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 级 

电  机 

林瑞光 陈明德 翁志虎 任义友 周企生 汤添生 陈渭贤 赵光德 王建华 沈华康 

郑时刚 邹景祥 徐德高 章鹏云 杨鹤如 潘一民 谢家贤 李国勋 王齐松 王顺昌 

董光恒 叶重熙 张应启 王宋大 唐天麟 潘祖汉 吴尊忠 李依鉴 张杰官 陈利仙 

翁文荣 庄月霞 何关伦 颜秀君 王明连 张锦文 张根初 毛剑培 郑永森 王湖庄 

谢剑辉 周启浩 柯昌棠 翁文蓉 林知寅 顾志贤 胡仁芳 沈标正 胡秀鹤 魏元贞 

胡秉智 彭代仁 李松光  项蔚兰 华晓星 罗佑宇 傅荫全 沈樑伟 

 

电  机（转仪表） 

孙长永 陈贵钦 朱纶耀 叶澄清 朱清南 方振元 鲍锦春 徐兴官 沈仲古 林昌波 

 

电  器 

倪增福 朱耀良 郑秀声 宋世锷 陆巧娥 戴  熙 吕翔南 王承华 俞馨德 张大贵 

顾家琪 朱家杰 童永祥 施美生 斯志纯 沈来板 吴秀生 林文硕 张国平 黄仕望 

赵延安 黄锡安 娄金莫 徐传官 李绍国 尹忠杰 方朝旭 何有水 石佳其 陆积善 

刘润生 章传敏 林文赞 李有明 钱志芬 戴成彬 汪德昌 钟明浩 林至真 唐婉玉 

姚关雄 陈良初 黄汉平 蒋忠虎 金玉昆 杨秉其 仇道明 柳光轩 陈  光 刘金德 

李烈珍 闵连国 王运山 孙国华 祝善鑫 

 

电  器（转仪表） 

傅玄类 陈锡初 赵隆尧 朱慰忠 郭淼泉 沈根生 缪荣生 石寿林 王勇敏 忻鼎官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王文渊 杨思俊 秦福兴 张鉴平 马震钰 葛爱同 金汝永 吴新仪 陈信章 刘志局 

范锡同 陈亚民 林桂钱 陈栋林 陆泉兴 孙  萍 高绪谅 陆元兴 李志能 黄道根 

吴文林 谢金贵 吴文林 费  濂 凌杏珍 熊安治 王能才 马文彬 周伟清 朱传白 

姜阴周 张树鋆 蔡毓才 周修楷 赵介良 王惠君 陶思雨 梁波德 吕祥蓉 杨景华 

程权梅 吴镠镠 柯文俊 潘国民 吴宝焕 方建树 华中吉 李昌浩 刘基坛 曾鸿尧 

何琪书 江裕祖 宋学道 孙照宇 陈祥炎 杨昌炎 焦西明 王在滋 郁宗麟 汤燕敏 

孙作源 顾寅章 黄福兴 王淑均 俞荣钦 骆  序 徐土根 王克孝 王华芳 林元勣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转电真空器件） 

马震钰 吴新仪 李志能 江阴周 梁波德 方建树 京学通 骆  序 徐土根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杨善让 丁训华 方一清 陈淼鑫 孙性善 林世雄 王汉民 金宝星（金  雷）徐昌瑜 

吴端枝  朱吉灿 陈敏芝 茅爱白 吴兴达 张尚甫 陈传礼 张国华 童勤业 高民肃 

周金康  萧庆昌 曹振家 陈延武 吕淑霞 朱俊发 王生林 王奎元 叶添水 林金炉 

范崇海  侯锦如 李曾福 黄振东 孟剑芳 张光荣 杨绍胤 凌方民 陶振荣 俞河德 

邱镇河  谢基瓒 游开泰 赵云生 李华兴 丁一珍 郑志龙 李嘉麟 杨泉元 姜溯年 

林振国  张利秀 余令令 周志强  李光弟  肖庆昌  戚志寅  林金明  汪嘉祺  徐鸿戈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转其他专业） 



林建珍 陈抗生  蔡式定 何克兴 俞槐铨 陈云珠 朱家干  李华兴  孙涛伍  钟  雄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方廷健  寿珍卿  诸  静  陈素琴  刘宜健  蔡炳祥  刘凤翔  柯泽生  周桢贵  王大森 

何瑾基  糜义昌  夏兴林  张开元  陈怀祥  戴自奋  朱汉康  谢民川  陈兆中  杨杏生 

许国元  施怀玉  宋雪仙  刘光汉  吴沧海  宋鸿镳  金瑞民  叶永平  魏树良  吴柏荣 

赵星火  龚德明  史贤德  严绍寅  费效中  徐水钧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转无线电电子学） 

张绍雄  邹建伟  朱寿亮  黄振华  陈宣兆  张绳武  姜志权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转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魏廷椿  陶克勤  叶立祥  陈焕良  傅启康  林惠民  章伯寿  金辅夏  李文贵  林元勋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转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杜美如  欧永狮  周逸翔  闰  迅  钱惠琴  王隆全  王贵祥  谢国溁  夏传钺  江延龄 

黄嘉华  尉健翔  陆德纯  叶润涛  陈民勋  魏积祥  陈明华  田竹标  卢家琪  常余文 

李禹庭  叶德惠  张铁桥  潘德华  王庆智  王迪恭  姚奎鸿  严成冠  陈兆中  张西萍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转电真空器件） 

张友章  骆培正  卢养武  俞相富  归瑶华  白自强  孙小男  王双庆  沈剑明 

 

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转电机制造） 

傅荫全  沈梁伟  华晓星  罗佑宇  汪伦元 

 

无线电电子学 

顾申年 陈锦堂 沈亦廉 陈再权 夏根女 郑静怡 黄镜明 傅培德 张朴修 华克祁 

陈庆新 陈楚羽 林金堂 秦恒骅 邵罗康 游金禄 黎中海 袁长奎 傅德庆 赵木灿 

王承荫 周曼琳 吕克炫 王文龙 戴自奋 嵇书墉 孙志邦 孙鲁杨 徐鸿弋 杨志忠 

何静标 徐胜荣 郑忠立 吴仲海 朱焕全 刘松英 陆孝如 张先琦 沈金梓 陈桂馥 

陈元藻 陈祥兴 陈洪起 蔡文富 周昭茂 倪君杰 李万金 周叶竟 王诗刚 吴继耕 

田马法 柯文宪 施陆求 柴大智  孙世民 汪嘉祺 牛运河 陈明武 陈大钧 俞文君 

周宝金 

 

无线电电子学（转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罗国雄 郑广雄 朱国庆 张孟民 

 

说明：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陈后智休学，转入 1959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