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 级 

电机与电器(电机制造)       

徐慎行 李文雅 陶象麟 曹鄂澄 钱秀美 闵兆烈 李继祖 何达华 邹以文 张德明 

戴  森 陈守静 陈美龄 陶桂英 高怀琪 张振良 陈光年 杨崇义 潘秉文 吴志强 

刘继斌 金振家 张永昌 卢起植 蔡寿义 邱德友 孔令文 唐树本 陈叔先 殷光照 

余根墀 李尊经 袁洽安 陈章寿 汪世同 钟  蓓 殷常新 陈雪珍 金在中 林孝义 

叶泉登 孙葛英 朱同希 孙鼎勋 许国清 宋水榕 刘为华 王建东 赵人和 张玲玲 

陈沛铭 高世烈 聂光陆 陈胜贻 黄得意 陈惠琳 严椿绶 方茂达 徐蕊梅 礼祥富 

赵  淼 黄济荣 陈育清 许善椿 施方九 王祖樑 王冠年 刘宗瑶 蔡建成 

 

电机与电器(电器制造) 

林蔼如 郑人忠 钱庆生 刘宗琼 邢连生 华澄熙 刘元鸿 冯燕娟 范锦文 黄椿熙 

谢伟春 陆云鹤 杨筠孙 何幽琦 穆家华 连理枝 赵锁松 曹文祥 周毓伟 林秉述 

沈积棣 黄荣祖 董刚陶 陶汉明 马鹤亭 郭秀芳 李圣森 汪柔东 俞海平 宋樟林 

曾居正 林添英 林汉明 许霞琴 黄奕炮 张  雄 吴友梅 花余辉 张九如 柳燕燕 

祝鸿绪 曹关祥 金学仁 卢桂正 周肇敬 黄学林 姚民生 陈季南 秦振中 周康民 

付适君 留淦民 吴翊瑄 殷寿山 许提摩太  傅季琴 尤希雄 闽文仙 沈志达 

冯鑑生 吴清秩 俞德宝 徐宝昌 

 

电机与电器（转无线电技术） 

曹  熙 宋治文 林隆东 林天顺 余桃先 王一鸣 张明新 严淑卿 许森林 黄森森 

陈天琪 董伯藩 陈春城 严德宏 徐文一 袁平书 吴性良 范华民 李金水 符锡璜 

刘文瑞 朱长龄 李宗智 黄树禄 沈致远 钱照明 鲍凌凤 蒋金锁 陈瑶琴 杨伟斌 

 

电机和电器（转仪表） 

姚玉明 戴鑫炎 唐德华 林宝榕 陈  洪 瞿水生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许金基 林国器 王祖琪 林咸滨 景瑞芬 尚祖雍 佘绍曾 张慧伶 陈邦波 蒋建飞 

徐宝玉 王笃胤 潘咏凤 王超凡 尤爱德 王锡章 计至敏 陈子伦 王震有 姚仲兴 

杨岱远 范崇堤 徐长庆 蔡毓才 周人骥 华玉具 景郁生 朱锡章 吴  抗 赵松青 

赵秉佑 刘保墉 吴筱青 黄全才 詹维容 黄德成 王法祥 施成熙 郭霭仪 孙德林 

秦鸿达 倪耀宗 蔡泽涓 朱伟元 王启熙 司克勤 朱兆烨 赵天明 金绍义 吴明智 

杨模德 陈汉民 陈承谋 奚寿根 吕丁有 张聿建 王寅年 林甘川 叶伯良 姚品华 

卞洪生 杨永彪 孙雪华 金宝成 王新泉 卢亦文 周宠耀 宋南辛 龚景森 朱忆舟 

林荣华 毕秋德 王苕铭 陈学文 何丙茂 杨象官 黄世英 张宅恭 陈鉴铭 余皓华 

朱祥生 高树荣 浦荣华 蔡景刚 姚玉麟 王汉平 陈俊华 徐国柱 周克昌 范惠庆 

章高變 王心德 沈宏罗 章怡泽 刘允增 杨静家 薛涌鸥 孙焕根 楼兆其 陈其瑶 

赵礼生 许选民  余盘兴 

 

工业企业电气化   

程颂君 周吟青 陆诚信 赵金贤 袁东山 叶凯庆 赵祖安 许  镛 胡绪魁 林戴钿 

邵振源 宋广文 钥永祺 卢先标 黎庚松 周立志 邹伯敏 竹仲鹏 骆眉寿 李溶章 

施绿娟 王小水 胡之乾 罗  珊 张麟生 孔宪梁 麻志书 叶焕耀 张颂燕 陈能香 



陈立登 林  琪 郑  机 李玉水 黄曙馨 陈彦岚 洪金官 杜晤民 涂瑞琪 应光益 

章望生 缪根良 苏国旗 于国玺 陈百鉴 邓志桐 陈再銮 王荣九 胡大光 郑颖雅 

陈宜春 张伟民 郑曙声 张兆杉 陈子奇 林元绩 梅子风 陈焕章 郑玉官 赵祖渔 

许宜生 王家骅 符林义 钱瑞英 童福尧 张立文 虞琴艳 罗兆龙 赵淳琴 陈文炳 

陈镇藩 王谷音 叶凯庆 朱翠英 张雨发 李左元 汪伦元 孟蕾芳 蔡引璋 袁忠辉 

吴炳荣 王仁德 宋康林 叶幼林 张伯潮 王  纳 韩振东 姚士宇 路经奎 徐宝水 

陈隆德 戴树人 顾文均 程德元 

 

工业企业电气化（转无线电） 

李振华 张更龙 潘明涛 陈孝榕 陈秀云 朱懋友 宋康林 徐建勋 

 

工业企业电气化（转自动远动） 

叶诵芬 任德官 范秀银 陈立言 范肇基 陶德生 阮学云 龙文芳 陈子平 蒋寿泉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马德祖 邹振宝 陈咸钧 史俊良 谢伯达 吴文炳 曹省我 陈敖虎 向大德 王向钧 

戎镇宙 郑福庆 徐召志 应康达 俞志宏 严筱琴 潘惟诚 周明钰 江富学 何国梁 

徐长强 马锦龙 陆道盈 陈怀永 孙德生 徐忠渠 马冠生 邵学德 林振明 曾繁林 

陈学圣 潘  骏 俞惟益 赵重义 赵广昌 陈文权 李奕达 刘华信 李加宾 康济福 

龚亨塘 童庆灿 王仲炎 钟文昌 丁浩济 余润雄 李光第 林  志 林元彬 何连仁 

朱启安 黄德明 叶长春 周庆欣 吴拱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