金龙 

黄成法 李聪颖 李建忠 黄桂生 刘德生 李小柳 吴纯琪 黄雪征 李珊珊 李幼萍 

黄嫦娥 戴荣坚 戴鸿玉 黄德意 黄婉欣 李志恩 陈团荣 黄建雄 黄朱红 罗宝昌 

刘成国 李志坚 陈友助 刘加进 刘建成 李勇达 黄文华 陈坤飞 李忠庆 潘明灿 

陈荣彬 李灿华 侯记泉 陈 玲 李玉聪 王建华 戴团志 陈晓鹏 黄金花 李添明 

李文忠 林志兴 陈亚荣 黄文鹏 戴德意 刘幸泉 李雪莲 黄淑端 李小庆 李秋水 

侯爱珍 刘尾英 李月芬 李明霞 洪培辉 李翠清 李惠玲 刘陌雄 陈幼玲 谢水珍 

李春梅 陈素玉 苏文庆 苏文伟 李志泽 刘志林 林小春 李培峰 李建宏 陈甫民 

吴亚旭 陈木兴 黄丽盈 林晓辛 李月琴 李文良 戴斯忠 谢清海 刘文兼 康秀华 

黄远莉 黄振根 黄锦双 陈双琼 黄江昆 刘晴明 潘海龙 黄丘龙 陈琼瑜 杨煌琼 

林凤龙 侯碰水 吴建民 李川英 陈仲颖 林长宝 陈源财 李德全 李志阳 李志概 

黄德孝 黄炳超 刘柴水 李良玉 陈韫龙 林智明 李圣祥 李文泽 侯达聪 陈文财 

陈雪琴 林毓兰 陈瑞龙 刘幼生 戴向前 侯建平 李燕红 陈海香 杨汉阳 陈玉珍 

李昆波 陈甫裕 黄咏华 赖俊鸣 叶明强 刘益晃 刘梅玲 李庆山 林珍水 黄小文 

郑 剑 郭福民 陈艺林 黄宝清 李算治 陈送宝 李东旭 李青良 潘清泉 刘文震 

李怀山 陈东良 洪斌斌 黄小彬 陈吉梅 李丹丹 李晋阳 黄志鹏 李丽琴 陈 燕 

李淑红 陈金姑 苏苑茗 黄志杨 黄清扬 侯小泉 陈钻宝 刘连福 李福明 苏伟强 

李小兵 黄秋蓉 李保发 黄清山 林朝阳 李顺明 林茂山 陈雪莲 李秋萍 李婉燕 

王南星 际昆明 侯秋云 李子文 戴贵阳 谢丽丽 陈金凤 侯兼中 林永革 潘志军 

黄炳昌 陈长春 林金杏 刘汉明 戴建新 李泉发 郭三军 李斯扬 李荔聪 谢金妹 

黄宇坤 黄秋颖 侯达雄 黄嗣冒 肖来忠 陈金华 李伟敏 肖卿敏 林梅蓉 黄泰山 

李志阳 陈东仰 黄德良 吴小丽 苏志茹 李明哲 林世华 黄新民 李志光 肖春泉 

李庆明 潘良海 李玉为 侯桂珠 李文明 李燕珠 陈秋明 陈秋鸣 李丽玲 肖永辉 

李玲玉 李春丽 柯庆云 俞星伟 刘和平 万 群 戴一颖 戴梅华 刘宁波 黄晓东 

黄燕梅 黄杏林 林春福 刘献兴 陈爱梅 肖海棠 陈双花 李新生 李超业 黄亚木 

陈鹏生 戴金源 苏文中 刘志坚 谢立成 张世民 侯燕红 陈甫坤 雷春梅 刘建萍 

刘祖成 姚承琪 陈丽蓉 余尚斌 李晓文 李景山 陈淑治 李庆文 李翠真 刘振文 

陈桂珍 李德元 李东旭 黄丽影 戴宏图 黄小江 林建辉 李桂兰 潘劲松 陈丽玲 

戴良田 苏小香 李瑞蓉 黄添民 李秀彬 黄惠兰 黄玉玲 陈清梅 戴钦福 刘庭和 

陈翠芬 王艳丽 刘福明 戴幼兰 刘玉明 李火胜 黄东阳 黄常春 黄宝玉 黄珊梅 

陈彩芬 刘艺明 刘海超 苏伟忠 杨进福 刘德超 黄振辉 李萍珍 林丽英 林庆土 

陈丽玲 戴福富 陈国太 李锦芬 李雪芬 刘爱玉 林昆明 李胜顺 李玉进 王培元 

林昌焰 李志波 黄清治 陈卿节 陈琼娥 梁锦程 杨忠辛 刘亚伟 郭 俊 李 浩 

陈艳明 黄春成 李淑玲 李小红 李爱凤 黄清丽 侯月琼 林斌玺 黄艺贤 黄 颖 

陈甫君 刘 菲 李伟珍 李志恭 李斌治 王 玮 陈志忠 陈永灿 陈美丽 刘意达 

李沐水 庄国华 陈小蓉 陈成艺 陈剑波 张艳梅 黄绿枝 黄燕娥 李发臻 李培坤 

黄国彬 陈春艺 陈洪玉 刘金泉 陈跃虎 黄天华 黄华蓉 吴继殊 陈婷香 李银贵 

黄雪贞 侯金灿 陈耀明 侯新仁 黄金城 陈景南 黄惠玲 刘晓明 黄荣忠 戴洪充 

薛风云 康维建 黄志坚 黄建成 陈小兰 陈栋星 陈庆梅 李春风 黄志民 陈金龙 

黄骥聪 李白恋 李险英 陈婉霞 黄建国 李边敏 林贻谦 陈加平 黄干金 陈玉蓉 

黄种德 黄小阳 黄文路 黄电土 许 蓉 潘怡波 曾焕波 李阳蒺 陈明理 黄灿辉 



韦清荫 陈志良 陈凌毅 姚小颖 黄雪治 吴跃华 蔡俊隆 陈江远 李河青 陈赐福 

李朝阳 陈双国 黄建成 杜黔梅 戴丽算 蔡秋霞 薛敬文 李丽珠 李惠兰 陈碧川 

陈雪明 李伟法 黄种源 李丽梅 陈河南 陈淑梅 陈梅菊 陈友泉 刘 芬 李金锡 

李东海 李东坡 戴皆贤 刘阿才 黄斌瑜 陈双瑜 叶春燕 陈志阳 李阳春 林军英 

李三芬 李幼玲 崔洪态 林锦娥 陈鸿娥 卓奕照 黄冬梅 洪伟红 陈秀容 陈安晓 

李跃树 李耀文 陈淑兰 秦新丽 李雪玲 王洪波 陈殊梅 李文彬 李桂兰 李惠真 

黄明霞 李超群 陈炳海 李峥嵘 黄德成 黄玉燕 吴绿滨 苏清珠 李惠敏 李昭宣 

黄立群 黄婉珍 李雪丽 李维科 陈金乐 黄天龙 李成进 黄长华 卢少蓉 李耀东 

陈来火 戴斌斌 黄春玲 李长志 韦雪清 刘玉妹 陈水来 陈海泽 陈兆辉 刘鹏飞 

戴远生 林亚红 杨忠章 陈小良 黄 黄 李新岗 许荣安 李清华 陈少川 刘文皇 

李永斌 陈坤海 李亚军 黄华章 李土生 陈松昆 李斯进 陈雅惠 李秋艺 刘庆水 

李斯照 黄德灿 陈菊兰 陈文丽 黄志刚 吴亚七 陈瑞云 林锦凤 李东林 李从辉 

高 翔 林赞杨 刘强肄 戴国滨 林美聪 李如意 李斯煌 陈志新 王巧玲 李金珠 

陈连捷 李成泉 李冬梅 李自连 李彬彬 潘森林 陈桂林 李志玲 陈翠玲 李 军 

徐朝军 肖桂红 李春梅 黄阳波 刘育婷 李幼梅 陈建凤 李慧蓉 陈江煌 李良益 

侯金灿 李东宁 潘海燕 陈旭东 李文昌 陈琼艺 李清梅 曾春华 李月琼 林雪丽 

黄清泉 陈文生 李栋梁 黄中祈 陈文彬 黄宝梅 吴艺琼 陈腾宏 王雪云 李德川 

陈幼萍 

      

初中 88 届 

(1985-1988) 

班主任：叶坚辉 黄溪元 雷永扬 侯和明 陈闽定 李成斌 黄礼能 施伟强 戴小阜       

黄荣胜   

刘清文 陈丽婷 刘燕丽 李若凤 陈灿锋 苏清毅 苏幼莲 陈艳梅 刘海宝 戴奋莲 

陈翠蓉 李夏莲 李志坚 许崇艺 陈宇舟 刘育英 林雪红 黄向阳 李明土 黄春阳 

林艺彬 李德良 陈志东 陈来祥 侯丽梅 雷建军 潘奕典 戴秀英 黄金水 黄丽明 

覃万福 黄黎明 陈飞虎 李丽敏 吴火明 林小梅 陈玉辉 黄志宏 李秋霞 刘桂泉 

苏文英 林渊博 陈惠玲 刘晓燕 李美萍 戴惠敏 陈文婷 黄建良 李青彬 刘金选 

叶志茹 侯尾添 黄晓东 李雪华 李清珍 苏文聪 刘燕玉 黄珊花 陈秀玲 黄燕敏 

黄国权 黄志聪 黄丽蓉 苏慧敏 林栋材 刘小燕 李红婷 王万辉 苏俊腾 林来春 

陈国土 傅小兰 侯燕华 侯双贵 林天助 李顺艺 杨文环 李志强 李劲萍 苏家祥 

李炳耀 傅培瑜 李飞跃 黄江龙 陈幼治 黄永鸿 黄百发 苏金土 黄良火 李进发 

李长志 苏重洁 李乙煌 洪鹭蓉 刘东升 刘宝梅 林加兴 陈新平 刘淑伟 林宝丹 

苏思宁 林清辉 黄文辉 苏一扬 陈爱珠 傅安全 刘土元 黄裕进 陈丽珍 林真丽 

李小清 黄永贵 陈海龙 刘育丽 戴文生 侯万友 戴军风 陈劲清 刘添发 戴铁军 

黄添福 李燕城 陈春江 俞东升 苏汉泽 吴标兵 黄聚明 林宏华 陈伟强 李华强 

黄桔珠 徐羽中 李丽英 黄桂鑫 陈哲源 李志军 苏加庆 陈小真 吴超丽 黄祝娥 

黄丽蓉 黄永军 陈灿颖 戴雪松 黄加文 李俊辉 刘凤珍 黄阿青 陈智阳 黄清液 

李朝华 苏远平 李青龙 黄辉灿 刘天真 黄文煌 刘贵阳 吴江莉 陈海阳 戴雄军 

薛 伟 李志土 陈连成 陈柔刚 刘韩阳 李福明 陈志蓉 李志招 张剑峰 占舒敏 

黄记绵 王安居 李晓桢 李金娥 戴开贤 刘丽娥 刘明旭 林生发 刘文庆 刘南国 

陈河北 潘清华 戴明辉 李明轩 戴金城 黄秀蓉 林玲玲 黄荣昌 李汝华 戴锦练 

林远超 戴桂玲 黄种平 曾国库 李忠朴 戴惠蓉 戴振发 张永平 陈明成 戴玉彬 

戴琼云 戴智明 谢陌昆 刘志荣 许塔建 李伟龙 李淑玲 侯清恭 侯剑文 黄志清 



林肆城 陈美琪 刘永明 戴培林 李日明 杜勇前 黄菊敏 李斯克 陈江土 戴树火 

李明德 李越红 李成奏 杨琼珠 李绿梅 黄志愿 李秀清 黄晓云 戴志毅 黄剑平 

黄敏敏 陈庆新 侯达志 陈燕凤 陈惠清 黄立新 林锦洁 黄明霞 李志勇 黄种生 

黄丽蓉 林少波 黄文峰 戴秀丽 李宝杨 侯素娥 李清严 黄志军 陈文慧 李海英 

刘地林 李小东 陈瑞生 李建福 李腾辉 刘明珠 黄小阳 李建民 张宏辉 谢岁恋 

黄荣伟 陈国岸 戴远琼 侯玉珠 吴震亚 林成联 李秋润 戴青松 林子建 李有福 

林冬华 李艳萍 黄海林 刘旺高 黄艺贤 吴仲波 苏上舟 陈晓军 李丽春 陈秋凌 

李志勇 黄马兴 李辉煌 陈更新 李福源 黄惠莲 潘超裕 刘清祝 苏茂林 李小丛 

黄玉敏 刘棋珍 李良辉 李瑞琴 陈荣胜 戴丽红 黄立文 李紫文 苏真远 戴超贤 

陈惠娥 李丽芳 黄杨水 李思明 黄志军 王志远 刘文用 刘丽香 刘翠虹 李春虹 

吴云福 谢志萍 李翠菊 李清平 林安玉 杨华林 陈庆阳 李福安 苏天培 陈金生 

黄记显 刘好平 李来福 侯德生 陈梅萍 郑海涵 林全福 苏文章 陈文彬 陈春红 

林雪蓉 黄种意 黄振胜 陈月娥 黄宗山 陈三农 黄国强 盛宏波 黄斌瑜 俱夏清 

李剑敏 陈燕玲 戴文敏 陈雪珠 谢建强 李建波 陈建文 张煌均 戴幼环 刘荣忠 

戴清燕 吴明瑜 黄明珠 戴明红 林宗贤 李小宁 侯月治 李安琴 林素华 陈秀煌 

李斯进 黄志坚 洪晓娟 陈坤山 李爱姑 李阳明 黄晖阳 黄东平 刘春水 黄丽华 

苏贵林 刘松水 陈双蓉 李玉斌 林少锋 戴堂红 黄艺超 陈豪茂 刘少婷 李绵良 

李文良 李阿丽 傅俊生 黄咏进 李淑妮 吴亚人 刘耀林 黄福地 陈伟灿 李建成 

李亚娥 李丽雪 苏志全 刘惠霞 黄金木 林评凤 李志川 任 婷 李文英 黄新华 

陈昆展 黄三梅 陈宝全 苏见清 黄慈云 李宝柳 李迎春 梁造英 李翠玲 陈卿来 

陈金森 黄文开 苏春华 黄来发 李艳华 侯亚茂 李冰莲 黄宝花 李清坡 李德毅 

陈建胜 李东明 陈礼颜 黄裕枝 洪振东 黄海全 李火星 黄锦聪 黄紫华 黄丽婷 

林四妹 陈雪萍 潘紫卿 戴秀玲 戴爱忠 陈秋虹 侯朝阳 李志蓉 肖金宽 刘文德 

黄碧海 李海龙 张建火 侯翠娥 刘成长 李建全 黄紫玉 陈英瑜 徐国良 刘文笔 

李志福 洪玉治 戴煜炽 黄建军 林丽蓉 侯德阳 黄彩花 苏国艺 陈小燕 黄雨水 

李志雄 李小英 李志玲 苏燕林 陈木星 刘瑞阳 侯金锡 李小兴 李金旭 李秋华 

陈清珍 吴昆明 陈掌珠 李惠文 陈美玲 陈建财 黄荣忠 李明阳 李佑明 黄海林 

戴超贤 黄成长 侯剑文 李小玲 侯灿蓉 王 玩 李月芬 戴皆贤 陈飞样 李庆阳 

庄力新 苏晋福 林淑莲 李其金 戴梅加 戴奋发 李燕珍 李珊珊 肖美华 刘庆明 

傅新程 刘肖蓉 李美燕 李敏红 刘连嫩 黄洁花 李枣珍 侯志坚 肖文华 李建宏 

林进强 李锦标 李桂花 黄春蓉 李宝川 黄志平 陈贻发 黄若梦 黄惠莲 李亚祝 

潘友送 陈伶加 陈志成 李志荣 秦闽丽 李玉鹃 黄珊珊 曾锦玉 陈文斌 李佳育 

陈双图 黄春成 李家毅 吴 军 李秀春 谢思林 陈加全 李清海 古锦文 洪敏敏 

李秀斌 李海东 李丹阳 陈秀玲 黄宝水 叶艺奖 李斯泽 卜财兴 徐冬青 戴明云 

周小萍 李银贵 陈芸艺 黄华玲 李东阳 戴文树 李用宾 李玉兰 钱晓环 戴春潮 

黄友文 陈小才 陈喜春 吴育聪 黄桂渠 林凤聪 戴天生 李望来 陈志加 杨秋梅 

戴婉基 陈玉荣 李桂芳 李景亮 陈菊芳 吴昆阳 刘丽蓉 肖进丁 刘春香 李文良 

李玉英 李加川 李坚强 李清玉 刘陌生 吴建培 陈延强 李辉美 陈洪波 侯俊生 

李文琼 李斯从 刘志力 刘晓春 陈福贤 陈日宏 李春芳 李敏华 陈灿明 林晓坤 

戴丽婷 李幼梅 戴美燕 黄明华 陈信忠 李秋月 李端艺 陈异全 陈清云 陈淑玲 

李勇权 李丽珍 王仲景 戴金钟 陈思源 李敏全 黄添水 李荣全 张珊红 陈瑞霞 

陈嗣民 蔡世强 黄良灿 侯曝建 陈辅锁 李丽清 李顺英 戴建成 黄文成 李堆金 

黄梅卿 侯铬金 侯永福 陈柔刚 傅秀霞 李劲扬 陈秀梅 陈秀蓉 李恩姑 陈日安 

姚善良 陈福来 李惠玲 黄秀春 侯宝龙 李灿煌 李燕梅 洪国城 黄德成 李越芬   



初中 89 届 

(1986-1989) 

班主任：刘章庆 陈碧清 谢逸容 李金钗 侯和明 潘增明 黄荣胜 刘炳辉 

李昆展 谢景灿 戴小明 李建阳 吴冬榕 杨晓东 李丽川 洪晓娟 庄榕萍 李翠莲 

黄建新 刘晓艺 刘荣坤 除群英 徐奋发 李超铭 李春娴 陈自力 黄文珍 李文彬 

沈志文 李毅彬 范展鸿 黄金敏 黄锦良 黄清燕 陈培娥 李泉成 苏春艺 蔡文硕 

李斯明 苏婉丽 苏华坤 林培芬 侯建波 李桂珠 李宏斌 李茹燕 李小安 陈财发 

黄竞蓉 戴旭明 李锦霞 戴明毅 戴文树 黄丽琼 陈士成 苏国艺 苏秀萍 李志蓉 

戴荣彬 黄景辉 黄衍志 黄瑞菊 李翠红 黄金付 吴辉龙 李伟红 戴文莹 陈秋菊 

陈晓明 刘陌群 陈佳丁 谢明忠 李惠萱 李惠芬 李晓燕 林东坚 黄燕玲 杨天生 

黄翠萍 苏上辉 黄朝龙 刘志强 戴延安 黄冬霞 黄清燕 侯国锐 陈更争 潘朝晖 

黄加庆 李珍治 陈旭升 周东玲 黄文刚 李美蓉 刘金火 戴耀星 戴灿良 李家欣 

黄良恩 陈春孟 李亚群 李志城 刘智远 卜才新 黄西洋 李宝真 黄文福 苏文彪 

陈灿辉 徐建强 黄建毕 戴晓斌 陈锦江 刘树才 刘毓娟 彭应元 吴芙蓉 李翠玲 

李宣土  陈鸿颖 黄柳珠 黄渊辉 王志宏 扬琼珠 刘志东 戴巧芬 刘耀祖 李晓钟 

关培源 戴建新 李尧水 潘丽彬 李斯杰 黄海波 戴溪服 肖海燕 蔡清花 李华伟 

苏丽水 黄山华 刘宝瑜 李进宝 蔡世强 李向阳 潘绍辉 刘月芬 李振良 李海波 

刘志红 李焕阳 黄清英 杨文杰 李昌助 戴海阳 陈丽君 李枣珍 刘阿才 黄腾阳 

陈剑峰 郑荣民 李清叶 黄卫国 苏幼闸 黄怀蓉 林荣权 丁思源 陈 萍 李树欣 

黄晓燕 苏辉凤 陈梅红 刘孝平 李金阳 李玉榕 吴铸建 戴淑真 肖永茂 李志勇 

刘惠芳 黄宝水 苏见清 侯志坚 黄银波 陈飞扬 戴辛生 陈彬彬 吴育聪 吕志云 

黄晓辉 陈青龙 黄志斌 刘文泉 李翠萍 黄亚伙 苏燕林 陈晓波 戴国森 李秋丽 

潘萍萍 林桂兰 陈建春 戴灿疆 黄友林 苏真运 李建文 黄月雄 李清阳 黄圣贤 

侯向彬 傅剑文 李坤瑜 李志钦 苏昆明 侯宝龙 李福文 徐景阳 袁冬榕 戴鸿程 

李志斌 黄锦山 黄丹红 林东星 戴灿煌 侯金岗 李小玲 戴玉建 李锦良 黄种灵 

陈甫生 黄双铸 陈小荣 戴南清 林贻宾 李建生 刘文典 傅伟杰 刘德生 苏瑞裕 

洪敏敏 李斯阳 黄宇英 李堆金 李灿鸿 何阿三 苏海波 李金阳 戴灿辉 李丽萍 

李宝春 黄小艺 黄小良 林墩煌 刘清德 林武阳 黄嗣彬 戴荣辉 刘岁水 许新江 

黄国强 李斯超 李锟涔 侯新云 李超扬 李跃腾 侯文生 李英华 陈秀婉 黄永春 

李燕强 李丽美 戴四阳 李锋晓 梁锦章 李聪兰 黄建洋 李明辉 李建之 林贻贤 

侯来春 焕金河 戴少亭 李火星 戴剑雄 李锦坚 黄海滨 黄小强 苏默珊 黄燕平 

庄文川 陈明丹 李志昆 侯桂华 苏香山 马 珍 陈斌清 李明珍 潘智锋 侯明坚 

侯尾兵 李龙岚 侯传裕 王丽琴 李紫义 刘荣宗 陈士威 李景亮 陈国坤 李秋萍 

戴明坚 李家泉 李斯谣 黄种金 李晓鹏 陈加全 黄永法 戴志娇 刘军玲 陈双男 

李桂真 李斯阳 黄裕明 宋 平 黄金德 李志平 戴文来 陈晓董 李文进 黄清海 

李定土 李斯斌 戴明红 王志星 傅 俊 黄德超 苏薪茗 李婉卿 李培林 孙振华 

黄志强 李远程 李锦林 陈宝艺 张小管 戴足实 李幼兰 戴裕财 刘金乐 李毅腾 

李文彬 侯滨滨 李云峰 李连生 李添福 刘 东 陈丽花 侯春元 陈春孟 李文良 

戴云杰 黄招蓉 戴剑雄 李素环 刘文灿 陈文胜 侯清华 李斯祝 李惠蓉 戴文辉 

欧阳斌 林丽明 黄种万 李娟娟 黄清华 李春松 戴阿彬 李志生 李斯彬 陈小彬 

李玉斌 黄志京 侯龙土 谢阳彬 侯万平 戴银川 侯爱军 黄锦云 刘坤山 李伟强 

黄诗传 刘鹏娥 黄宗山 李东文 戴建才 刘阿芳 肖水清 刘培林 李良珍 李小玲 

黄记裕 马 玲 陈文发 陈明丹 李荣德 黄联辉 李晓东 刘志彬 黄锦云 黄梅蓉 

刘民强 李美真 陈丽莲 黄建文 谢阳彬 杜慧河 郑荣坤 李劲龙 李华贵 黄碧云 



李锦阳 刘军晖 刘远水 黄天虎 陈月玲 侯进丁 刘显林 李凤华 苏振章            

 

初中 90 届 

(1987-1990) 

班主任：苏伯达 黄琼珠 李梓芳 黄春福 刘炳辉 黄志明   李梓贤 施伟强      

陈钊力 戴钢军 戴竟雄 戴旭泉 侯丽梅 侯清平 黄清霞 黄东阳 黄俊昌 黄莉萍 

黄菊美 李 伟 李碧蓉 李春阳 李良源 李培春 李庆文 李庶戈 李伟东 李育萍 

李志刚 李志坤 李小灿 林菊茹 林贻贤 刘灿彬 刘文玲 刘友志 刘志水 刘培土 

罗满金 苏密龙 苏金海 苏宜慧 吴小泉 余凤玲 李水英 戴程宗 侯文尖 谢莉香 

杨培坤 刘竟豪 刘培坤 陈 欣 陈成钢 陈华新 陈丽琴 陈琼玲 陈新民 陈臻颖 

戴华颖 戴丽枣 戴三雄 傅振兴 洪燕鸣 洪章程 侯宝山 黄 莉 黄华泉 黄书锋 

雷德发 雷志经 李 淳 李超伟 李宏义 李江淮 李景妍 李秋菊 李绍川 李斯耀 

李婉玲 李艳红 李云波 李韵卿 李振声 林桂兰 林木香 刘加灿 刘耀文 潘宝算 

潘东清 苏春福 苏韩颖 苏巧灵 苏振达 童元春 肖珊珊 谢小玲 许全明 叶国恩 

周广英 陈 兵 陈东玉 陈晶莹 陈雪琴 陈志春 戴冬梅 戴桂林 傅 胜 侯彬铭 

侯志刚 黄桂聪 黄清安 黄少华 黄秀梅 黄毅凤 黄银洲 黄雅芳 黄荣鑫 李 霞 

李 昕 李华沙 李慧玲 李蓉婷 李思群 李向荣 李燕珍 李乙斌 李义勇 李应文 

李志真 李秋平 李秀云 李志灵 林财才 林好治 林亚玲 林天祝 林永梅 吕谦玲 

吕新鹏 潘聪展 苏华东 苏金玺 苏景元 苏上德 苏文星 谢 军 卓江通 蔡永福 

陈景祥 戴阿妮 戴煌城 戴佳侦 戴健全 戴锦堂 戴龙土 戴秋波 戴祝意 傅仰信 

侯怀俊 侯怀坤 侯剑明 侯美珍 黄超玲 黄春生 黄冬良 黄洪土 黄静农 黄丽彬 

黄亚聪 李 婷 李东安 李福清 李建才 李建设 李培昆 李瑞平 李三法 李淑芳 

李斯聪 李斯侨 李文农 李雪蓉 李志波 刘超蓉 刘朝晖 刘朝兴 刘春林 刘德庆 

刘加平 刘建枝 刘清发 刘秀燕 刘志明 潘金波 苏志军 王志东 吴志凌 肖宏川 

谢小彬 许冬梅 叶水冰 蔡明风 陈鹏程 陈清炼 陈清顺 陈少刚 陈伟煌 陈燕东 

陈燕飞 陈瑜彬 陈志坚 戴 飞 戴德川 戴冬蓉 戴海滨 戴建新 戴剑宏 戴金波 

戴鹭蓉 戴明强 戴培土 戴清辉 戴清松 戴清云 戴荣周 戴淑华 戴顺平 戴婉娥 

戴伟灿 戴文来 戴月彬 戴文强 戴文生 戴乌年 戴小阳 戴新坚 戴雪峰 戴雪龙 

戴雪瑜 戴燕青 戴志宏 戴紫昌 傅晓瑜 衡加财 侯春金 侯怀德 侯建文 侯猛将 

侯明坚 侯萍萍 侯尾兵 侯文忠 侯霞灵 侯小波 侯秀玲 侯燕华 侯艺蓉 侯永毅 

侯远春 侯远如 侯志波 黄阿萍 黄宝伟 黄斌颜 黄聪杰 黄东坡 黄芳慧 黄洪波 

黄辉阳 黄锦煌 黄进兴 黄凯强 黄良元 黄培来 黄培林 黄培水 黄青松 黄清波 

黄清海 黄清湖 黄清源 黄庆阳 黄岁星 黄文辉 黄文建 黄秀敏 黄旭东 黄雪云 

黄宜蕊 黄育彬 黄月蓉 黄翠红 黄哲彪 黄振东 黄种波 黄种土 赖依力 雷强军 

李 坚 李 莲 李阿娥 李白玲 李宝土 李冰玉 李超阳 李春强 李东生 李桂玲 

李海霞 李海阳 李辉煌 李火星 李建杨 李建元 李金凤 李金泉 李劲槐 李丽明 

李丽蓉 李连生 李明丽 李明星 李明瑜 李清水 李清霞 李秋霞 李蓉杰 李如鹏 

李如霞 李润玉 李若辉 李胜利 李世杰 李斯彬 李斯龙 李斯敏 李斯源 李四珍 

李天土 李婷婷 李伟加 李伟坚 李文彬 李文敏 李夏阳 李小端 李小玲 李小英 

李晓辉 李晓霞 李晓瑜 李欣东 李学义 李艺双 李毅腾 李用周 李玉兰 李玉影 

李振春 李志传 李志领 李志猛 李志平 李志强 李志雄 李志阳 李筑煌 梁锦璋 

林军晖 林润泽 林少星 刘 泽 刘阿平 刘宝玉 刘灿辉 刘春兰 刘凤妹 刘加庆 

刘建加 刘建家 刘剑芬 刘金发 刘金水 刘金益 刘劲辉 刘丽虹 刘连钦 刘满意 

刘陌龙 刘培山 刘庆良 刘少昆 刘诗谋 刘曙艳 刘泰安 刘武专 刘玉凤 潘春阳 



潘明强 潘晓蓉 庞进平 是江水 苏 元 苏佳福 苏静瑜 苏夏明 苏远城 王华蓉 

王松怀 王婷芳 王志来 吴江民 伍晓军 谢月娥 徐晓红 许青焕 许志斌 杨永发 

曾培禅 曾小相 张洪梅 张玉华 郑海杰 郑幼红 

 

初中 91 届 

(1988-1991) 

班主任：戴小阜 黄溪元 李成斌 陈闽定 杨明强 雷永扬 戴岁振 李梓贤 

林培成 苏晓雪 李欣悦 苏诗林 戴石坚 苏仙仁 许志勇 林燕玲 黄翠云 李吉龙 

刘海燕 侯丽蓉 李小凤 刘良发 黄长鸿 黄铁江 李毅霖 戴月明 陈培钦 黄丽燕 

李振波 方 芳 黄梅玉 黄种锡 李丽美 黄若颖 黄旭龙 黄毅凤 陈圣凡 黄晓明 

黄忠卿 李斯冰 刘洪菊 戴俊杰 苏佳青 傅娅妮 李幼兰 黄梅香 李文强 李双庆 

李锋焱 李锦芬 戴鸿儒 戴新香 侯建全 黄格英 戴培树 戴阿榕 苏德海 戴锦明 

李巧石 李芳榆 黄培霞 黄秋蓉 李志民 苏瑞玲 刘瑞珠 李宏碧 侯泽鑫 陈进国 

蔡丁强 刘火元 黄冬阳 潘水源 李瑜鹏 侯荣宗 黄清梅 黄种卫 刘双兴 刘艳阳 

李宝燕 黄德阳 陈竹青 刘维平 戴伟程 戴辉程 苏南山 李晓彬 谢小彬 潘俊德 

黄德利 黄桂生 洪晓霞 李源丰 吴梅蓉 侯晓锋 雷英杰 侯紫燕 戴木全 侯火旺 

戴团冕 李文敏 李小东 李宏图 李灿铭 林桂华 刘文水 苏志彬 潘清霞 侯冬梅 

苏婷婷 陈玉蓉 吕振亮 李春颖 戴桂蓉 李顺昌 刘润泉 李远昭 李劲松 戴春株 

李志盛 刘锦蓉 李长春 杨燕琴 李洪青 李婉婷 林劲文 黄金湖 李 霎 戴丽水 

黄国强 张刚刚 戴水建 黄蓉敏 李淑红 黄俊德 刘金春 陈江海 李宝芬 黄宇翔 

李遵义 李双土 李朝昆 戴振生 戴东坡 刘潭水 李艺玲 李斯庆 戴敬长 李伟生 

陈呈辉 黄嗣贵 苏泉林 刘秋敏 刘金镇 戴华英 刘注行 王昀晖 戴传福 戴金泉 

李少华 许永生 李志雄 李毅滨 黄灿灵 戴川治 黄越萍 刘友土 侯江城 李真玲 

苏需治 李辉杨 黄标勇 王怀德 刘小红 黄明霞 蔡传钦 叶阳宾 李伟斌 戴阳波 

肖子龙 黄美玉 傅梅华 李 玲 李秋玲 李财林 陈城泉 戴淑娥 李坤明 吴玉霞 

李木兰 李庆宏 李宝珍 雷路生 侯鹏霞 刘加庆 戴培良 苏铭锋 杨森森 杜曙光 

李斯建 侯甘玲 林碧云 戴锦煌 苏凯乐 黄亚真 陈清清 戴庆加 黄 艺 李梓坚 

黄慧蓉 傅志刚 李艳红 刘幼琴 刘宝明 黄瑞川 刘亚玲 苏彬彬 陈艺蓉 黄志良 

刘默表 戴菊真 苏文龙 刘庆龙 戴紫良 李达生 许寄生 侯文典 刘益成 黄志波 

李辉明 李向前 黄锦玲 戴小卿 李守财 潘家星 许乌英 李志诚 李春凌 侯元昆 

陈清源 苏振法 戴奇弦 李 锋 侯朝阳 苏亚艺 陈俊勇 李梅霞 黄少俊 李慧玲 

李志福 苏金福 刘伟波 陈斌瑜 刘玉云 黄东明 戴志龙 苏钊典 戴志坚 戴建发 

李传传 许永乐 李良贤 黄金典 李健梅 李可珍 李斯民 陈灿敏 苏小颖 黄 毅 

李智蓉 戴朝晖 刘月珠 刘小军 李幼珠 白瑞源 黄毅蓉 刘建阳 李艺玲 潘国银 

黄黎鹏 林 莹 李志木 陈云龙 李峥嵘 李延斌 李世杰 侯志昭 黄建强 潘岁来 

黄贵生 李清涛 陈土生 陈秀卿 李斯塔 王淼鑫 李幼凤 黄明胜 李秋菊 陈志春 

傅春生 黄凯强 黄江山 李金泉 万 琴 戴志云 吕紫媚 李文适 罗美玲 戴智辉 

李志福 戴建鹏 肖珊珊 苏远诚 李培坤 李秀云 黄金童 李建新 陈正丹 李春木 

刘春燕 潘晓静 李志勤 李江发 费斯林 黄卿颖 陈超群 戴华颖 刘木杨 李志谣 

张海燕 刘加农 李广波 洪斯川 戴金塔 黄亚基 苏金波 刘允键 李金沙 罗金明 

刘荣波 戴金波 李义勇 侯建文 刘庆阳 戴聪艺 戴翠峰 戴惠敏 李进兴 李清荣 

李幼珍 戴玉玺 戴三阳 李志雄 黄智猛 张洪梅 刘春兰 黄专霞 李耀兰 黄希蓉 

王力群 刘德英 袁志燕 许文博 俞小捷 刘凤仙 黄朝虹 陈燕玉 李小英 陈亚茹 

李志波 肖 飞 李翠林 苏全源 戴天民 戴木聪 



       

初中 92 届 

(1989-1992) 

班主任：潘增明 潘从愿 李金钗 刘章庆 李梓贤 刘炳辉 谢婉彬 谢逸容      

苏德文 李幼玲 侯福铭 刘金金 刘志亮 许金针 黄月清 侯清源 黄艺卿 戴海霞 

刘雪晖 李清海 黄金毅 苏美娥 刘华清 李金英 戴金风 王珊珊 叶云峰 陈义阳 

李建性 李艺红 戴良继 戴钦彪 戴松阳 苏小玲 黄侪明 侯清阳 李建忠 苏辉龙 

李志群 李明芬 李清海 潘高峰 黄霞颖 侯春燕 蔡财富 郑炳辉 李晓宇 侯达兴 

李丽丽 侯万忠 林碧月 占玲玲 许文明 傅婷婷 李春生 潘水凌 戴志东 郑毅红 

李意坚 苏金龙 黄秋花 林远文 黄文艺 李如翔 戴文吉 陈 昕 林燕红 李海燕 

戴建加 苏陌珍 侯小建 黄萍萍 李小昭 戴双波 杨晓庆 李海玲 吕健佳 魏清江 

林子协 林金波 李桂贞 刘同兴 李霞英 郑金波 黄春土 李维明 刘锦治 李斯阳 

戴金玲 李福水 陈艺明 黄硕荣 苏雪卿 李雪兰 李潮源 刘文艺 戴瑞容 黄文玲 

李艺琳 李志阳 黄庆雄 戴银丽 黄凤招 吴李霞 黄加伟 王添翅 戴黎晖 李文海 

侯小凤 李垵荣 黄秋英 苏海阳 戴宇秀 黄福阳 黄新华 戴惠霞 刘春梅 陈子云 

刘焕文 苏华玲 戴荣坤 戴连钦 陈招娣 卓 华 黄安旋 黄小敏 洪欣源 李玉聪 

李志星 潘进凤 刘世中 李志妙 刘艺铭 李滨强 黄志鸿 黄文腾 李阿妮 戴志强 

黄婉玲 侯阿华 李金凤 朱 宾 李伟军 陈帅泗 李振龙 李巧红 戴银芬 黄春龙 

李桂花 黄志勇 张河森 李江河 叶清雄 李晓虹 侯向阳 林立强 戴培成 李东福 

李振纲 黄志阳 戴练生 李登峰 黄文胜 刘聪波 陈艺林 苏侨峰 陈彩婷 黄福铁 

潘超春 李容惠 刘晓菁 叶哲郎 刘惠莲 侯钦毅 李月华 苏福龙 林加来 戴泽新 

李聪敏 侯燕婷 李秋源 黄缓娇 张玉梅 李玉梅 黄志强 苏增权 黄东木 黄志坤 

李志强 李雪娥 刘荣昇 黄源源 侯瑞美 苏华军 傅玲玲 陈华颖 黄一莹 李小梅 

戴燕柳 陈丽娅 宋庆兰 李育生 李德英 苏印祥 刘庆水 戴清凤 黄记军 周健全 

李江水 曾清江 苏燕春 戴桂兰 戴金桔 苏小昌 黄华英 戴金花 李惠芬 李晓霞 

戴斯远 黄 珍 刘金海 李志佳 李燕如 陈土民 魏莉霞 李斯佳 肖双泉 戴明发 

黄维进 李碧霞 李彬泉 戴凌峰 黄森艺 李文强 李凤玲 李爱娥 李秋生 戴纬婷 

陈小坚 刘志鹰 李宝贤 黄志发 黄金泉 苏实义 黄艳青 苏宝珠 黄锦东 苏春梅 

李斯耀 苏青良 苏萱斌 曾思华 苏双兴 林贻婷 戴银玲 陈师安 刘荣发 戴良波 

戴昭琴 李亚萍 侯金土 刘燕阳 刘钦泽 李宝川 黄天荣 戴木聪 戴灿阳 侯幼顺 

李佳丽 刘培钦 苏晖虹 潘越瑜 侯添福 李秋香 李冰霞 李成志 侯怀聪 刘金河 

苏乌霞 刘毅林 苏立佳 叶志杰 潘振水 黄海玲 刘国林 戴荣真 陈寒珍 黄海龙 

李瑾阳 李旭辉 陈训才 刘明芬 石志坚 李少颜 李福龙 傅泽铬 戴坤洋 刘伟鹏 

刘金川 李福泉 黄燕清 黄淑宜 黄幼玲 李树强 苏金永 林志龙 陈剑峰 戴梅兰 

黄记新 李德贵 侯怀柔 苏丽莉 黄雪芸 林育全 戴玉南 李 莹 苏端阳 许双英 

刘小军 苏泽海 黄晓东 苏加量 侯紫良 李桂珊 李永榕 柯子丙 苏小洪 蔡钦财 

侯珍榕 戴清华 王美琼 肖娇梅 李淑宝 戴国谋 刘琼忠 吴文宾 李金龙 戴秋英 

李雪冷 李气宝 吴景希 李昭玲 刘兴发 黄海滨 李志彬 侯颖毅 戴添强 曾艳娜 

李斯赞 李福平 刘海南 苏淳珍 黄清林 黄文意 李剑登 郭泽坤 黄小民 李阿妮 

侯志忠 李伟明 苏文填 李志辉 李添发 李翠珍 刘志风 李增辉 李素凤 李金娥 

黄小明 戴锦德 黄景发 王志明 戴仁榕 黄小龙 苏君洪 雷 雯 苏金源 刘振生 

李纯青 李双凤 侯志阳 黄金珠 蔡延龙 林华升 刘朝霞 陈小锦 李双龙 彭华峰 

李晓珍 李建忠 戴文周 戴燕瑜 刘明生 李斯法 陈幼颖 李小皖 刘培水 戴泽章 

戴胜佳 许百塔 许明珠 苏一帆 黄衍转 黄文忠 李春城 林君辉 王桂明 李志芬 



刘陌聪 王鹏杰 刘育林 侯坤鸿 戴雪霞 侯宏义 王水昆 许德玉 苏宏荣 吴金良 

黄春辉 戴玉财 侯猛治 刘玉珊 李昆珍 李幼瑜 李 龙 戴东阳 刘春兰 蔡小花 

戴加法 潘新群 潘景霞 刘宝兰 李素燕 王玉江 戴燕玲 李幼婷 戴劲松 李坤阳 

黄剑明 黄怀颖 戴春水 戴须治 侯玉蝉 戴伟斌 侯婉卿 黄坤坡 戴小钦 戴金水 

蔡世雄 戴阳宾 李爱宝 李冬榕 戴文锋 李翠红 戴慈艺 李培元 戴建兴 戴艺清 

戴 蓉 潘良彬 洪国城 刘莲珠 苏智勇 苏剑峰 戴雪婷 刘福昌 陈少雄 戴坚水 

李蛟龙 侯清平 李炳坤 陈辉煌 戴岗松 李惠燕 黄琪宏 覃川瑜 苏明敏 苏金炼 

陈伏玲 黄木美 陈舒荣 李香治 刘燕萍 刘福兴 吴陆逊 李志发 戴银珍 周真姑 

吴中坚 李志家 陈文志 林玉波 李昭旋 李少彬 侯达顺 戴学霖 李春法 李小冰 

苏海滨 黄梅宇 黄 金 

        

初中 93 届 

(1990-1993) 

班主任：黄春福 李梓芳 黄冬梅 王志宏 黄秋元 李世利  侯和明 戴华英      

叶一来 李志贤 李秋红 杨建辉 李志锋 李朝霞 黄天财 李文锋 侯锦昌 叶小杰 

肖素清 苏双丽 刘旭源 截丽风 李超兰 戴华东 戴雅萌 黄记国 苏清凌 李 立 

苏建辉 李爱玲 黄英斌 苏文助 苏国南 李三蓉 黄增亮 杜庆瑞 李莺歌 李小玲 

黄军革 戴阳阳 李春杰 李秋萍 李振阳 傅成愿 陈锦阳 黄昆山 庄碧梅 苏凯新 

苏海滨 侯初起 李庆恒 李小玲 侯琼霞 陈丽萍 柯志阳 苏君艺 苏金泽 李璧君 

吴福海 李坤山 苏智宏 陈 超 黄双文 黄华鹏 李键钊 黄志辉 占超群 李惠珠 

苏伟群 黄虹华 李江萍 郭云蓉 李子金 黄豪华 李国龙 李三过 陈培元 黄锦木 

黄志翔 李福全 戴灵松 李春蓉 戴美霞 黄清红 李培珍 戴渊源 许惠秋 黄海珠 

陈铂森 苏春华 李峥嵘 侯婷婷 许金环 李海川 刘水源 刘伟聪 黄立志 禁钰铭 

陈桂莲 黄江华 杨信文 刘海艺 黄金发 黄文成 李陇源 李运水 叶建辉 洪彦彦 

钱 敏 肖艳梅 李玉美 李钦阳 李振木 刘翠蓉 陈智明 李双红 刘怀敏 李智杰 

苏朝东 陈丽珠 苏太忠 刘丽蓉 李云腾 侯金旭 黄金花 陈建设 李松兴 李亚婷 

刘景芬 黄志勇 黄淑惠 黄美丽 肖珊虹 黄清辉 李栋铭 郑菊清 林星发 戴锦鸥 

苏丽红 李灿敏 戴文波 戴助清 陈金川 陈宏颖 黄志强 陈华龙 车金山 刘玲艳 

李耿贤 黄春燕 李再发 林文凯 苏春燕 李更生 苏海明 黄雪培 李爱玲 陈国添 

叶剑锋 侯志红 黄聪裕 侯龙文 黄 毅 戴华汉 黄泉民 黄小苹 戴发生 李小勇 

刘耿斌 刘瑞瑞 陈宗旭 李庆阳 黄冰心 李德法 李用洲 李秋勇 潘小芹 林晓斌 

黄彩萍 苏志勇 侯国兴 林小珊 李幼兰 黄晓琳 黄文焕 陈晓锋 侯庭招 李福忠 

李美玲 李天贵 李爱菊 李小丽 黄艳红 李岳伟 李灿煌 刘智雨 李源瑜 许百塔 

李志良 傅淑瑜 黄向荣 黄荣美 黄树碧 李秋霞 刘春玲 黄海珍 刘亚芳 李远明 

黄菊芬 傅仰赐 苏小芬 林幼玲 黄仙送 李斯评 侯钊铭 李钦阳 黄琪玲 李更生 

潘霞燕 李梅瑜 李明福 刘珊珊 黄土成 李 毅 苏晓平 傅晓瑜 陈竞春 陈佳平 

李志延 李丽艳 李杨敏 李忠水 林聪海 李志坚 李 岚 陈顺治 谢越丽 戴伟强 

李小燕 黄瑞志 吕建民 苏远景 许翠芬 黄志平 潘谦慎 侯定国 李冰林 侯小梅 

苏凯波 戴剑平 李冬萍 苏福清 黄小王 黄怀伟 侯进艺 陈伟平 李元传 李小兰 

李锦东 刘金阳 许长深 张德泉 李云腾 李远胜 李春源 苏文杰 陈若颖 刘志锋 

苏学瑜 苏晓阳 余小梅 李志向 李智勇 黄明智 李建志 王志军 郭丽英 黄振春 

郭清云 苏典雄 黄冬明 戴清珠 苏文强 侯文是 李贵茹 陈玉治 刘栋良 苏少云 

傅碧双 李冬霞 杨高明 黎 伟 侯银华 李福运 张丽妍 黄华东 李志雄 潘金钟 

李晓龙 刘灿煌 刘洁锋 候江强 李秀凤 戴金钹 李梅荣 黄梓琪 黄树山 黄英莲 



李小珊 戴清林 何光才 李惜治 陈小平 李清红 洪艳婷 盛建群 李伟国 陈仙梅 

李凌燕 李斯东 李冬梅 戴江华 戴远红 黄种志 苏建良 苏颖华 刘韩辉 黄祝艺 

苏朝强 李宝玲 黄安洪 陈树坚 戴月云 黄灿阳 李意强 李顺利 黄燕玲 黄锦玉 

陈成添 赖小辉 曾焕志 黄金霞 李丽玲 李南宁 黄德强 李秀红 曾龙水 李秋影 

潘天裕 李丁玲 李斯阳 许葛煌 黄志猛 潘伯贤 黄种坚 李文华 陈碧玲 黄印春 

李清娟 吴玉萍 黄海炎 李志林 黄栋梁 陈文招 黄慧娜 李荣梅 刘志强 李添木 

李 珍 黄乌早 傅小良 李志波 曾加兴 林忠顺 董雅春 林清伏 黄国根 李志明 

侯文水 李培祥 吕碧玲 李宝红 李金泉 黄志宏 苏华英 庄碧玲 苏晓冬 刘振辉 

李艺萍 苏松阳 黄荣杰 苏海生 陈四君 刘诗宏 苏加锋 苏团结 黄阿缎 李聪彬 

林亚芬 刘灶生 刘鑫林 黄雪娥 庞四妹 吴云山 李月芳 陈国初 戴艳红 李文成 

陈宏图 戴德昌 李 靓 李春燕 侯燕芬 黄宽贺 刘碧玉 黄文祺 袁志鹏 郑玲凤 

黄艺彬 刘小发 郭惠敏 潘朝阳 林泉木 李凤莲 苏朝钦 李永翔 苏春红 黄宝治 

刘东杰 李桂兰 黄德锋 陈惠萍 王梅蓉 黄春辉 戴阳宾 黄文波 李艺芳 陈朝辉 

李超阳 黄心瑜 黄明霞 陈金龙 苏川毅 李建新 许锦成 高二妹 曾甘华 黄晓玫 

陈 炜 潘志娇 苏俊闽 黄少杰 苏建业 李岁百 李妙林 李春英 李春华 黄丽敏 

李雯娜 李志斌 陈 真 黄清辉 李月芬 李秋香 苏海英 陈小阳 陈茂川 叶津津 

李斯余 李志雄 李小艳 林东宁 李瑞景 袁安萍 李冬梅 戴清芬 李延延 李 李 

颜国忠 刘德玲 李建治 李龙技 周广卿 刘建设 黄海蓉 刘允明 黄金华 李火明 

何亚伍 李培成 李玉萍 李春奇 黄龙水 李秀发 李切敏 戴桂如 黄洪花 李进春 

李加法 黄水生 雷志辉 陈章佳 郭亚建 李友土 洪章斌 苏小波 李志民 黄景仁 

黎业七 洪 芳 李文华 王志愿 苏惠燕 黄建设 李翠霞 陈 娟 李斯汇 黄宏毅 

苏饶彬 黄清华 李斯发 高陈生 李蓉美 李建全 李清美 李耀洋 黄昭涌 黄带妹 

潘顶水 黄 林 李晖阳 李四萍 李美玲 郑海莹 黄玉龙 李青青 李振怀 傅莲红 

郭真真 林金清 戴志聪 李海贞        

 

初中 94 届 

（1991-1994） 

班主任：戴小阜 李成斌 侯惠波 李建聪 雷永扬 黄素玉 陈闽定 黄逊世      

陈荣阳 侯鹏腾 李明伟 李秋晓 苏明星 刘志明 潘瑜凤 苏全兴 肖丽梅 黄龙水 

李小妮 戴国海 叶剑谋 陈自力 陈逸芬 李建南 陈秀春 陈彬强 陈幼龙 李艺霞 

李文真 黄锦树 陈梅云 潘伟一 黄蓉蓉 陈小江 陈聪渊 戴颖聪 侯金水 黄一沁 

林桂南 郑春燕 李婷婷 苏安源 黄美珠 黄全目 黄霞阳 李玉玺 苏芦生 黄海生 

苏剑艺 王荣荣 陈清虹 李春美 傅晓东 李冰玲 李春敏 黄进福 李 玲 苏锦泽 

罗民强 李金阳 黄云鹏 傅志宏 吴云明 林阳花 陈进成 黄阿敏 陈敏英 戴春阳 

戴延清 叶建忠 许丽珍 黄顾宗 黄国阳 陈聪碧 苏永川 方惠聪 李长波 苏志文 

黄瑞霞 苏友福 黄燕华 刘爱全 陈发现 黄鹤鸣 李桂萍 傅仰泉 陈春昌 李斯彬 

戴日红 苏金山 陈聪颖 林超阳 侯凤阳 叶金碧 林元亮 李锦玉 王一敏 刘剑锋 

潘景水 苏亚益 林雅瑜 林贵生 陈清燕 王东克 李春红 李云轩 林小辉 苏明日 

郑勇猛 戴贞林 李顺兴 黄延波 李娇蓉 李春阳 戴丽双 苏宏剑 刘美丽 李志斌 

苏饶彬 李龙凤 李世阳 李小燕 李家福 李锦棠 李陇颖 宣小平 侯燕琴 陈柏力 

苏立权 戴庚壬 戴小敏 彭锟琳 侯丹凤 戴小文 吴东海 陈立围 苏天从 陈韩英 

刘水生 彭小华 李清波 林侨姿 刘加林 李冠华 叶新疆 李清华 刘艳春 郑宗保 

李宝玲 李阳迫 李庆山 黄金都 苏世锋 李晓东 王贵真 李海燕 黄冰玲 黄秋水 

徐冰艺 李超能 戴智雄 陈章佳 黄德铭 戴双玲 苏志福 杨明龙 李剑锋 刘燕华 



李伟贤 林梅兰 李秋明 傅尚徳 陈远贞 黄朝阳 刘秋月 李容城 苏秀梅 李宝兰 

李世昌 潘顺兴 陈云珠 陈超莹 戴丽红 李斯林 陈天生 洪芬兰 陈祖泽 陈智聪 

李莉月 陈小彬 林金发 李春玲 陈梅卿 黄少强 李达明 苏秀梅 侯晓明 李新疆 

黄海洋 李志成 李建辉 黄建福 黄彩凤 蔡胜元 傅慈法 杨素娥 苏培泉 戴惠玲 

黄志江 林映雪 李敏敏 林利福 黄晓玲 李 强 林海权 苏红梅 戴盛锋 王银水 

戴皇玉 黄银杯 潘弍明 李 箐 黄天文 李 雅 肖而拨 侯小红 戴杏花 戴小斌 

陈珊丽 黄志坚 李金兰 刘艺坡 李宝兰 黄建明 姚景奕 黄志民 俞龙元 侯钢全 

黄水英 陈志伟 黄海萍 李绵福 李燕琼 苏顺英 戴阿生 戴明凤 侯文鹏 戴双龙 

李文明 戴清香 刘景鑫 付振芬 李淑晖 黄丽蓉 刘清彬 张 杰 黄奕艺 黄攀龙 

方旭琼 黄清云 苏彩霞 王添誉 黄荣兴 苏学龙 陈辉庆 刘伟峰 戴志平 刘振坤 

付淑治 戴秋月 白瑞武 黄慧明 叶津津 孙忠艺 李清清 戴新红 陈天益 侯瑶珠 

王宏亮 白瑞文 苏振华 黄建文 李献忠 戴丽小 李嘉雄 戴细妹 陈飞华 李幼琼 

陈金元 刘剑芬 侯丽娥 黄文志 侯锦超 李丽云 徐训洪 林提升 潘晓芳 黄种贤 

李梅洪 陈建疆 刘燕红 李志鑫 李金海 黄惠瑜 苏翠文 刘识芳 罗加林 戴锦茹 

戴发卿 守庆华 李自然 黄聪志 苏紫燕 黄春福 黄俊铭 李志杰 魏成超 杨幼燕 

侯伟仁 黄银花 李寒冰 黄加庆 黄华木 黄玉莹 付德强 陈剑雄 王荣华 戴昭权 

李金英 陈庆宏 苏其专 李文良 黄泽兰 李志清 黄慧慧 苏辉文 苏景宗 刘治洲 

李文博 李宝玲 李东晓 李伟超 戴鸿杨 黄银霞 李芬芳 雷超强 李加星 陈俊强 

戴俊明 陈梅丽 李斌明 苏剑辉 黄松瑜 张淑锦 李淋璃 刘汉祺 李美清 陈法龙 

周爱蓉 黄铭超 苏冬梅 苏宏毅 李再添 苏应乾 黄中伟 戴宝贤 黄丽君 李栋阳 

苏海斌 李 威 李秋兰 李火水 李燕玲 苏传祥 侯祥明 张春水 黄琼真 黄志清 

黄聪艺 李青声 李天赐 李鸿翔 李志鹏 李春燕 黄志霞 黄小婷 陈颖瑜 苏胜强 

陈青山 陈雅芬 雷泽兰 李志宏 洪彬彬 黄雪莲 陈毅强 陈清峰 潘新水 刘秋红 

戴清波 苏天华 黄贞兴 李志溪 郭建发 李冬玲 李文宁 陈金海 付旖施 黄法峰 

陈秋霞 黄诗海 戴友福 陈建良 黄小中 李聪华 苏天河 黄雅莉 周亚二 苏默林 

陈亚猛 黄满治 陈文勇 黄丽明 陈江滨 黄晓聪 黄远儒 林海斌 黄丽梅 魏四海 

黄胜利 黄云英 余峙刚 苏翠香 陈清松 黄天津 黄金枪 黄春木 苏碰美 黄秋玲 

李文明 陈嫦嫔 李来财 李春玲 李朝阳 洪雅红 苏一锋 林春霞 刘锦钟 李运筹 

李伟莲   

         

初中 95 届 

(1992-1995) 

班主任：黄东明 李立仁 谢逸容 黄真辉 刘章庆 叶坚辉 黄国宝 黄德辉 杨明强 

潘增明 

陈启鹏 黄荣厦 杨道全 黄岁河 陈进普 陈青松 黄煌强 张钢锋 戴兴华 戴志法 

李伟文 刘伟平 黄国珍 苏颖聪 李达生 李新展 刘晓良 林祥丁 黄文桥 朱碧珍 

洪谊雅 刘莉颖 李丽春 潘月琴 苏育斌 陈宏春 戴富强 黄双喜 陈志斌 林思玉 

陈志杰 陈艳波 黄景贤 陈镇国 李梅桂 陈贤贤 李淑梅 李惠玲 林杉玲 陈明元 

刘桂香 陈桂花 李颖霞 方丽红 吴小蓉 李妮娜 陈春萍 林丽萍 黄煌辉 张贻煌 

洪 涛 陈甫贵 陈小龙 陈民生 黄志强 陈九如 林振雨 黄俊生 苏建平 李海荣 

苏小平 洪明德 叶金阳 林新晖 李剑峰 陈求生 戴好曾 方智勇 黄志东 黄远登 

黄阳东 蔡 艺 陈江滨 黄小气 苏波峰 李耀展 李祥鹏 戴天成 黄嗣春 苏德南 

傅文波 曾向阳 李军艺 叶云艺 李 玲 戴晓玲 刘白艳 陈小燕 叶伟萍 戴少锋 

刘宝燕 黄艺春 洪雅新 李彩虹 李翠霞 车慧灵 张桂治 戴瑞娥 侯碧花 陈安文 



刘阳生 李添发 侯伟清 李庆春 李 杰 李俊良 侯龙水 陈小海 侯阿艺 黄水生 

李火水 徐建东 苏晓新 苏志福 李天赐 苏颖超 李建加 许海涛 杨明强 李斯水 

黄炳灿 王景同 林乐华 刘晓东 黄松青 潘存裕 黄清松 陈三辉 戴德利 陈晓聪 

蔡舒达 李春龙 戴贻善 王加庆 杨道真 潘耀阳 陈英兰 陈小梅 黄美蓉 戴丽小 

刘雅娜 张正珠 刘秋玲 刘四琴 黄 芹 陈幼华 李海彬 姚幼清 陈提花 王金迟 

黄艺明 刘伟真 王真珠 陈小花 刘福泉 刘德利 李斯木 黄哲煌 戴金城 陈佳杰 

黄新清 蔡游生 李溪龙 黄炳煌 吴建胜 李春山 黄钦发 李大东 黄伟财 姚汀洲 

谢东平 李伏彬 郑小林 苏进发 张家宝 李朝宏 黄辉颖 黄春福 陈宇海 姚进展 

林泽坤 戴双兴 黄志彬 苏炜凤 傅仰波 李金土 黄剑锋 李世钊 潘志达 黄祖辉 

林伟良 王金凤 侯连芬 黄荣燕 李荣华 黄彩云 陈艺颖 黄翠云 张玉芬 戴丽凤 

刘苹如 林明瑜 杨雅玲 李清梅 陈淑梅 黄贵春 黄志玉 吕丹芸 戴惠瑜 白瑞环 

苏进聪 黄华蓉 侯志阳 陈毅鹏 黄剑锋 黄全兴 陈 鑫 陈晓波 黄耀艺 侯达盘 

陈灿辉 陈仲毅 李志龙 吴一纯 黄春煌 黄种贤 王小阳 黄长江 魏伟鹏 黄小青 

刘玉真 刘志东 刘景鑫 林海滨 许四海 黄友谊 王荣发 苏新新 陈双庆 林斌龙 

黄种丁 肖育斌 黄木生 苏建川 黄秋燕 戴晓燕 林丽蓉 林小兰 陈淑宜 黄丽彬 

李艳萍 张丁玲 黄梅兰 李海燕 陈艺云 陈雅玲 苏秀梅 李清兰 李 珩 吕宝玲 

苏华泽 张清燕 陈婉真 黄美玲 李君红 黄晓绵 苏景聪 陈阳波 李发达 李建东 

林玉玺 戴福生 陈辉榕 林志军 李鹏峰 陈晓东 黄溧聪 黄斯文 苏世标 李耀煌 

李成玉 黄晓军 李启昌 苏国彬 张重明 张锦阳 侯成法 黄迎春 陈少荣 陈宝荣 

黄国典 黄印基 苏东坡 陈志刚 苏坚栋 王协彬 陈清霞 陈秋孟 黄晨曦 戴莉蓉 

苏春红 黄家宝 张燕美 李春玲 黄淑玲 李珊红 林远玲 李清红 黄静如 黄美凤 

李宝凤 李华玲 黄阿仙 潘安娜 李婷娜 黄春凤 戴永芬 陈丽春 陈阿苗 黄琼泓 

黄雪珍 戴炳煌 杨艺强 黄胜林 戴少辉 李志庭 黄志愿 陈文发 苏明忠 刘泽辉 

黄彬水 戴团结 黄坤琪 吴小川 王伟强 黄攀峰 陈锦星 李志辉 姚良波 黄永忠 

黄天手 李宝尚 黄祺山 黄忠厚 戴剑波 黄文弹 许江波 陈卧松 黄滨晖 陈晓春 

林增强 黄江鸿 陈志海 陈加详 刘银花 黄菊梅 李小玲 戴焰红 李明芳 李宝宝 

潘连芳 苏春玲 陈幼香 刘桂茹 蔡雅君 陈燕春 陈宝艺 苏登育 苏文佳 黄翠兰 

李志昆 李春发 苏绍安 林发明 陈朝晖 黄荣水 陈景华 李蓉柱 张煌元 侯富强 

苏登艺 陈剑秋 苏一鸣 李阿龙 刘小緻 黄炳贤 李新河 黄文宝 黄海云 黄梅华 

林聪捷 黄江锋 陈春胜 陈培祥 苏育才 林振忠 徐三福 洪艺富 李海辉 林钦文 

黄子良 姚俊英 刘丽花 刘小凤 李春花 李彬红 王金敏 刘燕玲 曾玲凤 刘婉芬 

侯雪阳 戴小玲 李丽坤 刘培卿 潘金花 戴雅凤 黎顺美 黄招凤 陈冰瑜 王英治 

林河珍 陈萍萍 黄丽萍 李伟坤 刘荣谋 李东林 李昆仑 李赞成 李永久 李阿全 

李春典 李木生 李晓彬 李成佳 李志彬 李文土 李达庆 李庆丽 李梅蓉 李明红 

李白燕 李月梅 李春琼 黄慧清 杨秀玲 杨小玲 李琳琅 李小玲 李秋玲 李 燕 

李海华 李缤红 李珊丽 李乌姑 李清红 李秋红 李蓉梅 李海燕 李淑玲 李永红 

李梅玲 李凤英 李 晖 李太梅 李振聪 李伟芳 李志红 李志军 李荣辉 李富春 

李斯木 李景华 李建龙 李志钊 李志坤 李江福 李伟斌 李小勇 李志敏 李斯荣 

李金珠 李叶华 李金丽 李婉卿 李月红 李瑜芳 张丹娜 黄耀华 李跃进 李志欣 

李春雄 李锦辉 侯晓荣 陈义斌 李小玲 李婉丽 郭颖惠 黄小敏 黄超群 李玲燕 

李玉芳 李佩华 李春燕 李灿霞 王珊珊 李静玲 李海燕 李秋霞   

 

初中 96 届 

(1993-1996) 



班主任：李世利 李小红 赖青洲 黄晓东 黄秋元 黄彩燕 李梓芳 吴周蓉 黄国权  

何红芳 刘秀梅 黄冬梅   

黄火水 李志彬 戴惠玲 李希妍 黄翔云 李斯兴 苏永生 李冬梅 刘竞雄 黄进川 

李世杰 陈振华 陈瑞兰 侯波涛 姚顺福 肖小莹 潘自地 苏耿堂 陈专林 黄滢波 

陈艺坤 戴剑松 黄伟艺 苏田生 黄德胜 苏俊明 陈福裕 黄雄伟 李山君 黄炜炜 

黄美丽 潘素敏 陈水香 傅元煌 黄静谊 陈元成 傅清霖 吴榕榕 张丽娟 黄冰煌 

戴小兰 刘伟伟 叶学勤 戴志彬 黄淑凤 李秋艳 戴雪鸿 黄海嘉 吴秋兰 陈燕燕 

林美玲 陈建华 黄芙蕖 管 媛 潘科芬 方惠萍 傅仰志 王峥嵘 李瑞珍 戴志明 

曾晓玲 陈思发 陈甘莲 李志聪 张猛泉 陈美珊 黄锦发 苏丽婕 李志鑫 黄惠玲 

戴 剑 潘燕妮 李锦水 陈宝凤 戴朝阳 叶萌婕 戴耀发 史明凤 黄锦华 李彩霞 

李婉芬 黄昭蓉 黄锦绵 侯芸茹 李海彬 潘顺发 陈晓燕 黄凌燕 吴彩芬 潘志雄 

李巧红 李小荣 陈春红 侯晓宗 侯俊鑫 戴金阳 黄月云 戴明星 黄晓明 刘志彬 

李清山 侯清花 陈剑森 陈小彬 黄伟坚 郭婷婷 刘宣团 庄志坚 黄木水 黄春红 

余富荣 李玉梅 黄凯旋 杨道悦 黄海波 徐瑞蓉 陈明贞 戴春生 陈庆林 戴育树 

刘德胜 李小阳 李静芳 戴丹红 陈智超 陈伟强 叶春红 谢秋兰 潘杨彬 李少欣 

雷伟波 赖永鸿 刘翠明 戴艳梅 李福臻 孙琼茹 王春燕 刘金田 苏毓财 许志远 

陈东川 侯君菲 黄芬芳 庄伟彬 戴凯峰 李坤梅 林丹萍 李斯林 刘丽凤 戴淑珠 

苏毅军 黄伟博 李玉圭 潘伟生 李 镔 李文荣 王桂英 黄清美 戴萍萍 蔡灿辉 

戴少滨 王鹏程 辜大林 陈雅春 戴金治 潘春明 陈玲燕 戴玉双 曾文元 戴文清 

刘兰兰 陈婷婷 侯诗晓 黄丽娥 李宝聪 蔡丽蓉 戴建南 尤妤冠 林建福 李冰心 

戴月珍 潘旋木 李志鹏 黄荣辉 苏清洁 李文气 黄惠如 黄志强 戴永亮 苏志欣 

傅英霞 潘剑辉 陈彬玲 罗发兴 李剑来 杨志海 谢才明 陈嫦月 李 臻 黄健萍 

陈一帆 陈勇毅 苏全才 黄金聪 陈秋云 黄鹏举 黄雷鸣 李彩虹 黄伟耿 林种珠 

林水来 戴迟迟 王阿齐 张炜坤 陈斌红 陈淑丽 陈伯成 陈三珠 陈志华 黄燕玲 

李炎兴 苏建平 陈 鹏 黄草云 黄东亮 黄小凤 陈森河 李子沛 陈泰原 李辉龙 

黄菊瑜 刘元辉 黄火雄 黄少君 李亚真 戴福杨 黄气君 戴培华 李灿煌 黄悦阳 

李玲玲 李文彬 陈翠霞 黄伟华 李秋彬 陈建林 李清芬 黄顺生 黄良气 张晓峰 

黄祁琨 刘彩萍 苏彬彬 戴新宇 林苹苹 黄春阳 李秀蓉 李坤明 李志兴 戴婷婷 

黄珍玲 陈锋明 戴章明 苏立恭 林旭腾 戴美瑜 黄超群 李志农 李佳彬 陈春凤 

李达真 洪晶燕 陈芳玲 李桂玲 戴配蓉 戴意瑜 吴志军 刘炳坤 戴海蓉 吴伟霖 

黄俊贤 苏剑彬 潘森林 潘火波 陈婉婷 张佩兰 刘艺苹 黄钦艺 李 鑫 黄旭悦 

黎 毅 黄水龙 雷亚娥 刘金花 黄思明 刘丽珠 许天恩 林渊树 李超文 李春裕 

黄容赟 李灿茹 戴志加 黄俊华 潘炳灿 潘艳红 陈永毅 徐 峰 陈彩霞 许鸿玉 

李小发 戴龙安 黄凤婷 陈思艺 苏鹏程 李加冕 黄凤娇 潘素琼 戴孙明 陈耀庭 

林加来 黄晓鸿 戴惠彬 黄萍荣 刘新颜 戴香兰 陶巧玲 李达愿 戴劲松 黄进来 

陈庆良 刘洪林 戴红琴 黄炳聪 苏春生 黄美霞 陈飞燕 刘琳辉 黄建阳 李 芳 

谢龙海 黄铁龙 黄田奇 蔡开达 李秋月 陈菊芬 蔡木森 王剑斌 苏杰华 姚思源 

黄东苹 侯锦兰 邱一鸿 戴剑飞 陈茹苹 黄种杰 李小娥 苏美平 侯长富 纪炳坤 

陈仕斌 陈旭波 李雅丽 苏世雄 苏世坤 傅秀绵 林耀宗 李遵辉 黄百凉 李志发 

黄发展 李秋燕 陈明霞 陈祖盛 李学锋 戴财芳 李振坤 阮诗峰 侯春红 吴军明 

李辉煌 叶明珠 李金辉 陈莹莹 洪贻森 吴秀思 黄景艺 黄玉梅 潘少彬 陈甫蓉 

傅文锋 李志波 李 铭 陈少阳 徐 同 陈达虹 洪志波 刘春兰 侯春兰 李清云 

陈明阳 吴冰梅 苏炳灿 陈耀林 林幼燕 李松江 李清红 陈奕度 叶永泉 郭鹏飞 

戴嫣斌 戴龙土 李晓乐 黄素环 戴翠玲 陈婷妹 姚镇忠 王雅真 戴惠聪 苏聪博 



黄伯敏 陈志贤 林春阳 黄秋燕 李文海 苏景明 侯墩煌 李丽春 黄腾达 苏碧芬 

刘晓气 李翠霞 张毅萍 黄毅勇 傅奇龙 黄青蓝 苏志彬 黄伟铸 李桂红 陈小峰 

李丽萍 李祖福 李秀恋 黄阿福 李文毅 林春水 黄海华 戴长安 林玉珍 刘伟锋 

戴鸿华 黄文明 吴泽民 黄双展 苏红艳 陈气琼 黄锦毅 黄聪民 陈文彬 陈顺玉 

黄彬龙 黄惠瑜 李志欣 侯春玲 姚良彬 林文林 黄露霞 李小燕 苏朝志 李来明 

戴建盈 戴月良 潘双庆 刘小斌 黄瑞兰 陈智强 李斯宝 阮竞伟 李 翔 黄桂霞 

刘新旭 李荣珍 林谋炜 黄媚贤 黄衍同 刘有生 黄梦龙 林蓉蓉 李景明 傅清敏 

苏 斌 李进财 黄丽文 戴银钹 刘伟气 林小荣 李桂林 戴贤聪 陈新琦 黄岁福 

黄丽鸿 黄鸿城 陈毓君 林加奋 刘龙真 辜小林 李秋梅 侯侨海 黄妹玲 傅仰莲 

李佳荣 谢萍萍 黄加展 侯玲蓉 陈义钊 苏雷明 苏小铭 尤美玲 戴毅君 苏小雯 

黄福林 潘开发 张欣欣 李 颖 黄建东 林泽川 潘芬芳 黄怀梦 黄福源      

二 校 

李丽彬 李宾强 李凯峰 李灿华 李斯海 李凤玉 李伟气 李燕真 李天赐 李玉芬 

李聪彬 李晓玲 李清茹 李木林 李德泉 李珊婷 黄鹏飞 李慧茹 黄建庆 李炳龙 

李淑英 李志春 李淑琴 李碧忠 李飞霞 李伟伟 李滢芳 李建华 李亚冰 李火龙 

李小日 李聪枝 李艳阳 李华兴 李翠阳 李清敏 李春玲 李双志 李世宏 李幼泳 

李志坤 李桂兰 李幼清 李耀明 李爱华 李丽敏 李惠聪 黄小鹤 黄勇生 李建财 

李妙辉 李丽宏 李昭红 李家庆 李超群 李小文 李英毅 李春兰 李万阳 李红兰 

李剑婷 李金春 李春霞 李丹红 李一凤 李阿雄 李东升  

 

初中 97 届 

(1994-1997) 

班主任：李成斌 黄瑞霞 侯惠波 刘晓燕 陈闽定 黄素玉 杨明强 黄永绵 陈惠芬  

李建聪 李德端 雷永扬   

李斯彬 戴建水 刘章乐 李卫平 李文展 林小德 何志安 黄腾芳 陈伟雄 杜江鸿 

李海滨 李 森 刘文祥 黄丰源 卜盛坤 刘战林 陈克诚 赵 琛 李志超 陈四彩 

苏佳景 侯鸿斌 李春伟 潘偶然 李达强 李添福 李 伟 刘志坚 戴诚艺 戴凤毅 

陈松文 王鹏举 倪志雄 吴新涛 李水波 李昭蓉 姚美清 戴彬彬 李玉梅 黄琼瑜 

李莉香 黄志萍 陈玲凤 陈月珍 黄腊梅 黄春霞 戴宝雁 黄宝英 黄淑萍 李玉芳 

施文来 苏树波 李海南 黄柳花 黄美艺 李婉玲 李丽娥 戴勤勤 苏婷婷 潘云燕 

王亚敏 蔡丽凤 黄燕清 张秋兰 苏玉兰 姚淑霞 潘晓玲 黄安乐 李文耀 李宇铭 

李伟斌 黄维灿 陈奕盛 黄文德 黄溪乐 施森林 李荣土 黄青蓝 黄志军 戴文聪 

李松钊 黄伟聪 吴福林 黄荣波 苏少明 刘璐发 潘志聪 黄书斌 苏朝成 林家福 

苏世教 戴辉胜 刘洪林 陈金财 黄子房 黄德荣 戴革新 陈达炜 黄仪锋 黄贤林 

郭俊锋 傅晓红 李金玲 王锦娥 戴玉洪 郑丽勤 黄小蓉 李巧珍 陈晴晴 李金川 

陈琼宇 李建军 李世坚 刘建国 黄思伟 陈锦玉 侯丽玲 戴美凤 黄远珍 戴玉萍 

陈幼丽 苏彩凤 王婷婷 戴伟红 高丽参 李梅琼 黄淑芬 黄玲敏 李斌斌 戴锦波 

曾分洪 黄文凯 李少辉 陈进法 吕吉祥 黄周生 黄静波 王 堃 李 超 张志鹏 

林志军 李连福 黄圣钧 刘天鸿 李志超 李志进 黄灿良 李炜琳 吴文丁 李源发 

许文龙 李火星 林耀鹏 李锦桂 陈艳军 苏立二 黄诗卯 戴明渊 黄文展 吴俊扬 

戴志忠 吴呈昊 林育才 黄晓峰 黄奇磊 陈春毅 李 辉 黄钊群 陈艺坤 苏冰波 

洪 澜 黄丽榕 黄晓凤 李瑜萍 侯雯雯 李惠茹 戴美娥 李丽云 黄 嫱 潘二妹 

李金虹 李彬红 尤晓龙 李桂敏 李惠英 李晓玲 陈冬燕 潘菊芬 黄琪琪 刘春凤 

苏梅玲 苏小燕 李丽云 侯凤莲 林泽招 李少锋 黄佳荣 张斯鹏 黄端伟 黄 晖 



黄堃玺 李墩煌 李文博 黄晓军 许辉斌 李建文 张灿锋 李艺华 冯明磊 李福平 

王文杰 李建春 苏天龙 戴如意 苏文钦 黄俊意 李志平 李福安 谢江波 黄向阳 

陈进丁 李福生 周福盈 刘桂聪 刘荣耀 谢 琦 陈秋杰 李天送 戴育彬 陈国水 

黄德展 陈伟民 苏佳仁 刘文杰 李秋玲 戴燕云 杨丹红 戴敏莉 李春梅 林君瑜 

陈奎治 戴清菊 黄玉惠 苏秋菊 李春红 潘丽蓉 李巧云 谢珊雅 戴兰芳 刘金花 

吴琼燕 容舒乐 李志艳 阮燕婷 王桂兰 黄晓琨 黄钦怀 黄佳彬 苏串生 黄宽量 

苏鹏飞 苏 伟 李耀进 李达聪 戴剑文 刘再华 戴超海 潘耿能 苏春侨 黄侨瑜 

杨镇国 姚朝祥 吕作民 戴五来 李俊源 侯德强 李自清 黄文辉 黄衷周 林加旺 

李得禄 李文林 潘泉孝 苏进财 陈东坡 黄桂月 戴木霞 苏瑞霞 李翠燕 郭清兰 

李玉慧 戴丽燕 吴金燕 俞友昆 黄成辉 高辉阳 黄哲水 黄书阳 黄招阳 林杜康 

黄佳昆 潘志松 李巧燕 李小芬 黄艺芬 黄莹琳 黄亚霞 蔡培贞 陈秋菊 刘丽霞 

戴三英 王洁瑜 苏婉华 李碧华 江晓英 林翠丽 李春火 李侨木 戴春财 李顺利 

戴德情 黄晓峥 戴其仁 郑齐水 吴福胜 黄兴彬 李成杰 陈泽源 陈奕煌 刘海龙 

潘天送 李春辉 陈志东 李晓峰 戴强福 李 彬 黄志腾 黄俊德 黄景峰 黄锦阳 

戴朝阳 陈培贵 刘培忠 李明坤 苏俊鸿 姚坤阳 苏炳元 苏天保 戴良枝 黄晓庆 

刘桂蓉 黄秋菊 陈辉凤 潘彩云 张丽玲 戴小梅 戴小娥 雷雅珊 陈伟彬 黄怀耿 

李庆棠 黄建生 李 峰 李敦阳 曾小全 戴丹凤 黄冰心 李雪蓉 陈朝凤 林婷婷 

黄雁玲 刘静梅 黄洪花 黄文静 黄楚瑜 黄曾华 罗金花 李燕霞 陈增荣 戴进宝 

雷杜辉 张祖怀 许振洪 侯志辉 李荣荣 刘诗艺 陈清辉 李志兴 李志毅 李海平 

戴志福 黄哲明 苏文辉 戴玉堂 李 玮 刘志宏 林东鹏 苏东鹏 苏成志 黄扬忠 

李文火 黄少波 苏庆忠 林瑞滨 陈一江 黄景文 苏昆达 戴晓鸿 李添财 刘灿辉 

雷锦聪 黄鸿旗 刘小斌 张凤霞 陈小兰 黄秋阳 戴金凤 陈惠玲 黄玉云 黄晓瑜 

黄妮娜 李燕珠 李文英 戴延树 戴振良 戴升旗 苏称强 戴臻勇 李玉梅 黄淑燕 

李 绿 潘富英 陈玲思 吴冰梅 戴秀燕 李惠玲 李燕红 戴宝英 林宝珍 李燕琴 

郑明乾 黄世雄 黄杰星 戴思福 陈 琦 黄伟波 潘超群 李锦水 黄俊杰 李培生 

黄毅林 林荣钦 李海棠 黄田基 李剑虹 陈木阳 张志强 潘良春 李志江 戴建华 

刘 锋 黄书民 苏俊丰 陈 磊 黄随机 孙楚春 黄增辉 林文东 李火明 陈培宠 

李阳国 潘春发 庄青火 李宝钓 戴晓河 吴世秋 林小军 李冬菊 黄超华 李春妮 

李燕萍 黄莹红 黄婷芳 刘幼云 戴翠红 潘耀龙 李少聪 李锦枝 潘洪勇 蔡家福 

戴静凤 戴绿红 戴丽萍 李冬梅 黄晓彬 李红玲 陈艳玲 王丽芳 苏丽玲 张丽环 

刘阿珍 黄瑞莲 黄新玲 代明福 李建全 李春霖 李超良 陈金聪 代志家 黄石财 

李积庆 姚东发 代晓智 苏 毅 李凯华 叶 楠 陈东要 潘旭程 许跃彬 苏娇毅 

黄福明 李双全 陈超贤 陈特鑫 陈建基 柯尧顺 潘俊德 郑 磊 黄鹏飞 刘清波 

李斯典 潘国章 王艳丽 李 真 陈丹凤 吴丽锦 李燕兰 王一红 李琼花 苏丽鸿 

李佳明 黄永兴 陈龙图 李斯礼 苏佳庆 黄开端 黄开进 李冬梅 黄秋萍 李清燕 

姚翠芬 李丽玲 李碧春 黄臻臻 李亚玲 李秀芬 苏艳红 叶学勤 林灿灿 代淑芬 

代杨梅 苏军胜 戴奇欣 李木阳 李智强 李 杰 李金龙 苏东星 刘宝福 陈超志 

李炳峰 郑 重 苏栋梁 苏晓晖 黄小文 黄江榆 李佳荣 黄志新 刘建水 黄金聪 

李佳霖 潘培树 李志斌 张祖伟 李 振 陈琦琨 郑伟艺 戴俊彬 曾艺辉 曾国斌 

李亚城 刘俊法 陈卿福 戴灿瑜 李亚玲 李丽颖 黄小鹤 侯清燕 陈美珍 戴雪珍 

黄智君 刘海阳 王翠青 李冰源 李金平 苏小锟 曾明来 黄瑞乐 陈惠芬 刘伟华 

刘晓君 许丽红 李婷娜 刘春红 李慧玲 黄文旭 戴冬红 黄雪芬 黄琦婷 潘德芬 

黄举蓉 戴燕玲 黄志虹 刘聪颖 李宝阳 傅彬文 李磊轩 李庆法 李文福 李杜明 

黄梅茹 李贵兰 李 勤 李培霞 李秋兰 李丽蓉 李翠兰 李秀云 李幼玲 李亚平 



李彩玲 李仙美 李碧玲 李应红 李艺芬 李婷婷 李莹彬 李艺辉 张顺利 李彬土 

李登科 李春辉 李胜发 李福典 李志波 李家新 黄奕全 李福如 李文斌 李江滨 

李丹玲 李小虹 李木兰 黄文琼 李秋兰 李永鹏 李冬梅 李秀凤 李远瑜 李明明 

王国印 李丹凤 李彩云 李明骄 李月娥 李丽娜 李小彬 李金宝 李小雾 李辉丽       

 

初中 98 届 

(1995-1998) 

班主任：侯和明 叶坚辉 黄东明 刘章庆 黄逊世 俞孟坚 苏思宁 黄秋元 李 昕  

潘增明 蔡明凤 杨明强   

李子健 陈阿明 黄意志 戴天生 陈奕旭 戴克海 李冠珠 庄晓峰 曾志强 黄 斌 

潘志坚 林茂松 李剑辉 戴培坤 林新新 苏达奇 周景智 陈超平 黄灿荣 孙仁凤 

黄剑雄 林文福 罗松青 傅鹏辉 戴俊煌 吴名扬 黄财艺 苏勇明 李艺辉 苏金春 

黄槟榔 刘强生 李志丰 王一波 戴爱玉 潘修娴 许婉华 陈秀娥 黄文凤 吴灿敏 

戴惠彬 陈樱桃 戴丽红 李燕青 李洁雯 王阿萍 李彩云 李小红 陈梅兰 陈小蓉 

陈艺红 戴锦华 侯秀玲 李亚霞 戴雪香 黄瑜娜 黄阿兰 黄玺梅 杨明坤 黄文智 

傅鑫强 李金专 王金明 黄振鸿 李晓毅 叶泽欣 潘金杯 李世雄 林进发 黄德贤 

黄添宝 戴超德 林文渊 李俊贤 陈荧荧 潘少滢 陈仲达 戴进丁 张谦德 李斯发 

戴尧城 李松家 卢超民 曾一维 张小平 黄远辉 李仁波 陈西南 姚鹏翔 黄婉玲 

黄建梅 潘小霞 李 凝 林宝玲 黄容美 戴秋蓉 戴燕红 戴莲凤 李耀虹 李小灿 

黄碧娥 戴真真 苏阿娥 李幼婷 李松华 尤雅玲 戴玲玲 李淑玲 陈转玲 苏梅桂 

陈雪霞 陈小瑜 黄培红 黄雍容 苏阿茹 陈玉川 苏文达 李永裕 陈昌荣 傅晓毅 

苏 鑫 曾水河 李剑龙 陈永川 苏鹏程 陈江辉 黄培元 刘发财 黄伟耀 黄琼雷 

徐永佳 李加彬 黄鑫华 苏剑辉 李金发 戴小龙 刘平山 陈文质 李伟轩 叶志钦 

黄 鑫 陈建伟 黄家红 潘海滨 杨伟滨 陈建新 黄智敏 傅坚坚 李自强 傅达祺 

戴德毅 李敏敏 戴美蕊 戴婉珍 戴燕瑜 潘雪玲 黄端蓉 陈亚琼 黄丽萍 黄勉治 

陈惠梅 李珊珊 林诗煌 戴秋萍 李美兰 李萃欣 潘亿扬 黄添华 黄玉艳 李 鸽 

张冬梅 陈秋香 李雅川 李艺芬 陈娜丽 陈艺荣 戴加财 陈一波 肖鑫煌 陈景彬 

戴耀阳 戴其虎 许思明 李明华 吴彬鸿 洪国材 黄世峰 高超群 郑克勤 陈铭铿 

戴小明 黄南清 陈进福 黄金星 黄种木 黄晓君 黄顺灿 王振良 陈艺林 陈祖扬 

李建忠 戴孟虎 黄天财 黄长江 黄小乐 李延平 苏成志 林 聪 黄冬梅 黄秋菊 

黄晓君 黄小妙 黄心娴 凌 莹 刘艺敏 李秋蓉 林韶玲 李彬彬 李清云 陈秋蓉 

陈瑞卿 黄伟鑫 陈祥意 王碧娥 刘雪红 黄双妹 黄燕玉 黄丽平 潘惠蓉 黄雅丽 

黄丽敏 黄少蓉 李莉莉 杨晶莹 李晓红 陈 静 潘正中 苏斌斌 戴俊峰 李宗荣 

潘春阳 刘伟毅 吴俊炫 李志华 戴启超 李炳阳 戴钦发 李成树 黄东明 苏学龙 

戴晓鸿 佘岁艺 蔡贤杰 蔡文旭 林乃坤 黄冠波 戴景炎 黄尧鑫 李志钦 李灿辉 

李志圣 黄志锋 戴文明 黄志彬 黄瑞灿 戴玉良 阮伟民 刘少雄 黄培钊 潘钢锋 

李阳军 李景坤 吴新涛 黄巧文 张金凤 李炜臻 罗珍玲 苏少燕 戴玲玲 李小兰 

陈思思 黄月琴 黄文艺 戴翠芬 苏小梅 黄雅蓉 刘小玲 黄文宏 陈幼苗 刘文茹 

李灿明 苏雅清 李 婕 李幼红 黄冬梅 侯伟毅 黄鹏生 吴小军 李灿灿 李斌城 

杨锦虹 林仲谋 黄川侨 洪亚栋 陈斯然 戴炎辉 苏贵林 李江东 黄世团 陈必钦 

陈江陵 黄文博 潘伟杰 黄仁义 黄晓星 李建平 李福来 陈嘉靖 潘晓伟 李斯碧 

黄晓滨 林文达 刘洋波 许国火 黄巨龙 叶振新 李秋婷 陈 萍 黄小兰 陈春兰 

黄婷婷 吴阿玲 陈嘉虹 黄小菊 李雅吟 姚良玉 戴双治 董敏敏 刘巧君 陈伟萍 

戴晓春 李雪蓉 黄小月 王珊娜 王雅红 黄巧芳 李彩燕 黄育兰 李三宾 苏雅娜 



曾焕玲 陈俊凯 陈尚照 李祥昆 陈剑彬 陈晓东 李建南 黄志宏 洪仲维 李蓉琪 

李佳明 刘晓川 吴振煌 黄金辉 陈达伟 李志川 陈体森 黄记民 傅永生 方志勇 

黄福瑜 林海滨 黄江华 黄坤福 陈萤发 陈勇明 李超文 刘德阳 黄贞超 黄思展 

陈思群 黄少琳 李黎强 李晓瑜 陈巧瑜 王雅瑜 陈丽萍 陈玉茹 李金蓉 李丽丽 

蔡小英 黄琼琼 李阿红 姚爱珠 李冰冰 林奕金 李超平 戴红琴 戴志慧 陈容容 

曾聪敏 苏彩珍 李彬皇 侯双敏 陈艳玲 苏 丹 谢真珠 戴三凤 黄秀春 陈晓明 

戴勇水 戴龙辉 陈文钦 刘桂林 苏文博 黄长春 林伟华 黄家福 李 强 戴越龙 

苏海源 李福龙 李耀堂 刘超亮 苏军艺 黄福龙 黄福全 刘聪斌 李钱城 陈锦东 

戴东旭 黄加福 陈金锟 李荣辉 李志福 苏钦树 李利群 黄文龙 陈金才 黄志坚 

李松灿 傅文质 吴春亮 陈亚兰 黄琼燕 李端红 戴灵凤 黄芳华 戴丽春 潘晓玲 

戴鸿娇 陈美华 陈贵香 李春梅 曾小英 陈丽玲 陈惠竹 戴婷燕 李丽敏 黄君瑜 

刘晓萍 庄晓梅 戴翠萍 林淑贞 陈阿蓉 黄小燕 黄小华 潘惠妮 姚德招 孙耀南 

苏小锟 李志团 陈建正 黄培凯 苏志强 李伟明 李文星 李斯福 黄晓艺 黄耀宗 

王硕彬 李世强 李庆明 陈钟毅 李碧蓉 戴志芬 姚雪华 黄秋林 黄宝胜 张泽福 

刘小辉 侯小艺 黄志阳 苏瑶山 黄晓斌 李斯发 侯灿煌 黄东海 黄小强 黄琼瑜 

黄燕红 黄添花 林丽丽 黄君毅 李清玲 杨雅丽 戴清治 刘小芳 黄剑萍 陈丽萍 

单媛媛 黄凤娇 阮珊娜 苏秀红 李秋红 苏春霞 苏玉春 洪 玫 黄小清 陈晓静 

戴燕尔 黄小华 陈翠玲 李美芬 黄春联 黄明治 黄耀波 雷燕萍 黄毅颖 李福厚 

李宇铭 林振兴 苏永强 李志毅 杨俊明 杜阳阳 苏金旭 方国瑞 陈双水 陈景灿 

黄宏瑜 李 迪 蔡志攀 吴连才 林 章 戴文庭 李地灵 黄志愿 苏达强 王元明 

戴佑文 陈双坚 刘增阳 李斯安 戴里怀 陈晓君 刘德志 黄伟白 陈志坚 陈静茹 

黄晓绵 黄红红 李安娜 黄秋莹 侯玲萍 黄均良 黄春兰 林渊玲 郑海霞 黄艺峰 

李凤玲 李艳红 戴琪凤 戴晓玲 潘锦珍 李美华 陈煦治 刘霞美 黄秋蓉 刘东霞 

戴翠云 戴玲玲 张少玲 戴清茹 黄婷婷 李婷婷 黄聪艺 戴军福 戴培坤 黄胜艺 

李志纯 李荣文 李小展 李文兵 李木冰 李荣林 李晓聪 李一宁 李强进 李向阳 

李小隆 李斌斌 李斯金 陈彬贤 李海珠 李燕鸿 李欣欣 李莉凤 李秀春 李晓兰 

李阳梅 李丽娜 黄 莹 李真真 李丽虹 李幼真 李如竹 李宝珍 李萍珍 李怨莲 

李锦波 李永兴 李桂林 李鹏辉 李进添 李木星 李彬彬 李晓明 李春强 李聪明 

李焰明 李乐生 李金春 李剑虹 李春晖 李翠燕 李冬玲 李晓玲 李艺艺 李燕玲 

李丽真 李利玲 李玉冰 苏紫红 李丽霞 李珍治 黄宝凤 李小萍 李晓红 傅春燕 

潘玲燕 李翠蓉                

 

初中 99 届 

（1996-1999） 

班主任：刘锦绵 李胜利 谢正确 潘劲坚 吴周蓉 林爱玲 李梓芳 黄彩燕 董晓华  

李世利 黄晓东 吴文献   

李晓蓉 刘清培 占德福 黄丹蓉 李艳丽 戴丽君 陈玲煌 陈海安 黄百育 苏文波 

李聪霞 戴翠云 刘海珍 许振东 黄晓红 黄学艺 林武特 李耀玲 潘晓妮 林阿兰 

王太山 黄香兰 陈 莹 刘家州 李小华 李紫萍 李增盛 李冰冰 杨淑玲 李双全 

李彩燕 李清燕 李招治 李坚强 李晓芳 李斯彬 李清红 李小发 李绿红 李彬妮  

李辉煌 李贻蓉 李文财 李思婷 李明锋 李宝珍 李丹芳 李志彬 李东升 李婉芳 

李常林 李灿茹 黄记彬 李志萍 李玲玲 李志淼 李秋蓉 李剑煌 李婉如 李晓萍 

李种辉 李月双 李用平 李春兰 李军辉 李秋菊 刘国华 李秀燕 李灿婷 李斯鹏 

李燕玲 李志团 李春苗 李少洪 杨毓华 李惠兰 李小冬 李文婷 李伟顺 李美燕  



黄建加 李贵福 李海燕 李志波 李彬玲 李幼玲 刘明星 李珍珍 李清海 李建聪 

李安辉 李小燕 李炎滨 李亚腾 李振雄 李长杨 李 萍 李巧玲 李伟波 李红梅 

李智勇 黄榕萍 李剑斌 李亚丽 李锦阳 李清华 李文龙 李聪晖 李培玲 李福良  

李斯凤 李锦裕 李丽燕 李志竞 李秋萍 李志飞 李晓芬 李竞贤 黄清梅 李斯土 

李翠霞 李清林 李桂虹 李杨波 李灵敏 李冬发 吴瑜彬 李培辉 李幼真 李双福 

李天福 李丽蓉 李志铜 李雷生 雷 坚 黄宝阳 潘穆鹏 潘周国 戴建兴 陈长春 

黄永红 王丽霞 陈鸿龙 潘灿炎 阮金胜 阮燕妍 侯宣宁 黄雅琳 黄灿河 黄艺瑜 

刘振顺 吴春红 王诗杰 林晓彬 黄燕燕 李伟萍 刘晓峰 李斌燕 侯超峰 李乐明 

李亚春 陈进辉 黄少鹏 林少华 刘默涵 刘荣亮 傅昭博 李连英 李亚妮 李燕茹 

李碧杰 李胜嘉 李秀梅 李辉煌 李文双 李玉山 黄梅灵 黄培元 李燕瑜 戴军发 

黄美凤 李娜玲 徐少旭 姚菲蓉 李柏凌 李小玲 李志斌 张飞飞 李梅发 黄玲玲 

甘绍孟 占婉萍 何祯辉 陈瑞玲 李春景 戴剑明 林三玉 李志骄 黄艳玲 苏世靖 

陈瑞凤 黄润宾 潘凯艺 黄大才 林丽美 李达理 黄志强 苏成发 陈阳红 许卿国 

黄金勇 黄小龙 黄智聪 黄厚裕 黄丹凤 王志德 苏江怀 黄翠莲 陈燕珠 林龙森 

李小波 徐桂兰 黄志炳 李春明 郑剑春 李腾飞 黄胜利 李 剑 李 伟 黄文君 

李璧莹 庄园熙 陈福图 苏阿逢 李建平 潘纯纯 吴静姝 李幸福 李冰玲 方一鸣 

苏丽云 卢永鑫 李少波 李阳火 苏超君 李春玲 徐阿敏 李海瑞 潘幼卿 苏海滨 

张丹燕 李瑜坤 郭静梅 蔡阳彬 陈伟川 黄一卉 黄哲汉 苏育彬 侯丹凤 苏美兰 

陈淑瑜 黄盈娜 陈敬瑜 李琳音 黄志坚 黄发兴 黄少鹏 吴宇航 李金莲 陈坚发 

李南阳 黄灿杨 黄锦裕 潘双春 林启亮 黄晓燕 黄小哲 李 峰 戴印明 陈婉琼 

李艳平 戴昆杰 黄莲堂 杨剑辉 黄 毅 姚碧华 李鸿文 陈江气 苏桂花 陈添发 

林超良 刘旭玲 李 燕 林雅博 李明霞 黄阿玲 黄火成 黄再新 陈彩云 王锡铭 

李拥明 李佳明 陈小辉 黄端雄 黄志宏 黄兰兰 陈云燕 苏燕军 李惠敏 李晓真 

黄健群 李玮婷 陈建华 黄永生 苏佳彬 黄火乐 陈月芬 黄佳琪 黄文斌 陈春燕 

陈晓瑜 魏天恩 彭小真 陈燕玲 傅宏炜 黄金增 李小琴 曾幼砚 黄昭瑜 何贞启 

李东坡 李玉蓉 黄晓琳 黄思镇 李昆阳 苏小华 刘玲兰 曾焕博 李 玲 吴能坚 

黄晓峰 李海龙 陈燕英 黄记添 李二娇 王少鸿 刘德莲 黄志耀 李仙华 黄晓红 

曾国平 李晓聪 陈晓芸 陈金菊 戴惠虹 黄 蓁 李福良 李培成 李彬彬 林雅君 

戴锦英 许志安 李绿咏 张智猛 李斯琴 黄伟宗 刘蓬源 戴丽云 刘进发 李阿兰 

苏春月 刘紫源 许明霞 黄东盛 李清玉 陈注鑫 黄均慈 王慰慰 戴世忠 李昆明 

陈培强 黄燕燕 潘成鉴 蔡娜彬 黄紫成 陈燕彬 陈瑞亮 黄剑波 黄福星 吴能文 

李鑫伟 苏庆鹏 王振柱 李永平 李茹萍 黄景生 黄伟坤 黄艳芳 李彬彬 陈志耀 

陈鸿腾 刘巧艺 戴云霞 黄文杰 苏荣山 陈慧敏 李雪萍 李家渊 刘伟毅 黄伟霖 

陈超阳 黄秀燕 李军梅 李志斌 黄翠兰 李伟锴 刘炎茹 潘进鹏 黄少青 李斌虹 

陈志愿 蔡亮亮 李小芬 张丹萍 王诗杰 黄炎腾 苏小兰 林晓芬 黄吉祥 黄云龙 

陈景暄 戴超群 林红红 李 智 戴聪颖 谢菲比 李阳滨 侯振福 黄晓瑜 黄燕萍 

黄志军 苏坤瑜 林培琼 陈秋红 吴晓林 李凌轶 李金良 李 悦 黄志娥 黄剑鹏 

潘建军 戴传宁 李焰烽 陈海瑜 傅淑惠 戴益泉 李世明 李斯发 陈进源 李艺娜 

李婉真 潘春福 李惠敏 王志宇 刘金河 潘柳清 苏添裕 黄少华 李晓平 陈秋彬 

李凯荣 黄洪华 戴春涵 林金塔 戴艺旋 郭凯旋 戴双双 戴美凤 吴培鑫 刘毅真 

刘晓莹 李聪聪 陈达君 苏坤怀 黄玉萍 黄雯君 李燕娜 李士如 潘钦灿 李智钦 

陈晓君 戴灿煌 黄艳芳 李祝金 梁达鸣 林小芳 李惠聪 李 鑫 李强毅 李紫芬 

潘培志 潘彩凤 戴泽源 黄小贤 戴彦琪 李斯俊 陈阿萍 张加兴 郭伟伟 黄幼如 

戴桂兰 戴培进 李真真 黄伟艺 王进来 李 萍 徐竞超 李慧明 陈晓鹏 黄丽红 



尤小青 黄阿源 刘皇斌 李玲红 林定文 陈力达 戴 宇 陈芳芳 李伟娜 戴文坤 

潘伟坚 陈明华 李文源 戴建生 苏怀阳 潘天真 纪丁红 王家福 陈丽莉 黄鸿祺 

戴加法 李少卿 黄炳煌 潘正锋 陈春莲 戴仲源 苏廷坤 陈玉春 苏婉真 陈明玉 

苏少敏 孙争强 黄火青 李丽娜 李燕丽 潘燕菊 黄立波 陈弼元 杨子斌 陈艺兰 

陈艺贤 黄丹蓉 林新林 黄灿波 戴少芳 陈明霞 李泉福 李伟艺 李琼川 陈国清 

陈舒婷 黄灿辉 刘萍婷 李东阳 姚幼卿 李翠红 李杨波 戴彬瑜 郭晓军 谢培兰 

苏彬苹 苏俊伟 潘春水 吴呈芳 黄种波 黄春红 李峰阳 苏晓兰 戴万福 李庆祥 

黄斌能 戴秋腊 刘贤艺 陈丹红 林晓华 黄艺萍 戴炎明 吴阿红 陈坤猛 李小婷 

吴 旦 苏文娇 潘云鹏 李春红 刘剑峰 李宝艺 戴伟坚 陈双喜 苏志贤 黄锦阳 

戴永明 黄静雯 潘伟强 刘世佳 李培阳 黄清育 黄炳彦 戴燕辉 杨晓亮 黄丽敏 

李君如 黄秋蓉 戴蓉蓉 林清清 李阿棉 戴斌斌 黄亚旭 李清毅 黄双玲 陈婷婷 

黄银凤 李彩云 苏景祥 黄艺洪 许小红 戴丽明 戴剑峰 苏建聪 李霞龙 林春燕 

戴达鑫 李湘灵 潘森明 戴剑峰 黄君娜 李桂兰 曾辉耀 李亮亮 李春明 黄雅兰 

陈 鹏 王柳清 黄幼珍 黄小宁 李春兰 李礼强 张猛良 李清瑜 李明理 李少君 

李斯永 黄增炜 李易鑫 苏智辉 黄巧龙 戴金玲 高晓红 陈金璧 雷海毅 林雄谋 

黄惠泉 李永发 陈哲福 黄银城 阮少君 黄萍萍 陈婉凤 陈和平 黄宏毅 李志伟 

黄小燕 黄怨红 黄玉芬 戴娜娜 李成勤 黄联发 黄锦灿 杨道强 黄锦枝 方 馨 

李福兴 李永旭 刘晓雯 李桂花 曾仁毅 戴志彬 陈淑凤 李惠玲 陈燕鸿 黄婷婷 

李巧生 傅晓波 黄金铛 陈奕气 黄志伟 刘德珊 李安良 陈玉蓉 苏晓兰 苏颖君 

黄保霖 潘凯欣 陈小凤 黄端虹 侯翠玲 刘艳瑜 黄成杰 黄文娜 黄晓虹 李锦霞 

潘金土 林耀强 戴源华 戴毅鸿 潘月琴 黄丽红 刘秋红 李智军 李培凤 侯坤祥 

李少茹 黄四平 戴筱梅 傅景良 苏金书 黄文艺 黄翠萍 徐天佑 黄培宏 刘幼润 

李斯明  

 

初中 2000 届 

（1997-2000） 

潘艺伟 戴秋燕 陈晓光 戴东萍 苏翠萍 黄佳佳 黄嫦娥 郭伟兰 陈志伟 高 翔 

姚燕玉 黄琼波 雷爱彬 李颖红 黄冰峰 李婉茹 李自发 黄志成 黄滨凤 李伟明 

李静莹 黄伟超 陈晓茹 王家达 李小聪 李文涛 肖艺东 苏丽云 侯根盛 黄雪凤 

李癸治 潘俊艺 黄竸莹 潘舒婷 李秋霞 陈雪凤 庄逸熙 李宝燕 李敏强 黄星辉 

黄萍萍 潘培元 潘少怀 刘荣辉 李幼美 李永辉 黄文佳 黄丹琪 李真玲 黄离团 

黄如意 李大莉 陈立群 黄丹丹 苏立培 黄崇斌 李佳福 黄阿玲 苏文波 李秀桃 

李小森 黄光仪 林谋宏 刘冬兰 李文毅 李秀娥 陈钟龙 郭艳萍 王智勇 陈小明 

苏剑宝 李大海 林清宝 潘泽斌 陶燕婷 林耀祖 戴春瑜 黄坤滨 李晓毅 黄俊超 

黄志雄 陈燮平 李志远 李琼瑜 李顺中 黄莉莉 卢王莹 戴美云 李灿灿 苏鸿星 

李 玲 施奕君 黄宝凤 黄幼玲 刘锦瑜 蔡清鸿 王加进 戴晓敏 苏永权 李菲燕 

黄燕鹏 王菲菲 黄江山 黄印钦 张斯腾 李金宝 黄晓瑜 王 蕙 黄君宝 李细红 

黄歆歆 黄为红 李艳平 陈燕珠 黄丽丽 黄小艺 戴玉云 李旗志 黄火明 陈智臻 

苏丽榕 李菲菲 陈泰裕 黄加强 李添丁 黄建阳 刘紫红 李 孟 潘伟毅 陈奕鹏 

黄崇城 黄奕宣 李凤莎 黄梅丽 林佳福 陈书凯 戴啊萍 李达源 黄凯红 黄云鹏 

黄梅榕 吴荧荧 李萍萍 林 琳 苏端端 李安乐 黄志达 李斯杰 郑 颖 戴再发 

李文婷 戴丽鸿 姚其祥 黄明霞 李巧红 潘颐冰 刘宏腾 戴钧钧 苏火明 刘剑平 

陈华婷 李小辉 苏小兰 刘小林 陈毅行 陈上海 黄美杨 李圣吉 黄晓云 李嘉华 

戴邕玲 黄福特 李燕红 蒋珺岚 黄婉红 张建生 戴晓红 陈新兴 陈志东 林惠玲 



李锦阳 尤芳强 戴福丽 戴安丰 戴志凉 林梅兰 戴夏婷 戴丽丽 黄璐璐 陈根茂 

黄怡佳 林进福 戴春燕 戴记坤 陈文艺 戴有才 林泽明 陈玉凤 李东强 戴双燕 

潘良图 李雪阳 李自强 李燕清 杨毅鑫 黄雅红 戴腾伟 陈桂云 黄忠发 刘丹蓉 

黄文德 张静瑜 李志生 李志坤 李建宝 潘绍堃 潘海川 姚海参 刘灿福 李丽萍 

姚玉春 黄明端 黄阿话 黄秋平 李景丽 李东红 李方堃 陈斌杰 陈小强 苏国龙 

刘清霞 黄栋梁 李加龙 李陈群 黄钦明 李灿蓉 刘文渊 林静毅 陈海波 黄成德 

戴龙毅 陈剑平 黄文土 李伟强 林燕燕 潘阿萍 苏小燕 苏晓东 陈晓芳 李少彬 

薜海涛 林秋敏 陈松玲 戴小真 苏超群 黄彬彬 黄建华 林金江 潘云婷 戴端萍 

李少东 陈雪芬 王宇剑 李志腾 黄翠云 戴秋红 李金燕 李斯佳 李丽丽 王碧兰 

陈小梅 苏梅珍 黄启迪 苏丽丽 李漪波 黄哲法 尤芳毅 潘月清 黄文清 戴朝斌 

李永铭 侯菲菲 刘燕辉 苏晓斌 戴蔚君 刘炳坤 李小娇 李培福 张玉瑜 潘春燕 

李灿源 刘志东 李莹玲 李燕辉 戴圣阳 林文彬 李晓蓉 李剑辉 戴玲玲 李银城 

黄伟聪 苏萍瑜 李安娜 黄振裕 李丽丽 刘东红 戴瑞星 陈锦龙 黄双蓉 黄双娥 

戴锦堂 黄 蓉 李德福 张雪茹 黄明红 苏耀锋 陈菲菲 陈江艺 黄文豪 陈婉茹 

黄加顺 雷剑伟 李华蓉 戴伟胜 盛腾燕 黄少军 黄玲玲 陈钟辉 黄剑峰 刘永梅 

陈金进 黄彬茹 黄天虎 李幼玲 苏少艺 潘气治 黄彬彬 李祝愿 李群香 李燕珍 

李秋娥 李辉煌 刘明溪 李守财 黄纯颖 戴婷婷 李志坚 方洪福 侯佳丽 陈静年 

戴秀燕 李元益 黄诗金 陈俊杰 李志炎 戴恭海 潘丹红 黄满玉 林天助 戴金煌 

黄晓兰 林锦煌 李小燕 潘珊珊 黄春蓉 黄俊祥 刘德坚 戴智毅 李冰冰 黄翠玲 

黄加辉 李培添 黄德耀 黄敏敏 史凯峰 陈伟峰 苏乙兰 李夏兰 黄伟君 李伟强 

潘伟辉 黄志江 黄川红 李凤凤 李灿星 李锦煌 黄雅芬 黄周敏 戴翠瑜 黄清芬 

李容春 叶安分 李丽龙 尤伟超 李山春 叶阿彬 李宏辉 黄培珊 陈婷婷 黄东水 

占志煌 刘妙玲 陈美玲 李志鹏 李海峰 陈佰玲 吴庆峰 黄文腾 李志彬 戴雪霞 

李晓兰 黄炳钊 李志芳 苏燕清 李玲玲 李纯煌 刘少波 侯龙波 陈佳龙 黄永顺 

黄冰霞 黄欣欣 陈海龙 陈江斌 李春梅 黄春萍 陈建财 黄李莉 李莉莉 苏星星 

李昌兴 戴帅帅 潘称珍 雷柳芳 李一峰 李嘉荣 林景煌 黄加枝 陈晓虹 陈壹欣 

黄安强 黄梅珠 陈东阳 刘阿殊 黄恩惠 李天送 陈灿明 李丽梅 潘良富 苏彬茹 

刘婉萍 李硕斌 黄爱民 苏灿辉 罗毅斌 李静云 梁品品 刘建煌 潘少波 黄双菊 

李珊珊 李家鑫 曾丁才 李巧艺 刘双财 陈秋芬 苏冰芳 李晓茹 黄梅芬 李志勇 

刘月瑜 黄晓燕 黄锦标 潘岁国 黄聪敏 陈云燕 林少龙 李志龙 黄伟杰 黄斯阳 

李志金 黄昆旭 苏越丽 林锦成 戴丽凤 黄添本 戴海龙 戴良美 黄晓菲 黄财裕 

黄单花 刘月玲 李旭凌 李彩云 李志坚 李 鑫 李家土 李锦英 李燕燕 李培凤 

李志星 李桂生 李明霞 李春生 李艳玲 李灿茹 李阿勇 李小娇 李彩芬 黄奕兴 

李阿丽 李金菊 李晓玲 李双燕 李子安 李梅玲 李志珊 黄种龙 李志英 李燕霞 

李运辉 李雅琳 李彩霞 李志兴 黄忠义 李文达 李亮亮 李达兴 李文鹏 李燕玲 

李志凯 李彩虹 李长春 李清丽 李水阳 李幼丽 李佳文 李坤山 李志勇 李小明 

李幼彬 李灿阳 李秀凤 李春梅 李俊辉 李燕婷 李珊霞 李新容 李姗虹 李松容 

李秋红 李晓茹 李春彬 李 游 李宝福 李彬能 李春梅 李欣欣 李丽燕 李焜树 

李秋萍 李灿辉 李晓玲 李志新 李瀚霖 李幼燕 李世宏 李秋红 李灿辉 李梅玲 

李艺峰 李凌波 李小燕 李培培 李秋萍 李瑜彬 李志谦 李超敏 李燕梅 李 星 

李艳阳 李真真 李志发 李世贤 李泽建 李万福 李小莲 李彬虹 李秀红 李志松 

李宝玲 李阳彬 李文锦 李燕丽 李金水 李斯火 李幼彬 李金福 李文彬 李绵绵 

李荣兴 李永兰 李婷婷 李菲美 李三玲 李芳芳 李玉萍 李丽玲 李锦彬 李茹欣 

刘银菲 李闽莉 李灿辉 李志煌 李贤茂 李 强 李瑞怨 李亚兰 李灿阳 黄斯碧 



李银花 陈若愚 戴伟龙 黄君颖 李珍珍   

 

初中 2001 届 

(1998-2001) 

黄佳彬 黄汀滨 李灿龙 黄晓昆 李伟龙 陈鑫祥 黄达维 黄立明 戴志川 刘剑锋 

苏家福 黄宝安 庄堡龙 黄海靖 李明昆 陈小助 李美娜 杨婷婷 李扬兰 陈金燕 

黄巧蓉 李丽颖 李爱红 侯少巍 潘江滢 陈南保 李斯生 潘毅松 陈跃峰 李灿煌 

李春仁 黄君宏 潘少伟 李锦章 李珊蓉 李宝宝 李丽婷 苏金龙 李茹梅 李晓丽 

王诗红 黄春燕 傅理惠 陈美玲 李亚兰 李美玲 杨真真 张培婷 李晓丽 李芳芳 

黄 瑶 黄毅斌 黄灿峰 杨俊寅 刘晓雄 李聪毅 黄东山 李琛刚 黄德荣 黄斯悦 

黄昆仁 黄银城 李阳树 黄进城 李江彬 洪怀哲 刘锦璜 杨晓艺 陈清华 李丽玲 

李小敏 李雪云 李乐云 李婉婷 李翠云 曾艺红 黄李琳 陈双燕 李德龙 陈梓松 

吕作成 黄敬波 黄文发 肖文贤 陈伟强 黄伟南 黄钟艺 李春凌 李小萍 陈琼瑜 

戴飞彬 黄剑虹 黄灿灿 黄晓玲 李燕瑜 黄银凤 李晓玲 黄春连 李军如 张静菲 

王丽婷 陈殊芳 李蓉蓉 傅君瑜 李滨红 李美美 施贤贵 肖鸣飞 王伟强 吴彬煌 

林培土 李晓敏 刘镇民 戴俊杰 刘志毅 黄俊才 陈珊阳 黄佳友 陈伟强 李华明 

李艳辉 李仑土 陈国水 黄进辉 李旭辉 陈莉娜 吴珊珊 李丽玲 李闽婷 李菲菲 

李焕榕 陈春兰 黄哲凡 李厦勤 戴晓伟 戴海鹏 李秋缓 戴锦辉 黄锦钦 黄扬海 

林明海 王佳樯 王家鑫 李美玲 陈淑云 李志姑 李艺萍 陈雪珍 李幼兰 李巧兰 

王凤英 雷芳新 戴燕玲 李安妮 李春阳 李亚碰 郭雅玲 黄超敏 李立群 苏阿丽 

陈春霞 李旭军 黄添福 王艺东 戴宏瑜 黄春禹 黄志明 李志雄 李天财 蔡 进 

侯永佳 戴保佳 陈佳春 杨桌尔 苏文斌 刘斯全 李荣德 吕志泽 张泉福 王小松 

叶晴宇 刘加林 李锦泉 刘佳鑫 张晓达 李剑峰 林谋彬 刘添香 陈诤琦 李向坤 

刘耀琪 李敬平 刘 静 黄斐娜 郭明治 高秋玲 黄玮玮 黄聪明 蔡娜婷 李萍茹 

李玉梅 李快治 陈丽芬 李幼茹 陈丽鹏 陈佳芬 黄 婧 黄丹凤 刘晶晶 李小燕 

陈珊珊 李小吟 黄丽清 苏丽玲 李晓丽 戴新颖 苏冬冰 李丹红 黄伟虹 陈菲菲 

林双弱 李思嫔 苏梅香 黄金海 林荣贵 施少鹏 吴聪义 李冠辉 吴文弹 章炎华 

黄哲裕 李恩煌 黄晓沿 李琪彬 刘河彬 李志松 黄瑭琨 潘鹏鹏 刘世坚 李伟江 

王国土 李斯钦 李志发 姚晓杨 李长凯 戴填才 陈巧芬 李茹凤 李金艳 黄雅珊 

李秋红 李幼玲 苏乐君 黄斌娜 李雅敏 李琼娥 戴明芬 林珊珊 刘桂蓉 黄爱玲 

李秀敏 李艳春 苏萍萍 孙晓琦 李惠玲 黄静怡 李阿凤 王晓红 雷亚聪 林丽茹 

戴春玲 刘 静 林丽云 李金兰 吴汇潮 李志添 李志锋 黄晓峰 林福星 李志宏 

李晓健 陈国盛 李志力 李锦裕 阿国伟 李伟志 吴伟明 叶振扬 苏天助 林天生 

李 翔 李坤彬 潘泉仁 黄仕哲 陈海堤 李俞明 李晓峰 苏培强 黄县长 李宝红 

李婷芬 黄婉卿 黄海燕 黄海燕 林娇燕 李晓兰 黄阿兰 李啊琴 黄石竹 张之琳 

李小霞 陈玲玲 林妙红 李文萍 李月凤 刘楚云 黄虹敏 李婷婷 刘彬玲 黄珊娜 

曾瑜璇 陈永裕 李萍萍 黄美玲 张丰丰 潘小燕 戴艺凤 李婉瑜 吴萍萍 苏宝英 

黄萤映 黄超杰 戴文锦 张炳阳 李志清 李金浓 李腾龙 李典愿 李少文 黄呈飞 

戴全发 黄炳贤 陈华鑫 陈海萍 黄江雄 李文彬 黄洪波 黄哲渊 陈文强 李志辉 

李源财 李俊龙 李力勤 李阿茹 刘晓玲 刘晓君 陈翠虹 李晓玲 李超颖 黄洪梅 

李志英 李良涛 黄 军 李阳建 戴志清 黄昆兴 戴锦章 李乐衍 潘少锋 蔡智猛 

黄鑫城 陈文绩 黄顺锦 陈三彬 李春兰 黄春霞 黄靖英 陈秋虹 吴新英 戴超英 

李晓燕 黄晓红 姚月聪 戴荔琼 李秀兰 戴桂兰 张晓玲 陈 丽 李萱萱 黄佳媚 

刘幼苹 李茹萍 陈福林 黄艳洪 戴庭芳 李锦彬 戴玉宝 黄阿星 李伟毅 苏国铭 



李尚文 陈佳瑜 苏学辉 李煌明 张彬彬 戴朝金 李燕凤 戴晓芳 洪锦秀 黄秀程 

李祖清 尚福全 李佳乐 李小琳 吴荣太 李木贵 黄琪瑜 黄种彬 黄诗艺 俞友强 

黄小福 陈景聪 王佳佳 李晓玲 侯育宁 李伟婷 李珊萍 谢明霞 李文婷 陈梅良 

黄彬茹 戴燕瑜 黄双原 陈亚萍 李美容 陈威娜 黄 颖 林艺艺 林娜敏 黄雅萍 

李彬茹 黄培坤 张发展 李庆林 李斯旺 黄均堂 陈文思 刘应铭 黄添福 侯俊超 

李志庆 黄灿瑚 王挺达 苏君毅 苏安山 陈伟鸿 李小军 陈文佳 李其峰 陈珊珊 

王雅芳 李韵婷 黄小燕 黄芳瑜 李爱玲 施得花 陈伟伟 黄晓杰 李江林 陈辅超 

李祥胜 陈剑煌 黄伟生 黄晓强 李伟明 黄亚鹏 陈 粲 尤玲燕 戴明妍 黄丹玲 

曾晓红 黄森鑫 戴惠芳 戴小真 黄艺娜 李瑞琼 戴珊珊 李秋容 刘月风 陈雅芳 

李晓红 林珍珍 黄柳燕 黄舒蓉 戴小燕 刘旭东 刘晓东 黄斯评 黄健雄 李志裕 

李斯团 黄印钧 谢志伟 刘文佳 阮超超 戴锦源 陈少儒 戴建川 刘东旭 李伟强 

李润泽 黄辉斌 戴毅志 王丹琳 刘彬彬 刘艺萍 李冬艳 李亚莹 李天辉 洪斯这 

李晓峰 潘荣耀 潘志鸿 刘伟强 李乔松 陈洪河 陈彬贤 肖永成 黄冰兵 李剑辉 

黄培兰 李小欣 刘春红 黄桂燕 黄珊珊 辜蔚君 黄清颖 李梅洪 温慧敏 黄翩翩 

李丹红 洪凯灵 许美兰 黄小云 黄桑桑 雷瑶芹 苏 萍 陈燕燕 李佳斌 刘琦臻 

戴诗旭 李晓军 陈焕煌 林晓明 陈启彬 戴伟民 陈伟才 郭伟芹 李振艺 刘剑新 

李纯强 黄印志 黄志江 李耀东 李清平 李志雄 李剑波 王居发 雷伯娜 刘清芳 

李 玲 李彩端 李 萍 黄灿芬 姚惠梅 李燕治 李华丽 陈小坚 曾辉鸿 黄庆春 

李兴宗 李冠群 黄伟俊 潘振宝 林振明 苏清文 陈倩茹 李雁鸿 李丽玲 黄智玲 

卢宏宾 林海燕 李雅芬 杨竞华 黄远萍 黄晓玲 李达玲 刘晓茹 黄玉玲 苏彬玲 

黄伟婷 苏程君 戴巧云 肖安娜 李丁辉 黄小虹 李振新 李斯强 徐发展 戴鑫鸿 

许威宇 刘毅鹏 陈敬华 郑宇宏 黄胤杰 黄永辉 陈添辉 李晓毅 李志洲 李斯阳 

戴伟聪 陈晓斌 李振环 张光毅 曾智鸿 陈永兴 李慧霞 谢娜娜 王晓霜 李用珠 

李小莉 李燕华 蔡燕煌 李琼霞 陈银花 黄晓玲 黄小云 黄爱月 陈晓鹊 陈月治 

苏丽丽 黄亚芳 李翠红 傅评评 陈玉鑫 苏菊真 雷慧慧 刘志福 黄宝福 陈描阳 

黄滨滨 李海滨 陈锦灿 戴超群 黄书源 李玉加 张皓然 洪鸿海 李钟顺 黄金聪 

陈舒源 陈鹏展 林泉来 陈伟评 郑定国 李 萍 王曙芳 李 纬 李燕红 黄丝梦 

李宝莲 张 臻 李锦昌 李志欣 黄艺玮 黄槟蓉 洪圳彬 李贤盛 苏世辉 李阳树 

黄东成 张志平 李锦辉 刘志辉 李 玲 戴玉凤 黄美龙 陈银霞 李美美 李 芳 

傅春梅 李丽萍 黄韵虹 姚雅丽 陈哲臻 侯绮妍 李嘉妮 洪 婷 戴婷婷 戴贞贞 

李幼梅 戴婧娴 李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