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 级 

电  机   

陈  亮 童火高 余志瑜 王文琳 陈毅雄 张君德  胡问仙 卜兆宫 张宪忠 李富生 

吴金朝 张良基 朱宗仁 方水根 董元凯 施立钦 吴云生 高根琮 潘式正 陈淑英 

陈淮豪 李翊德 蔡川流 周光勇 邵居华 盛三华 张仲超 徐衰英 吴效神 裘吾乔 

倪先才 章基福 潘家滋 钱国清 高宜杭 姚鹤梅 盛启怀 苏伟光 曹树贵 夏国良 

陶志鹏 方丽清 高士荣 黄仁康 林贤钦 沈金森 姜荷英 王云忠 徐爱珍 顾思宝 

温怀瀛 吴国民 胡民权 叶知韶 宋戴桢 金继成 宫雅良 陆金生 麻梅娟 周德和 

余仲华 陆鑫发 柯柱义 许谨中 林记梁 李孟星 周士龙  陆耀贤 张  锐 程延福 

王  平 谢金法  

 

电  器   

沈志荣 戟  锋 金小薇 吴克勤 韶  岭 张珠九 李瑞麟 毛履德 刘  坚 陆炳权 

俞安骏 谢振苗 徐  晖 金煜渊 陈友法 楼仁和 林昌满 吴翼笙 史  洋 周锡敖 

夏能昊 崔功泽 龚肇信 胡荣炎 余国康 金  至 鞠国栋 张英才 立  群 叶和忠 

金玉芳 葛□□ 潘鉴清 张茹娟 李  远 胡汇淼 汪  越 蔡轩德 曹荷青 沈子才 

丁国良 李  政 叶连昭 刘学文 黄辉东 郭惇成 黄世安 李茂全 陈法根 徐友生 

谢  铮 陈  坚 程伟文 虞美莲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周尧佑 朱丰胜 王佩芳 李国华 裴月康 叶德祖 金百巨 朱崇炳 金香顺 陶成道 

袁采英 项本鸿 周祖星 蒋黔麟 许泰慎 韩建雄 李邦星 沈舜鹏 陈清法 黄华竹 

杨松曼 童海根 朱新裕 盛仰鹤 王遵雯 孙樟良 朱国华 祝培均 徐亦余 陈永梅 

严土才 吕满莲 徐良永 周敬贺 郎马成 谷庆中 陈勤祥 詹伟华 吴作源 郑国渠 

吴医如 沈学初 冯树英 陈新德 程锡魁 姚业宏 徐大平 邱家驹 金海平 沈寿其 

朱月树 徐纪业 叶伯林 刘伯圣 张秀森 蒋绍忞 吴益成 陈正梅 叶元乐 周建固 

顾  琅 陈雅生 马家骅 章明德 王玉莲 曹金校 洪社阳 蒋明其 陈兴亮 陈兴效 

冯璋均 吕关杰 顾锦文 吴冬雅 王载良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沈凤桂 叶玉堂 吴君愷 王汝华 余根良 汪开伟 李行岳 姜秀芳 金海明 周长柏 

郭  敏 李鸿发 薛圣冬 马进取 蒋耕芳 沈敦华 刘长乐 刘蒙樑 俞敏文 顾黄金 

徐之瑜 王德辉 王国萍 项永松 麻成名 潘珍宝 叶建钢 吴立大 马良波 朱素珍 

王金荣 方川成 方有法 戴维华 沈月娥 池作献 池古銑 林声弹 林莉莉 宗敖星 

金荣良 吴圣延 严小君 张臣诚 张哲华 陈流潭 黄旭潜 黄宝生 蔡炳根 钱自孝 

薛杏菊 戴志刚 胡飞龙 齐国荣 胡明巽 缪汉新 颜如康 楼纯娟 汪金森 黄建武 

王越喜 王祖豪 吕林根 沈松云 余永祥 吴秀卿 邵庆越 罗上珠 卢立言 徐强矫 

俞士达 林守仁 陈贤行 张念富 周加星 黄伯林 陶秀玲 姚锦明 喻志明 颜贞祥 

颜贻欢 孙全英 任  兴 朱月树 

 

热能动力装置 

马林堂 赵帮熙 潘乃梅 王桂仙 陈季德 周绪昌 张照观 余其鸣 李崇瑞 赵小东 

王学标 卜端仁 李兆强 罗小雨 王新寿 李适民 孙求学 吕茂大 沈子平 顾逸萍 

刘正明 徐稚文 高关富 陈贤松 叶重阳 何斌铨 郑钢方 陈泗明 杨昌钢 杨大生 



吕柏君 何经满 周保珍 毛春妹 江志正 苏采顺 史济坤 徐小根 韩小雯 潘国钿 

吴贤俊 朱金休 黄明霄 尹礼通 史济恩 卢德明 吕国林 袁镇福 杨大权 林锦云 

沈凤莊 叶玉堂 虞君恺 王汝华 余根良 汪网伟 吴美仙 林日大 李行岳 姜秀芳 

金海明 周长伯 郑  敏 李鸣厂 周涎康 薛圣冬 马进取 蒋耕芳 沈郭华 刘长梁 

刘家棣 俞敏文 顾黄鑫 徐立瑜 王德辉 王国华 项永耘 麻成名 潘珍宝 叶建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