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5 级 

电  机 

张海清 俞性刚 徐雪康 袁和平 黎三羊 孙  林 柴曙华 周金魁 李建绪 邱政毓 

张松利 杨启新 俞龙祥 叶云岳 王浩东 唐其州 徐岳珠 陈大路 周革平 汪廿四 

黄金山 张晓明 梁涵麟 黄少民 戴其安 傅乙生 张信江 朱其成 陈定贵 洪雨云 

黄婉玲 兰曼娜 关惠贤 孙幼凤 陈月芬 王迎军 陈汝旺 姜鲁华 蒋立军 裘  刚 

刘声红 张高圣 林锡洲 陈忠根 傅炎桥 黄瑞鹤 曾善花 黄樟莲 程丹华 陈新华 

张淑榕 胡群英 徐  勤 王金莲 王春香 吴桂琴 陈佩倩 俞良寅 王江平 高兰香 

 

发电厂电力系统 

夏崇源 郭虹光 王满英 薛  群 王建芳 崔  杰 陈灿芬 俞诗建 莫桂珍 孙桂芬 

卢妙凤 毛秀钢 赵建中 薛荣贵 王润华 郑华军 李玉琢 黄忠时 陈洪昌 金茂乐 

马志忠 谭小林 杨伟成 汪阿贤 张伯尧 田如林 杨光麒 施新友 林昌洪 赵树雄 

俞寿唐 刘国土 孔  凌 毛锡庚 徐炜新 沈伯勤 许顺林 杨忠旗 陈娥玉 王赛香 

冀培淑 陈隆道 金任华 杨泽民 林根友 刘  建 王建玲 陈云娥 阮云芳 袁速迎 

钱招森 刘仙玉 刘真道 杨志明 张利华 王金祥 陈国兴 许式钵 高伟萍 李代明 

 

工业电气自动化 

洪珠英 斯爱玉 陈建民 杨毅杭 胡金娟 刘  群 楼福芝 綦楠萍 杨芳菲 钱亚芳 

蔡桂英 朱菊花 方伊敏 朱俊昊 吴  勇 刘士荣 丁建设 黄列夫 张朝宪 林德兴 

金鹏飞 朱伟民 吴金坤 谢声杨 李孙伟 陈善勇 金  祥 汪  健 方建民 蔡春林 

任金列 陈  萍 屠新根 周梅生 官日生 朱  峰 陈志军 洑永鑫 薛金泉 郑汉伟 

李泉兴 李  林 任伟国 沈永增 钱  尔 杨正东 刘忠宇 王忠男 钱  正 朱  玲 

施建华 扈连荣 汤志军 丁援朝 刘正春 吕  品 张  闽 陆怀布 胡小辉 

 

热能动力装置 

尹健康 楼云定 李仰东 杨  斌 王  伟 郑水香 柯美玲 钟志军 宋振芳 徐益平 

顾正言 张  鉴 邱洪元 陈源源 周根土 祝红瑛 梁小萍 邵李凤 邓文山 芦文锋 

孔  光 张凤妹 谢国兴 李兆和 谭水康 李常法 林春生 穆文剑 刘时锋 廖军伟 

王成炎 董克军 陈汉兵 鲍明权 吴雄翔 陈基华 孟小张 李利华 方迪辉 吴殷国 

陆建平 黄新华 张国诚 陈  涛 陈兵强 韩汉均 方笑萍 乐加然 李  平 葛  宏 

陈存正 陈保国 郑晓康 于淮军 应春华 何水贤 黄春萍 邵志范 林国锐 张云霞 

孙爱菊 

 

工业电子装置 

牟永平 梁光华 霍进京 白  林 刘乐胥 马山海 谭海英 管顺发 宋江生 薛祖超 

韦海浪 程冠军 钱介芝 李迪光 王正明 袁哲军 张  璐 黄元民 赵善林 冷扣红 

寿海民 景忠民 孙清龙 吕秀云 丁桂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