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主席 九天玄女娘娘 登台：  

圣曰：辛丑考核喜讯捎，修行印证将分晓 

业障若轻福德足，即可轻装上九霄 

圣示：本院辛丑年，春季证道考核已核定，谨择于【阳

历四月九日】举行，应考修士之阳世亲眷善友，可助彼

等一臂之力，以期能够顺利通过考核，协助收圆，普化

之圣业也，可，吾退。 

 

再示：此次考核应考修士名单如下： 

钟陈惠真。钟旺升。钟田枝秀。钟教鸿。钟蓝枝仪。陈

华隆。陈许怡月。陈村宏。陈张祯蜜。陈吉勇。陈程华

梅。洪子启。洪康玉莹。洪辉威。洪蓝慧彩。洪希果。

洪林香绢。邵鑫仰。邵蓝雪君。邵万旭。邵吴晓玉。邵

昭翔。邵高梅萱。江修明。江罗秀月。江昌星。江吴绸

慧。江阳贸。江潘兰玉。古调挺。古章枝真。古民成。

古璊花。古利岳。古吕娇眉。李曾数。陈俊元。王阿圳。

王游阿惜。詹秋景。吴庆荣。谢水腾。吴源功。甘寅隆。

郭阿菜、郭炳丁。钟颜秀勤、钟春杰、钟佑州。罗王阿

娇。吴海圳。韦忠豪。许瑞铭、陈弘旭、蓝兴荣、萧万



东。郭贵星、胡喜椇、简国旗、叶龙宇、苏长礼、许瑾

明、刘晓安。冯瑞百、陈铭轻、谢缘助、高壁益。苏益

峰、吕飞来、许春霖。许如提、余一源、蔡仁荣、段水

佑。张阿永。张国强、林子强、陈果霖。谢文城。陈永

益。徐谊菁。林淑贞。杨徐月如。钟发盛。吴添。姚昭

芳。魏有和。吴季女。袁乐、伍广田。蒋妞。莫得利。

曾庆福。吴秀声。张蚕。刘许玉如。张美欣。谢颜义。

卢燕娥。张林秀妹。吕銮凰、黄育爱、李皇志。李秋锦。

许美樱。萧阿科。柯炎辉、李水元、萧静花。李石纯。

李陈阿爱。陈志霖。许李金雀。陈志明。李有信。金杰

泉、刘和文、刘元端。林丁辉。林蔡连里。林江泉。林

丽铃。林烈宗、林伦森、林正英。林隆绍。林邱松英。

林秀青、林贞圆。张国霖。伍再发。许益隆。许美华。

陈旺穗、纪瑞线、庚宋成。谢宗泰、廖崇烈、蓝跃群。

罗仕桐、黄名宏、许材吉。刘翷隆、高云天、郑中世。

高姻珠、陈凤晓、程黛芬。施至成、罗金凤。施涂、许

芙蓉。施锡庚、施黄光。施妙娃。林李来于。林近。施

秀桃。于国华。张中华。圆成菩萨、赤旺将军、开智菩

萨、赐财童子、明成将军、慧明将军。真异大师。庄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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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黄淑美、童婉丽、余凤怡、梁岚秀。邱水鸿、欧竹

岛、罗渠敏、吕正尊、罗朝民、沈吉士、吕正好、简山

亮。冯一荣、黄上忠、吕成堂、谢立秤、吕畴期。张志

文。张花美、谢玉娥、蔡蕙萱。卢万真、简崇无、金照

巡、章林维、林德祥、潭海仁、邱子两、戴服修、林双

全。杜银楚。邱秀英。陈锡峰。涂会齐。涂振波。陈明

慧。涂世。涂张玉。涂振家。张一荣、张仲民、张信雄、

张安权、张坚地、张信翔、张鹏强、张和泉。张裕堃、

张光檀、张木祥、张莲雯、张玲梅、张珍绢。廖禄兴。

张文玉。张致华。张招英、王信。林喜、陈茂林、李明

洋、林茂雄。黄锦海。钟家铭、钟至田、钟一华。罗红

琇、黄真芬、丁珍月。高玉宜、杨如琴、章英云。张月

儿、林芝雅、林秀凤。郭童纯娟、郭姿琴。张小瑜、林

小楼。田佳琼、白燕贝。张志豪。张小蕙。吴丽霞。郭

海景、郭呈观、郭志苟、郭权良、郭治阳。陈说。张志

忠。蔡金耀。蒲美逢。陈虹男。林佩真。张秀珍。萧忠

运、萧陈月儿。陈美惠。陈志清。洪耀璋、王坤旭。刘

钗妹。王焕东。曾棋樟。陈锡墩。林奕含。曾新远。张

名原。张至元。王文。王黄琴影。童贞享。童何氏。童



唐氏。宝玉。童贞忍。童贞结。童陈氏。陈英雄。邱麟

琇。童修勇、童澈、童黄米菊。林泽奇。林颜只。周庆

章。周李土珠。王怡华、童吉贤、童王氏、童贞景、童

洪氏、童吉泰、童吉金、童董氏、童道炎。黄至亿、黄

田财。刘鑫佃。法兰米高伯尔尼。黄掌。黄胡高金。王

金通、王林草。熊中进、熊裕永、熊悦峰、熊和德、熊

鑫、 熊葛贤、熊宇旅、熊寿、熊坤、熊玲萱、熊蓝真、

熊香如、熊琴苹、熊进岗、熊坦明、熊良杰、熊和、熊

员国。袁朝英。李座才。丁禄峰、郭勋政、刘拥泽、张

琇芳、李水池、谢美星、林宝珠。胡青华、刘堂正、戴

秀萍、林真洁、许爱燕、罗仪喜、杨娟锦、吕招婷。洪

评裕、苏任山、林味泰、张福临、刘梅霞、张翊静。毛

重秋、李俊清、曾淑佳、张文娟。张富王、吴志安、吕

天益、贺威忠、陶芳凤。罗黄阿桂。梁凉哲、刘信治、

张练定、陈俊万、郭地东、陈修东、陈勇元、唐贤成、

王忠信、吴铨映、洪清柳、罗佑杰、罗明逵、孙山赛、

李青书、赖诉雄。张明哗。刘一举。杨淑媜。罗东云。

吕木文。谢诚明。吕施淑珍。蔡克峰。蔡振鸣。蔡孙杏

花。蒋仲龙。萧绍康。林柔燕。郑维玮、郑创金、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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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赖源勇、欧昆晨。郑裕仁。郑捷白。Vo Thi Bay。

谢仲矜。吕仪臻。陈宗正。徐美菁。林志扬。王明雄、

王讷尧。王烘。蔡苏光。邱明慧。东皇太一、妖皇帝俊、

羲和、常曦、大日天龙、计蒙、英招、白泽、飞诞、飞

廉、九婴、呲铁、商羊、钦原、鬼车。帝江、句芒、蓐

收、共工、祝融、天吴、强良、龠兹、烛九阴、奢比尸、

后土、玄冥、陆压道君。妙文公主、妙善公主、妙生公

主、妙珠公主、妙霞公主、妙云公主、妙圣公主、妙密

公主、妙青公主、妙莲公主、玄龙大帝、太微天帝君。

方松海、许华和、陈城树、江仲泉、章南佃、钟华善、

李生昌、潘树经、林油敏、林东位、陈花德、施育亮、

王政赐、许清祥、丁辉春、陆人生、詹颖釮、王益贤、

吕侨民、段仲灌、蓝荣如、丁旗杰、江荣兴、田昌卜、

郑树茗、章休华、郑益发、郭立头、宋河哲、林杰斐、

程福重、卢昭俊、许胜坚、郑仁清、华锐全、庄财鸿、

王复绅、宋岑昌、吕胜积、杨昕中、江盛俊、吕恩泉、

金正铭、许文杰、任通芳。招摇军团统帅：雾中花、中

华军团副统帅：武陵春、天峰军团副统帅：文姬、五花

战团：艳娘、慧娘、芳娘、玉娘、八门军团：九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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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娇娘、七十二飞花女、天鹰战团统帅：痴羞女、鹰雀

战团前军主帅：上官青花、虎熊战团统帅：月桂花、天

狐战团统帅：心月狐、龙女战团统帅：八妖、火灵圣母、

黎山圣母、圣中娘娘、华山圣母、金刀圣母、海祖、乌

祖 。王秀伦、王秀慧、王进山、王进申、王国政、王国

添、王闻河、王闻岚、王北琪、王照、林珠华、王菊燕、

王东庆、王春英、王春瑶、王闻庆、王樟庆、江瑄芬、

何淑月、余佳梅、吴风辉、吴寿富、李秀丽、李勇安、

李卿宝、卓发一、周河盛、周梅姿、周静美、林忠善、

林美佑、林奥回、林凤妹、邱妮娥、邱玟锦、金善云、

王信强、王信盛、王春香、王春宽、王柔飘、王宜纯、

王宜萍、王昌田、王昌宾、王香芬、王香娥、王耀平、

王耀青、王甘津、王胜旺、杨平训、杨平亿、杨春绸、

杨春樱、杨梦烟、姜秀华、胡成全、王月好、王秀春、

王育昌、王真丽、王绍熊、王进台、王蒙彰、孙宗智、

孙阿牛、高月欣、高坚松、高万融、康光中、张山年、

张明皓、张洲平、张贞芬、张军树、张原华、庄采丽、

许良强、许基中、许陈村、郭春霞、陈秀婷、陈金菊、

陈阿足、陈梅锦、廖能郎、汤美贞、程湖快、程碧珍、



程广坤、程边宗、黄至生、黄顺杰、杨景昌、杨隆村、

叶欣姵、叶峻福、叶丽美、詹见堂、刘秋云、潘约、蔡

英秋、蔡榕景、郑瑞修、萧声贵、鲍静盈、戴美春、谢

美惠、魏芳春、罗惠彩、罗樱、苏永萌、苏玉玫。许菊

雯、黄巧心、游雅玲、江秀芳、杨吉立、陈文榆、梁快

辉、薛全杰、徐富福、谢宏德、高璋治、萧桦参、叶全

海、潘任忠、陈祝文、张伐豪、高禧胜、陈里山、韩来

洲、谢鹊年、孙彰智、庄富毅、陈榕树、傅宝中、张树

建、梁成奖、郑勇彦、刘盛招、仁能、叶日荣、魏鹤将、

陈源献、康永达、郑毅荣、赖寿贤、萧仁浩、黄泰勋、

胡比忠、江洋明、江胜洋、江郑丽绮、江梅菊。施一声、

冯弘先、张中辉、黄坤志、毛耀锡、梁霞美、魏秀凤、

施樱雪、毛月桂、梁惠婷、苏桂妹、魏正洋、陈津杰、

刘应俊、沈炼沧、林玮瞭、沈昌正、陈南直、丁岱锦、

魏益助、张勇城、廖水宾、王远森、潘举清。张惠銮、

梁桂足、蔡名华。廖孝发、张复宾、江材明、叶子沛、

杨昆裕、郑时展、潭英安。萧要松、廖一重、林成进、

李庆山、林穗鹤、张瑞真、黄光荣、洪信树、程贤明、

田有宗、程永来、萧三清、沈东湖、黄贤南、赖一男、



蔡喜义、钟诺庆、吕名德、魏诸沧、庄士圳、张全永、

叶嘉兴、黄宏财、蔡弘立、罗慎日、吕标麟、郑融韶、

潘纺英、江智义、许成本、邱智忠、钟正驿、江淇海、

葛榕宏、郑名经、罗好事、谢杰昌、黄润里、施名裕、

罗哲印。王化丁。林能清、罗融进、方成祥、吕忠良、

郭旭麟、潘坪金、张村利、田庭财、林威炎。钟好融、

古轮戎、洪如堇、陈平安、许清豊、吕甫旭、范跟致、

刘平生、黄信德。李勇科、卓志国、曾珑彬、金佑清、

许仕钦、石文意、郭仁鸿、程仪慧、田华香。伍鹏伯、

陈平顺、张炫和、徐庆祺、侯俊来、郑伟招、陈村期、

欧塔湖、卓治湖、陈达达、郭崇村、罗裕雄、洪国一、

邱定圣、杨祯铭、涂英杰、童幸辉、张伟国。吕成诚、

陈正政、徐道正、赖甫森、田声洲、许山厚、郑郡城、

赵正兴、程勇申、李邦骏、陆财进、陈醇翰、吴讷信、

石土风、吕詌胜、陈钦森、翁政义、郑君辛、金桦信、

赖清宏、郭昌俊、张水勇。黄贞秋、章婉芳、程英凤、

庄边杰、戴峰雄。梁雯玉、童女姗、谢碧枝、蓝哲铭、

江炳文、郭紫雪、蔡蓉凤。郑裘兰、梁香珠、黄芳娟、

周琴臻、林妹婷、魏惠琴、魏贞洁、江莹莲、郭龄月、



魏如兰、余卿萍、黄兰仪、郭秋芬、潘慧欣、曾芬枝、

廖婷珠、曾月桂、曾梅雪、赖姮霞、黄杏美、钟馨娇、

黄香珠、吕霞玉、童芬美、郑谅凯、张梓峰、张颖观、

罗子雄、丁远伯、吕荣湖、戴铭修、周等根、施政迪、

罗生建、施南敏、童霖贤、郑贤成、邱男兴、邱字麟、

罗和坤、廖至格、罗一明、王泉演、邱樵煜、许桐锋。

丁梅卿、郭瑜绸、张梅馨、童琴铃、吕芳铃、钟兰淑、

龙美丽、魏如凤、吕姵琇、黄如玉、童玉瑶、罗莲芬、

郑芬翠、廖春宜、赖慧琴、魏珊秀、钟霞蓉、丁琴月、

周真珊、童姿梅、萧艳桂、施珠彩、魏琴芬、郭丽花、

魏吉哲、郭飞信、贺兴鑫、罗男杰、郑兴铭、卢兴维、

廖名进、葛万彰、吕盛添、魏通逢、郑富、施森湖。潘

珠娇、廖霞宝、魏玉钗、黄美兰、钟玉妹、魏枝美、黄

英卿、江花兰、童琦琴、郭惠珠、郑莲莹、廖珍玉、周

萍琴、曾蒂瑜、黄莹秋、曾贞美、毛玉珠、梁梅美、毛

碧娟、谢菁娥、梁珍花、童梅兰、梁美英、郭凤雪、余

莺缎、黄秀娇、施莲仪、郭娇玲、黄璎玲、郑惠贞、梁

娟芬、江娜芬、陈辉勋、冯成奇、郑东能、杜翔子、魏

贤能、童农德、龙演爵、郭根川、梁仁原、林不值、廖



中岳、童明详、郑渏居。邱妹芳、潘花珠、杜英珠、方

琼霞、陈茂毕、吴真兰、黄亮素、程菊梅、刘辛秀、田

欣凤、连英欣、刘香蓉、萧茹廷、毛娟兰、蔡蓉莉、谢

牡宜、陈阳妙、魏凤梅、蓝惠仪、邱美珍、康琴容、杜

虹盈、林莹媚、程月枝、朱美珍、田妹莉、田绒枝、章

娥娟、蔡枝妹、田茹美、张淑素、蓝珠满、吕珠贞、康

雀琓、孙娇秋、高夏英、杜真莺、陈盈宝、陈谕芳、邱

仪枝、林真云、朱月眉、许祯琪、康芬琴、王素敏。郑

莲莹、廖珍玉、周萍琴、曾蒂瑜、林英素、毛妃玉、梁

娜兰、曾惠香、梁梅美、毛碧娟。魏娥美、谢玉枝、毛

女琼、施梅玉、叶珍娥、黄淑美。朱玉静。萧姿桃。郭

凤云、张英素、曾梅琴。邱梓扬、高吉峰、伍为佑、许

郁琴、朱娥容、程悦谊、余国端、余森林、余全发、余

锦芬、潘毅谊、潘贤树、钟郑琼芳、钟谢秋卿、钟秀涵、

钟妙珠。萧旺炎、薛俊城、赵铭德、宋瑞闲、洪晃专、

魏谚明、江谦东。陈岚助、郭运材、吕道青、萧发伸、

陈勋君、康道志、刘平氶、庄立洲、张明雄、卓水樵、

黄仓正、王芬素、王珠素、黄秀君、张惠采、叶美枝。

戴勤。童秀雅、林梁满丽、萧淑香、张鉴财、胡一君、



许城安、宋雄村。廖皮沧、谢献士、谢全东、赖隆武、

蓝智吉、毛谷其、江耀竹、廖松格、谢治和、赖利松、

童彩琴、张童真河、梁美娟、周卿绸。田峰振、江丰浩、

魏海俴、魏崇发、宋洲员、钟美心、吕秀华、任政浩、

田尾飞、李成重、萧月华、洪桢荣、冯庆风、高正南。

魏贞枝、童玉芬、钟珠香、童姿翠、魏红秀。田明随、

田计、田郭妙凤、田樱蓉、田珍淑、田琪芬、张惠贞、

钟桂琳、魏贞宜、曾汝丽、林珍霞、苏玉芳、魏诗芳、

黄玉吟、梁春香、魏美雅、周淑女、张珠琳、江兰凤、

施彩霞、魏香琴、黄梅枝、梁梅霞、丁琼娟、梁玉芬、

郭霞珍、黄莲珠、施媛如、梁桂瑶、黄卿菁、吕娥蓉、

毛香妙、吕枝杏、丁静素、黄妹云、廖芬霞、龙香雪、

梁琴纹、魏翠霞、余欣玉、毛梅素。张一绍、张华夕、

李逢英、郑基隆、杨成沧、姜秀巿、赖繁面、蔡陆光、

康页溪、高约鹤、庄杰创、刘吉广、林利胜、严海地、

赵扬裕、陈雄源、江翔文、吕善本、侯作平、范昌国、

罗雄源、孙正义、纪传君、林敏缘、卢盛辉、潘阿景、

谢照智、钟边民、蔡见诠、洪朝佑、黄宗旺、洪昌明、

薛河炎、金恩志、方裕专、江青靖、曾煌煌、朱平生、



韩寿明、宋阻撞、邱正敏、余烈海、纪城泉、萧洲占、

古一松、林俊南、卓正奇、郑孟荣、范二村、黄州祥、

胡荣辉。赖民仁、曾文堂、冯鸿霖。萧其厨、钟品祥、

童力尽。葛民伟、赖存声、赖勤长。刘阿郎、施顺生、

任申全、潘吉男、丁清平、江仁明、童至务、曾正勋、

金正民。丁桃枝、廖玉蓉、钟月娥、丁春玉、钟贞春、

蔡英凤、吕枝妙、郭英杏、丁秀足、林月真、梁雯玉、

童女姗、谢碧枝、潘茹妙、魏秀燕、曾香卿、魏桂慧、

梁琴琳、魏玉春、钟莲秋、欧三建、欧善洲、许洲得、

朱雄串、徐材兴、吕仁銮、赖育丑、郑财元、宋升云、

梁强谋、江昭启、许文祥、萧家祥、李光绒、谢明达、

罗哲鸿、陆诚财、胡福恭、金能山、江万勋、林祥仁、

程铨存、纪志典、詹池明、蔡正灵、郑启吟、江先贤、

廖纶天、宋一彰、萧一兼、林森星、程文淇、金夫糜、

卢尔宪、罗一忠、宋吉三、许三超、许良清、孙孟来、

罗番村、潘明耀、魏志如、林兴文、林圆升、黄森那、

李忠淙、程昭英、夏之旅、黄敬煌、严成英、魏枕焕、

高善茂、林芳秀、林道民、魏祺顺、蔡一雄、丁昆能、

庄一启、王满逢、郑名业、刘平亨、钟虎澄、张辉证、



詹召村、苏阿拿、周珍卿、葛娥真、田仪梅、萧兰妹、

童月桃、郭茹琴、刘美雪、郭菊雪、林张丽琴、庄中梁、

冯鑫裕、朱全新、江贞美、梁惠华、郭勤雪、魏蕊珠、

梁正中、梁琴莲、毛一飞、江燕莲、郑花雀、苏允文、

郑政生、黄宏思、陈志忠、郑文松、杜必民、叶昭纬、

郑迪瑞、程土发、华山虎、黄南河、宋宝英、廖一洋、

黄天烈、许倡强、高峰羽、沈页择、陈崧承、谢必生、

蓝信雄、潘源以、陈进硕、林忠孝、徐吉台、庄子祥、

魏凤桢、陈文杉、吕密中、詹保编、张清举、胡阿吉、

黄丽碧、河卢华、丁月莲、魏夕昌、叶末全、吕浊郎、

苏洲政、梁山兴、潘明松、陈翰阳、蔡瑞龙、王政铁、

任忠未、许銮来、冯能中、许浚合、华岳仁、许楚东。

许汑任、苏奎富、黄昌郎、吕正影、叶佑男、周升标、

贺贤福、邱松雄、陈胜马、蓝来隆、石成清、郑为杰、

施捷礼、邱源百、田澄专、田灯廷、罗华宇、赖准萃、

邱昆政、钟祥生、梁富峰、蔡雄彬、周仁勇、廖峰坤、

戴绒喜、祝浩波、邱生财、梁彬旭、廖正益、童民启、

谢水灿、赖宁英、欧德澔、周湖庆、白荣钦、田河铭、

张皇竹、沈牵末、施浩璋、张当长、郭阿讷、邱一钦、



魏旭盛、施同业、谢冬礼、吕辉源、郑步朋、赖清良、

童基泰、贺阿信、赖峰谷、谢铭俴、洪春生、林雄佑、

沈幕颖、洪奉季、苏重有、邱茂其、刘海洲、康丰家、

罗荣国、张骐伋、萧一房、黄如玉、林魏碧玉、施丽凤、

江莹绣、吕洲国、童景哲、蔡仁忠、林翊盛、沈长宝、

吕麋昆、魏志明、张财义、朱俊昭、谢清宏、刘一群、

廖一间、林正墉、陈洲旼、谢课牵、谢诚郎、吕砚堪、

吕亮致、丁昭权、吕诚德、田育仲、金益旺、魏辉圆、

刘男子、洪泉达、魏民寿、李海景、郑蓝胜、郑为杰、

刘喜佑、施礼源、田澄专、田灯廷、罗华宇、赖准萃、

邱昆政、钟祥生。詹俴峰、欧明担、谢祖隆。林旭吉、

黄施昌、黄霓美、林桃玲、郭癸坤、叶贾森、蔡撰文、

詹而霖、周宝柑、罗荣亿、卢光华、郭阿福、郑一伟、

宋政源、郑立钧、冯敦城、陈平安、魏华霜、谢树频、

魏坚平、卢湖富、孙宇男、陈女惠、蔡娟美、吕绒蓉、

郑倩芬、高虹仪、林珠洁、毛静筠、郑兰淑、郑市嘉、

郑福华、吕富展、吕本锦、林淳崇、赖源霖、吕阳杰、

郑一雄、章才尧、廖至明、梁旺贵、田明清、谢留浚、

段天堂、陈山柱、黄安堂、郑修和、冯成满、施来文、



欧铨表、苏中福、谢庭亿、谢三标、张哲科、洪吉祥、

吕名擎、张连审、陈进良、黄吉伦、陈松树、卢国洲、

黄威杰、郑一相、潘珍仪、江秀姏、卢相勋、魏发松、

田忠如、赖元均、许华祥、赵东宸、黄福裕、潘兰玉、

田枝秀、白霞琼、程月春、戴本名、戴程美君、戴郁敏、

戴雅娟、贺三勇、魏星华、高一津、廖财忠、黄彬成、

程名业、罗析圣、潘光荣、陈印宗、柯华健、周和利、

程恩兴、许阿怀、沈阿泰、孙庭碧、吕莹燕、程琦菊、

许娇姳、林凤美、许瑄仪、程芬美、程菱雪、杜春瑜、

邱贞霞、毛至原、谢淑佩、吕阿声、郑正甫、蔡财高、

林祥怀、钟浮昌、纪堂佑、高忠进、黄义浩、吕山朝、

张农溪、王家纯、黄淑杏、张瑶花、毕花虹、吴英妹、

刘珊惠、郑雅锦、廖欣兰、蓝雪君、吴绸慧、程惠萤、

程紫莲、魏青媛、黄田纶真、邱美莲、林张丽绢、朱英

琴、程莲君、谢凤春、邱珍美、章桂玉、白绸惠、田书

英、程芬君、蔡宣娥、程苓美、郑姮杏、魏媛怡、金一

谦、高全火、胡春品、欧木富、丁平安、魏銮莉、吕秀

琴、张惠美、程秀芬、魏宝艺、高甄珠、程丝玉、王云

凤、康丹卿、黄琳华、吴枝媚、黄琪玉、黄芳玉、吕宜



敏、邱丽玲、潘筠欣、刘锦足、林銮月、高荣佑、邱柏

里、周祥标、陈海浤、陆一鸿、潘成文、廖安吉、余不

再、廖用元、谢三山、葛圣条、吕勋文、梁伸忠、刘千

岳、郑丰春、施能右、潘先吉、黄荣硕、李裕男、田星

贵、詹业民、徐华明、詹祺诓、钟男清、王六子、宋文

铭、赖国文、张台亟、梁木富、高祥益、蒋吉顺、传顾

展、蔡玲媛、黄菱香、金霞枝、毛慧宜、高玉如、谢雯

铃、程彩琪、吕贞蓉、黄榕月、孙素卿、高媛兰、萧敏

霞、毛锦美、田梅惠、田萍雪、沈三明、苏贤勇、朱沧

允、叶生恩、苏生圣、郑霖苍、林居弘、魏英为、丁堂

鑫、高业铭、罗丰治、罗源标、江奎树、梁勋士、赵吉

崇、罗坤家、蔡美郑、蔡芬珍、毕菊女、陈秀芬、江枝

铃、高贞凌、朱霓贞、高玉宜、杨如琴、章英云、黄胜

中、章助泽、毛德道、黄秀婷、程娥云、孙枝虹、金忠

福、吕炎标、黄雪娥、廖恩玉、蔡吉展、黄彩妹、沈魁

雄。施城贤、任穗传、苏文麟、杨礼和、章潭天、廖沛

庆、陈生庆、任财联、郑一地、郑钧笔、魏飞鹤、陆煌

敏、程杰标、江明福、沈福侹、罗明焆、钟微豊、潘壬

富、吕天癸、吕明治、吕正材、林慎元、任国满、江勋



长、赖才能、罗平昭、段备照、廖颖杰、卢森炎、轻邱

佃、廖忠习、周一鑫、廖阿福、郭国库、欧其文、徐峰

安、江州榭、郭祥地、谢深杰、程秀碧、程招芬、魏桂

霏、黄芬君、黄秀芬、郑珍珠、金娟虹、林怡君、康仪

盈、李花玉、邱桂盈、邱玉淑、谢甜秀、蓝如秀、蓝凤

仪、杨粉琴、康丽菊、吕芳慧、田娥束、杜美香、丁教

隆、金标旺、李至仁、金吉河、魏发中、徐池国、江伟

影、萧明哲、许恭荣、戴华护、吕松融、邱阿缎、廖蓉

玲、白爱月、孙容红、江凤素、吴桂萍、程惠香、林益

证、欧戊忠、郑清权、廖名雄、叶思育、辛峰宏、徐雄

达、吕南明、罗之桐、林昌泰、廖光荣、贺泰哲、冯一

杉、许世坤、武水明、罗言贤、程夫沧、潘日儒、郑名

泽、郑源伦、杨木瞧、郑成堤、黄宗烔、林钦前、郑柏

坤、黄光桐、纪智锡、欧正良。简万得。林杰一、许浩

祚、江一出、沈谦浮、章传絙、胡胜柱、江水铭、谢根

涛、林口旺。陈惠庆。吕育其、周浚昆、钟隆变、郑尹

钧、康东氶、 赖文益、王焕够、吕尧锵、梁雄忠。张隆

元、王奇坚、魏查献、高园弓、邱响俊、洪盘诚、叶松

铭、蔡为鋕、罗军纬。刘泽明、罗旗鑫、任智修、詹都



飞、王祥裕、黄溪挺、林吉杰、吕成杞、吕星签。吕州

发、欧阿正、罗一杰、王寿宪、郭米正、谢谋展、张裕

崇、廖水能、林格平。谢兴镇、廖台一、黄彬仁、魏立

上、廖兴良、陈部信、陈廷庆、姚岳彦、欧宏进。钟旺

奇、戴顺进、丁发辉、谢子南、吕刚原、郭华雄、林豪

澄、吕忠勇、梁启利。宋文家、郭清祥、贺男和、谢村

成、吕宏廷、赖富源、潘玮荣、戴正铭、郑庆毅。石生

光、冯全吉、丁地利、谢荿城、谢城息、吕盛仁、任男

信、施盛诚、林香君。杜权培、童瑞标、李奈荣、曾其

梓、杜嘉福、钟轻宾、魏明耿、叶宏家、叶杰颂。施源

贤、潘耀国、潘耐全、萧贤全、章源川、钟吉宏、吕志

祥、林明正、林秀云。赖攀兴、洪名恩、赖正鑫、许基

一、蔡中杰、郭财胜、郭士全、郑利旭、刘智荣。孙枝

玲、萧华品、魏月凤、黄煌子、江沅德、梁月珠、吕光

之、王一盛、林炎安。张锡长、张一国、张文珠。黄池

城、卓森天、杨助南。童秀菱、魏美女、曾淑蓉。赖慕

雄、罗郎燃、吕舜吉。潘山斗、潘一安、潘罗妙慧、潘

素如、潘瑶雪。赖山勤、金万宁、戴文发、张任树、施

平仲、葛信韦、郑中郎、谢乙旺、高波兴、葛良其、潘



坤郎、郭一当、卢森湖、魏一儒。萧成伟、蔡森湖、梁

智俭、谢德泽、任洋章、廖芝洲、刘通演、钟生坤、赖

中培、吕发雄、 吕观艮、黄久吉、丁森男、谢隆见、辛

裕治、罗贤樵、郑生成、戴顺铭、萧传两、杜其富、冯

贤諆、毛谋空、祝荣水、吕杞哲、葛达原、曾洲治、魏

和礼、冯义克、钟颖岱、魏坤昌、萧巨雄、童锜兴、毛

本三、葛本助、童和岳、童忠承、戴昌松、郑专发、魏

盛发、冯隆万、李义福、  潘庆标、黄妹云、廖芬霞、

张香雪、黄维桦、金坚诚、潘忆园、吕政镜、施明湖、

高民棋、潘男关、刘村山、罗政华、许鹏政、洪翔举、

毛能克。邱一良、邱癸良、邱正尧。陈得钦、孙俊吟、

罗一容、蓝致纺、田烬顺、高山万。金民永、蓝诚相、

葛一彬、冯颖筌、宋宇志、程录治、杨月云。廖容娟、

章秀姿、郑真琴。林城华、孙宏贵、施环进。郭通丹、

简福海、葛和街、李宝辉、魏一正、萧土财、任明平、

赖荿杮、沈德辰、黄唱昌、陈明釸、黄久实、林瑞谋、

张生未、蓝一郎、田阿寓、杜同智、张杰辉、毛潭佑、

施宏杰、毛设坤、吕祝三、罗松培、蔡成烈。张旺明、

魏助仁、林灯庆、魏轩岳、童心尘、刘宪原、张镇登、



詹发仲、施标勤、赖一经。叶坤松、叶赖真圆。林宗昌、

卢政健、魏暄文、贺明城、廖峰坚、连完仁、毛泰东。

江堂辅、柯页半、许泰金、苏坚富、苏利笔、孙安旭、

吕海平。赖雅惠、郑玉月、陈哲伦、陈云宇。吕姿仪、

郑兰淑。王美凤、蔡玲珍。李美均、游婷云、刘春莹、

邱虹芊。林益雄、林翰昆、林宗丰。许庶、魏行参。张

铭城、沈义兴、郑亮富、邱大象、罗柏期、谢奇汉、王

佑宏、徐德清。陈林招桂、陈永坚、包德益。唐星文、

罗明翰、林泉成、康信杰、李华池、田弘明、黄奇务。

刘津宪、萧仁平、郑华杰、许杞贤、蔡如芳、廖妙佳、

金菊珍。潘林云凤、朱玊敏、萧声昌、赵育达、吕则伟、

丁智君、钱承兴。赖冈宝、冯扬海、邱回榜、金青凯、

吕成川、金连贸、廖弘吉、潘云凤、朱玊敏、林秀月。

梁柏全、张民洲、林义德。张正贤、谢名泉、陈阿贵。

程慧君、康蓉爱、高娟绒、林良足、吕役池、钟贤谕、

胡有得。陆水利、詹一铨、陈佑涛。郭春瑞、许群鸿、

胡杉攸。曾延纬、江龙藤、吴权裕。萧东祈、罗寿仁、

苏弓更。魏诚梓、高铭君、吕谋星、金光泰、沈清草、

宋河平、毛成那、赖鸿文、温浩回、谢桐员。章樱玉、



林惠雯、康味星。许月娇、程美君、江馨芳、蔡雄伦、

吕勋兴、戴洲相、金月真。谢荣瑞、沈阿讷、简全化、

刘旺华、罗明州、周远海、刘裕国、张一至、沈助清、

江名曜、黄吉连、陈培田、欧森林、郑翔雄。郑春服、

萧忠宏、葛通一。赖裕志、邱有清、许名智。程炎达、

林松俊、谢一国。胡里荣、郑义富、周亚堤。梁禄裕、

梁林淑女、胡颖标、胡陈阿娇。蔡碧绸、田致有、洪丽

茹、林江珠桂。余泗天、蓝道魁、许一亮、林正义。潘

雄通、田华兴、蔡芳宏、丁农堂、程男明、魏武哲、魏

松坚、罗雨焕、卢伸权、冯彰字、郭久吉、萧元哲、赖

顺哲、金昆泍、龙山彪、林沅法、欧明铭、吕显郎、林

本中、王翔皮、田爵星、陈庭团、蔡月儿、高子中、欧

珍珠、罗华漪、蔡璋南、赖有村、许镇云、徐河发、谢

智裁、卢俊柏、谢尚厚、龙木元、丁千竞、苏华雄、金

戍群、许平再、华毅源、章佑训、徐面坤、詹龙辉、许

松升、余猷成、王秀田。谢淑佩、吴锦玟、刘采珍、黄

志雄。吴杰明、苏麦雄、梁顺三、徐名礼、余湖班、赖

彰信、苏村召、周节差、蔡厚能、廖呈銮、张麟胜、黄

尧司、廖杰木、吴忠佑、任草笑、吕烬仁、沈振发、潘



两吉。邱怜荣、梁育津、萧赛名、程英才、杨霖文、黄

帆隆、赖毓明、段量阳、许佑新、方城仁、蓝贤堤、徐

鞠铨、徐中诚、詹环盛、蔡存山、宋毓城、苏飞东、邱

成兴、江泰安、田成源、施肾端、郑东维、李正长、廖

来兴、任贤发、潘胜金、陈智荣、方容恒、杨生津、罗

名结、金三强、龙清伟、邱生海、毕秀芬、高燕芬、魏

琦璇、许福忠、林郎贸、廖一统、林平立、吕璋淦、廖

淑女、康惠燕、萧仪珠、田彩竺。程萱美、陈珠宜、毕

娥蓉、田秀娇。段政侬、魏文武、纪建颖、郭光成、廖

棋福、徐苒帕、金华光、钟文让。邱翠宜、杜瑶绸、吴

英妹、林刘珊惠、郑雅锦、丁清光、段天招、龙时郎、

李弗管、罗明华、杜乃天、张锦璊、贺硕德、丁麟明。

罗川笔、叶期仁、黄过隆、辛佑贤、罗万宗、王川锦、

李祥菜、许忠富、黄达铭、蔡全亮、吕卜越、李长添、

金财宗、黄利庆、周华壮、张明贤、吴盛耿、施对全、

张英烈、维翎平、邱洵亭、蔡文万。林国堂、林一挺、

金来训、魏分杰、郭忠村、戴鹊铭、林施香花、章光呈、

黄陈碧枝、黄兰锦、林盛声、王德坤、梁怜言、张明居、

黄贤仁、叶隆治、廖国松、陈儒国、叶钿花、潘伟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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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瑞光、林熉甫。许财满、蔡一辉、张勋洋、黄明晖、

胡茂有、黄淑梅、黄珍玉、刘美英、魏涓美。林健腾、

温明昆、冯扬裮、郑正叙、英江耿、高豪昌、沈仁君、

潘夫河、邱丁霖、梁松翰、黄哖伞、旗庄栋、赖财成。

丁政昌、丁毛美花、丁雀子、丁荣钦、程兴南、程正才、

程采名、程曾妹香、潘茹妙、魏秀燕、魏玉春、钟莲秋、

丁梅春、魏秋雪、廖玉蓉、钟月娥、陈仲承、潘夕宁、

谢中杰、陶忠祺、潘彰本、陈胜祥、欧寿建、杨助福、

吕明相、张谨志。潘杰主、潘郭香妹、潘吉榕、潘郎国、

潘月莲、叶荣早、叶黄香珍、叶华全、叶体旭、江森醒、

江鸿火、江廖丝甜、江菁珠、江兰芬、杨政旭、冯苰仁、

刘招雄、冯南雄、林过成、沈资元、江环勤、胡池雄、

毛守平、张制成。詹沧源、章学全、叶修贤、林月贞、

蓝川发、施月芬、谢桂妹、潘樱艺、赖勇安。潘娴慧、

罗妙慧、魏素如、黄瑶雪。丁琼娟、梁玉芬、郭霞珍、

黄莲珠、施媛如、黄卿菁。谢波风、梁胜元、丘夫智、

萧华诊、郑源生、郭宏炎、钟展料、任诚校、田煜仁、

林祥根、吕雄垦、金兴锡、吕泰浚、蓝正海、刘原吉。

石水池、张家厉、刘伟达。魏中明、施正城、卢阿强。



赖元荣、杜雄给、郑来铨。田汝美、丁如琴、周珊女。

吕正福、吕宋秀维、吕作贤。戴南荣、刘福霖、吕宪桢、

蔡淯承、陈专章、邱镜吉、刘杏益、蔡源志。欧正峰、

敦钦育、罗平福、郭允福、胡勋兴、萧一初、许友天、

孙法蔼、郑阿发。赖强祥、郑辉雄、贺双明、梁沐雄、

张明智、郑绒只、卓寒田、赖上忆、庄坤硕、吴孟谦、

许仁宗、庄育安、吴明才、钟生旺、熬志气、徐福光、

戴兴奇、古飞去、胡意山、徐奇飞、刘再定、江华贞、

姜松治、薛光伟、洪常伟、程生福、刘贵川、叶德成、

黄亨生、黎佑德、何光生、陈奎作、李克光、胡向正、

梁宏态、魏希中、傅宏明、余上修、朱传泉、李竹日。

徐福鸿、张弘赞、郭岳勇、许贤明、田宝兴、伍标良、

郑海得、王绣菜、郭桂铃、郑素霞、陈嘉宾、吕万舱、

周赐东、赵荣盛、陈世龙、黄荣毅、胡栋宏。程山富、

郑和河、黄柏贵、洪明霖、胡东甲、吕明章、郭清堂。

任锡漾、陆柱变、黄一信、陆贤治、郑升达、梁成墩、

廖清中。郑贤伦、陈典台、张平发、李良寿、陈顺发、

邱庆石、高烈育、邱玲菁、程仪卿、田美香、陈云兰、

王琼玉、林宝娥、蔡芳芬、刘晶瑜、许美艺、高贝萍、



江月祯、孙眉芳。林一雄、林明勇、金一田、程明香、

廖大道、钟仁胜、潘阿文。张于炘。潘远杰、许福树、

郑保福、林页松、林宇祥、萧喜德。谢易国、谢黄钗兰、

谢惠华。梁月兰、曾惠香。欧滋圣、吕长胜、詹河隆、

蔡钧精、金华泽、黄悦超、苏雄文、杜家雄、冯仁业、

胡山贵。张暖文、吕正瑞、林一杭、欧祈清、蔡谋泰、

黄明生、葛阿廷。沈鹤荣、谢森堂、邱城永、周文亮、

曾书乐、陈勋澄、欧名华、赖冈宝、陈瑜忠、葛宁池、

冯扬海、邱上榜、金青凯、吕成川。叶琴凤、陈洁素、

吴锡珍、蔡莲菊、谢美白、陈秋慧。蔡标琹、胡郎丰。

陈德志、黄源达、郑威远。黄庆明、蔡作旺、谢正华、

施泉夫、廖尧纺、陆令汉、郭裕郎、周豪平、廖年文。

周收保、孙旭正。刘明东、郑明造、吕然圳、施职竹、

林东谷、吕吉华、郑升信、刘大砚、罗吕华。李录福、

王淑媛、孙林碧兰。郑德辉、许营来。钟司峰、冯躬昌、

杨宾益、蔡福山、陈茂胜、叶共志、陈东二、廖凉统、

廖熙山、黄聪健、冯庭源、林国适、吕添贤、施成锦、

张旺况、江盛安、吕羽线、刘根贤。魏宗上、赖雁贵、

潘建翔、刘月琳、林贞月、施慈桂、许声祥、林雄成、



詹明生、郑庭纬、黄烈炬、林仪莹、林枝卿、黄芳雯。

欧阳宫、葛名场、木春建勇、得川隆玄、小林志村、马

长三要。刘凉川、康敏枝、田韶芳。毛芳雯、钟丽莺、

黄雪惠、廖萍琴、钟红雯、罗美彩、葛凤慈、谢桂妹、

郭妹翠、钟一裕、陈火炎、毛珠莲、郭真绢、江钤桂。

苏琴纯、黄丽碧、丁銮莲、魏凤桢、梁娇慧、梁琴莲、

毛蓉娇。林宥立、陈山宗、许荣西、江坤锡、程琦菊、

程美君、蓝郁敏。叶益冠、胡仲雄、廖兴得、詹垣勋、

周文男、潘炎翔、王元权、段三印、吴娥馨、江馨芳、

杨洵健、张宝福、蓝秀敏、蓝雅娟。王李美凤、孙罗梅

采、陈吴美秋、罗石静美、黄陈美采、陈黄芳雪、张李

爱兰、蔡吴阿雯、郑王慈淑、李陈英如、连丝雅、程云

玉、郭銮婂、苏莹芬、杜娥慈、黄婷媚、陈雪琪、魏玲

珍、王女琴、高玉洁、廖香婉。曾霖满、吕一评、许阿

成、蔡明寿、吕强仁、郭满祖、郑茗怀。江兰凤、施彩

霞、曾伟治。吴荣勤、林奉峰、胡文光、赖贤日、施璋

焜、金细昌、魏杉旭、钟佳科、黄月芬、田珊琴、田媛

婕、毕月春、黄枝惠、林惠魏、林琼妙。沈发安、钟彬

随、戴房长、谢奇洲、苏富泉、贺式挳、郭胜祖、童荣



淋、郑利腰、施胜汉、罗翊钦、廖农帆、罗协政、曾清

成。施宜月、杨堂城、周谅照、刘正安、蔡花珠、周花

凤、丁琪梅、梁仪菁、郭雯琪、余晴珍、欧满燕、罗志

尧'萧蓉静、郭秀莺、邱安德、魏汉治、张功楫、郭喜惠、

郑忠汉、潘橙泉、刘泊琮、黄福满、蔡山万、宋浪祖、

蔡坤荿、蔡怀顿、罗明笑、沈祥璋、施远郎、黄新利、

吕堂胜、蓝正昌、潘发时、刘昌辉、 任一青、陈国攻、

许琖庭、欧名杰、刘德毅、沈赞春。吕松益、丁存荣、

童刚哲、潘维元、毛明雄、谢月珠、李智源、萧佑升、

刘嘉芳、龙澄健。赖至铜、周源见、欧振信、廖弟孝、

廖文钦、 陈良鸿、张一竺、任甫祈、高三锭。魏颂级、

汪武承、田富岳、郑彬諆、郑忍勉、李靟满、郑山柏、

詹博承、林一东。林一中、林育惟、蔡坤华、叶竹成、

蓝一泷、刘坚培、吴洲明、郑德崧、冯全杰、田财基、

潘基山、邱仓中、叶名至、谢坤亮、苏勋和、梁安段、

坤其利、钟源庭、詹一会、邱雄儒、蓝健坤、吕之民、

黄子德、丁乎德、胡川助、郑雄羿、高福生、庄扬荣、

魏立锦、周进风、谢岑和、詹耀恩、廖番瞧。徐宝衔、

杨良训、卢一成、周阿翔、罗明烈、杨中荣、许在以、



金富山、程松平、冯轩串、徐亭城、段塑吉、宋基群、

蔡儒贿、黄岗青、庄秀瑶、蓝桢霖、胡魁端、詹景台、

李呈喻、张协松、詹至中、金名春、萧标层、谢贵孟、

高隆西、潘雄澄、金智生、卢仲颖、潘雄端。任启泓、

罗瑞雄、苏裕森。潘秋瑚、黄芳雯、蔡芳梅、徐津钓、

蔡歉才、林村徐、罗弘信、戴基山、林之敏、蔡德培、

魏俊都、梁仲强、许民伦、任汉宏。林中益、施吉东、

吕厚鸣、安咸奎、郎建三、吕功民、许成忠、赖利火、

许生才、林言来。任松汶、冯吉君、钟成昌、田明杰、

郭隆雄、魏赞铭、蓝贤名、杨水吉、高壬太、张微暖。

宋端传、高士裕、黄凰谦、萧永足、苏增祥、林颖雄、

郑君学。潘惠春、钟珍丽、刘秀女、毛梅玉、钟芬馨。

贺元裕、陈英文、钟浪雄、庞湖清、许宏政、黄良弟、

王德贤、黄福梁、李秀珍、张富罗、宋攻吉、罗堂湖、

葛平安、杜来明。吴墩渠、张泉峰、薛远亨。邱济谟、

许和演、廖产民、田华春、金荣进、蓝宗俭、谢佑亮、

王国堂、郑辉息、吕一宏、刘铭铨、罗海武、林雄华、

葛森比、冯一云、刘旺中、江深雄、钟群明、邱洋政、

邱有锦、蓝顺瑞、吕中原、蓝阿作、谢名关、谢怀桦、



洪万志、简利当、戴巨忠、洪坤雄、罗福农、洪贤胜、

郑必洲、金礼峰、郭仁雄、沈杰斗、欧旭本、魏井旺、

冯东儒、杜鹏洋、郑淦庆、邱宝溪、赖山成、施明为、

黄潭和、张习夫、周建满、詹发湖、林月儿、张佳云、

林娟娟。梁村宇、萧贤华、郭尾境、岳香花、赖记森、

谢荿忠、邱松东、吕杰和、邱明森、郑峰雄、丁城国、

金权定、冯福敏、廖贤祥、赖云坤、黄凉督、曾尚义、

郑德来、林松吉、黄杰玮、欧密庭、吕东智、徐昌来、

黄杰兴、林学成、毛熙化、邱一怀、沈宇育、吕曜职、

沈元魁、谢仁昄、钟元郎、郑和镛、张森益、毛学遇、

王文草、施豪杰、宋一海、高荣睦、李一成、杜武郎。

冯良柑、林佑南、谢峰方、魏夫加、詹清丰、郑节会、

洪文宏、郑伟椎、王泉平、赖其智、黄锟坤、罗保文、

张池尧、施业德、陈哲乙、陈钦淇、程立信、刘山昌、

戴宗华、宋诚城、欧守智、华洲庚、蓝中一、林隆口、

江微勋、杨新锦、吕勋还、萧泽生、吴喜文、黄贤修、

高华阳、邱建山、沈郎华、郭宏裕、廖宏初、罗源吉、

罗清宾、宋灿梓、方铃宜、施中幸。林美丽、吕姵琇、

林容如、黄芬琳、黄琦银、苏慧珠、黄敏茹、童玉瑶、



罗娟月、丁曾如玉、余水雪、罗莲芬、高演亮、林六祥、

谢秋雄、冯荣题、魏忠凯、潘东兴、赖泽棋、庞东易、

龙仁升、张娟雪、廖玟宜、林芬珍、张秋兰、蔡鑫印、

杨成伟、潘一胜、郑通见、梁富峰、蔡雄彬、余欣绸、

周惠兰、蔡姿枝、毛秀芳、郑芬翠、廖春宜、张玉媛、

张美芬、郭谊美、童兰丽、周正久、谢中亨、苏寡明、

施维裕、吕替坚、许义旺、邱青人、罗赞强、张坤智、

郑时定、施乎员、郑哲德、林哲忠、苏主伦、魏福赖、

高海来、钟一良、刘庆顺、魏万国、郑士村、苏彬寮、

魏泉安、蓝一国、金和发、郑飞源、卢忠松、谢德孝、

田雄堂、赖玮宪、许能昭、任实锦、郑致坤、魏树得、

金波法、庞闻净、简明盛、陈凯义、林进天、任山课、

林忠勇、曾儒峰、谢妆安、沈德利、张堂忠、萧庆璋、

邱广杰、田武宗、郑癸成、吕国兴、毛宝良、钟驻釸、

谢传唱、吕盛水、郑修男、沈亮井、郑评中、高树松、

吕河良、吕富亿、郑郎生、罗庆显、洪铭昌、赖荣全、

许华忠、金盛夫、沈里本、欧有安、潘忠尧、吕荣孟、

魏存晃、罗耿泰、魏明铭、曾德宗、林坤川、黄如宏、

李信佑、李福临、黄纯玉、黄芬淑、周仁勇、廖峰坤、



张绒至、郑一墉、陈洲旼。王丹仁、吕炎松、罗懿坚。

廖宜姗、许瑄仪、程婷芬、薛秀晴、谢传恩、叶园峰、

郭炳傔。张生坤、吕满荣、林村理、梁卿霞、黄惠铃、

曾慈凤、钟绣珠。谢吉智、廖颖勇、冯良福。钟庄丽音、

钟焦樵、钟林丽香。陆治侦、赖一席、谢根保。田宇福、

洪苍森、罗运值、黄锦霖、孙鹏生、赖治胧、廖灿锋、

孙全景、范重应、温值壁、范盛镇、钟原胜、徐韵琅、

卓易鹏、侯宝耀、程璇瑄、魏兰妮、黄宜美、程雪香、

黎寅庆、魏环宗、周安沛、许虹霓、刘美凌、程素云、

潘秋芬。萧路益、章显礼、蔡文贵、魏兴源、黄阿河、

萧洧清、谢安春。田上嬉、田长南、田乐祺。林魏菊莲、

萧霞秋、蔡治样、李安民、林福培、萧万手、高阿澄。

梁三克、陈罗秀蕙、戴明勇。蔡升文、许吉煜、童名修。

卓中冠、卓林阿鸶、叶忠里。钟金连、汪胜妹、钟芳霞。

潘地全、程表棠、冯瑞添、贺纹庆、蓝一瑞、徐霖丰。

梁佑世、余星铁、冯宗一、罗正柱、郭川道、廖柱和、

丁州峰、朱和勇、郑荣春、郑和隆、魏秋雪、吕珊珠、

黄雪惠、余燕英。林进同、郑希由、钟一振、吕轩祖、

葛致伟、戴晏仁。林名君、萧月儿、郭秀津。谢森泉、



钟洋煌、连峰樵、萧明根、廖海里、张至名。朱秀玲、

程英茵、杨宜芬。冯鸿清、冯牵添、萧权有、李钦才、

魏哲杏、郑成信、赖茂慎、林成吉、廖杓步、葛宇忠、

李义颖、赖明南、李华贤、李贵千、郑思良。宋爱宝、

梁贤荣、谢满定、李明河、吕庆非、任一勋、郭祥纺、

张观彬、冯农峰、梁飞福。张能文、蓝建纪、冯明昌、

章名锡、任勋得、陈宏坤、陈盾伦、任儒昱、任阿峰、

林永熙、吕正英、李一显、廖熿正、刘水清、梁至豪。

陆名圣、廖正松、冯兴瑞。沈庆扬、周衍图。郭大兴、

蓝阿子、戴一志。洪志仁 李正成、吴小东、许謦理、田

明杰。萧铭俊、苏基飞、孙清雄、金祥忠、许平柄、罗

珍珠、李月凤。林美翠、黄纯欣、罗惠贞、蔡绸玉、张

华治、孙正同、薛南继。毕花虹、康苹绮、吴蕙兰、田

浈秋、刘贞英、康莉玲、王仪梅、周芳蓉、蔡芳枝、蓝

枝仪。丁弓成、林德尧、梁锡彬、苏琮信、苏堂强、王

庆鸣。方季远、郭坚连、郭亘圳、郑伸德、江堂定、吴

财中、周信智、郭柬雄、徐岳谕、赵隆山、吕廿川、方

财匤、简文雄。吕梅琴、钟春月、钟樱珠。林英桂、葛

珠银、田凤缎、田庆坚、程成儿。杨佑融、萧相泉、毛



能蔚、周明典、李发璋、吴期勋、吕泽星。周栋文、赵

勇杰、孙韦源、刘安市、唐津旦、张祯孟、洪文训、吕

亮武、陈焦锋、范政顶。梁助原、许州德、黄赐宗、肖

邦仁、刘泳善、丁诠俊、郭旺宗、段津铭。杨佑融、萧

相泉、毛能蔚、周明典、李发璋、吴期勋、吕泽星。张

弘松、罗吉经、范震义、范泉和、庄亨申、刘麟松、胡

豪智、郑民贵、许柏荣。李传宗、吕德奇、袁应毅。戴

哲城、谢明荣、刘庆坜。罗兴南、萧一中、潘堪男。罗

材雄、金同富、郭荣夕。罗暌荣、萧正兴、童昌明。邱

明毅、邱魏秀珊、邱蓉霞。李致佑、龙荣华、郑锋环。

吕星元、许真文、周华峰。许阳威、许钟筱花、许秀菊。

程森性、李彬郎、陈地河、田铭保、吕林美燕、罗红筠、

白缎萱、郑王湘锦、吴玉秀、简绢芸。黄栋柱、黄栋华、

黄栋名、黄林春娇、黄王美珠、黄罗满足、黄志明。丁

静素、梁琴纹、魏翠霞。廖水池、陈经成、简尧寿、吴

敏亭、廖一墉、林颖祥、林鸿奇。欧煌胜、龙池吉、郑

式英、林然伦、吕达和、周顺和、施忠文。刘城和、刘

三结、张中政、金阿男、蔡月花、蔡明珠、罗奇。杨素

君、崔明琴、江婷锦、郭玉云、施静采、蔡玉贞、谢月



英、黄丽兰、黄娴玲、谢女湘、田茂堂、胡加佑、吕莺

淑、蓝君伶、许真妙、洪梅真。刘基本、侯男申、林乐

海、陈拔桦、郭益儒、龙巨南。邱桂樱、张缎美、张琇

婴、许玉兰、陈玉女、郭金钗、黄淑英、郑婷美、黄采

凌、王萦华。冯明柱、李主兴、张贵能。丁一锦、江融

敏、任堂得、邱更社 、施喻光、詹隆彰、田桔符。毛一

虎、蔡权发、张名垶。吕月凤、吕蓉绮、程桂枝、吴盈

梅、魏枝雪、郑淑春、高慧盈。洪宏健、金东彰、赖杏

元、郑军申、施永彬、曾得铭、萧民峻。许淑玲、程玉

雯、廖兰美、黄霓美、林桃玲、陈女惠、蔡娟美。杜盛

仁、冯杞和、宋松连、谢焜琛、叶珍萍、陈媛月、蔡美

诗。陈尘新、萧瑞惟、许宾合、萧助英、陈一敏、洪展

能、谢通声。罗财草、魏修士、李全明、潘杰雄、曾亮

祥、施润云、魏式衍。田任村、周宗典、金生福、潘枝

香、廖茹玉、康柔美、蓝瑛妙。程秀梅、魏沛淑、萧正

奇、蓝一升、田元坤、郭南俊、冯品森。郭容虔、宋信

约、毛瑜静、谢淑佩、童彬发、李明成、宋讷益。黄芳

娇、蓝锦琼、康淑媛、蓝娜娟、康宜枝、杨蓉莉、王贵

发、罗嘉峰、石伯森、魏宗寿、黄东霖、陈昌文、梁民



池、周豪觉、钱昌禧、涂准宏。萧雄源、刘村男、赖河

法、廖威政、金演强、丁敏涵、张一盒。黄忆霞、潘玟

美、蔡珍宝、邱阿缎、廖蓉玲、白爱月、孙容红、江凤

素、吴桂萍。吕琴娜、林仪英、王瑄月、高燕瑜、康菊

韶、高妹桂、许绮悦、郭贵星、胡喜椇、简国旗、叶龙

宇、苏长礼、许瑾明、刘晓安。毛梅玉、钟芬馨、童菱

樱、魏美女、曾蓉淑。许军城、李恒顺、郑池峰、康一

扬、邱雄瑞、张洲铭、谢长杉、林洲仁、梁一惠、刘碧

玉、曾红芬、林琴丽、廖桂霞、郭凤云。杜纶杰、黄松

比、高宪胜、许阿中、叶宗炳、吕当加、杨宏雄、卢坤

成、施秀文、卢容儿。欧善吉、张成永、高甘海、吕昭

况、吕黄铃美、吕真卿、吕珠桂、任元山、任许宇春、

任桃珠、任百合、任本改、任盛荣、吴业议、林溪津、

章振辉、潘男国、林医学、林永武、梁崇达、陆安立、

赖郁宇、谢华宪、詹虎宗、华祥聪、金相盛、林月华、

黄文正、张林蔷薇、刘林素琴、魏存哲、柯芷月、段明

为、吕鉴雄、谢文致。廖娥美、钟秀真、梁满丽。叶辉

明、杜洲骏、魏明有。卢坤迪、钟棋铭、廖海彬、林旺

贵、施城原、江荣德、施山忠、洪昌竹、赖淙致、赖禄



荣、廖成定、冯阳雄、丁雄益、赖堂清、许铭良、江演

深、陈清山。戴浩朝、丁桢盏、魏盟宗、高东松、黄武

治、任波育、谢宫栽。刘霞彩、孙玟凤、吕怡凤、郭兰

秋、梁臻惠、梁香钧。程芷雯、陈佩珠、蔡丽雯、郑媛

卿、魏阿香、章芬琴。谢能任、陈要于、施志木、陈士

三、邱奇环、萧竹仁。钟夕吉、章名思、赖和吉、萧敏

河、林一舒、田政瀚。陈烈雄、张南立、薛来德、胡汶

正、陈硕邦、丁宏安、苏一科、罗贤夫、郭生万、吴良

锦、翁文贤、刘永右、江权郎、林义志、吴扶贤、郑华

合。詹氶宏、罗煌新、陈树欢、朱峻强、李节东、丁宏

皇、刘源贵、曹国兴、杨得柏、贺条齐、许俊德、郭德

克、程华洲、郭明宏、刘顺霆、彭吉诚、张阳祥、黄成

定、周堂贤、许镇辉、罗真银、邱雅梅、邵静仪、王定

华、林琴珠、江英兰、陈忆燕、徐女卿、钟雅雯、李巧

芬、黄金真、张珠宛、蔡安云、张白艳、蓝怡羿、宋美

喜、王仓峰、薛优哲、田来旺、黄癸言、潘冠炎、丁春

成、赖家桐、田明庆、薛盛津、邱缎如、茂见、郭秋荣、

刘和镇、欧志达、杨恩利、吕师辉、陈安杰、陈山墩、

刘芳聪、刘佑钦、吴阳荣、吕良标、赵嘉村、贺杉奎、



周耀榕、林惠碧、郭秀子、蔡慧伶、许佩燕、罗金春、

郑莹真、张英玉、梁美春、颜依玲、王晴秀、郑杏瑶、

谢意馨、李雅婷、郑杏瑶、谢意馨、李雅婷。曾和文、

罗期云、石玮任、欧隆中、郑松仲、欧双助、詹勋赞、

梁谚光、陈评泽、郑水南。邱武衍。卢达人。曹元男、

温木火、洪北地、苏年洲、薛为桑、郑虎洲、庄甚郎、

林淙胜、钱财轩、章政尧、纪发峰、欧原贵、刘昭贤、

李义金、陈镇祥、杨圣若、王芎峰、翁坤麟、毛妹惠、

黄慧谕、欧谊莉、谢卿婷、刘安定、杨诚鹿、黄波雄、

胡万丰、黄云正、钟成松、沈勋富、黄华金、康志赏、

纪惧仁、郑永祥、江和柏、胡昌木、廖锡富、涂虎勋、

薛万柑、金眉山、谢哥富、林明进、陈谚民、吴胡君、

潘义烈、李本煌、毛明发、廖得湖、林声炳、古东泰、

贺仕松、吕明顺、萧汶碧、郭珍淑、孙雀珠、纪琼贞、

傅彰贵、吕味顺、胡准正、田智文、叶定祺、丁谊安、

陆安正、唐缘文、侯桦君、周乐期、林贤政、陈京鹤、

张村财、范煌星、范儒国、洪维达、江照已、万政永、

郑如伯、周忠升、林蜂亭、许堂忠、戴雄宁、纪科融、

洪杰亮、翁信晨、田怍系、徐省哲、萧永春、田贵励、



陈术雄、谢萌应、刘庆智、周发滋、薛敏枪、徐玮创、

魏正桥、谢英足、罗万棋。钟文岳、金登宏、陆泉身、

陈幸隆、胡俊善、郑一中、郑雄进、杨伯来、林明诚。

陈刘月菊、金水妹、杨菇、方艺。陆阿澴、黄守、李洙。

欧堂禄、高廷良、江一期、张垶弘、许泰启、蔡中村、

许攻政、林尹泉、吕来雄、蔡名端、郑杰松、冯庚明、

黄金立、冯允兴、高洲智。吕宜梅、李妈娟、郑玉铃。

张詹嫌。周萍琴、曾蒂瑜。吕禧体、黄信德、江助土。

潘演东、陈章福。郑人修、谢行廷、田南霖。叶辉树、

梁必光、魏正延。葛栋森、钟钦贵、潘一随。田正顺、

郭玉妹、林雀津。郭俊郁、何城颖、李泉彬、张发源、

高本境、姜印誓、郑福彬、赵政铭、曾胜辉、潘柱恩。

贺能吟、郭起盐、蔡铭卢、彰士炉、郑安峰、宋协成、

廖贤乎、叶成安、钟红雯、罗美彩、苏琴纯、廖粉纯。

金勋五、谢一青、任英科、廖正德、廖纯树、廖智波。

王春德、胜许明、方骏志、吕改堂、柯一堂、叶宗春、

杜卜东、李事钦、 金个华、李荿墩、郑锦煜、林意禧、

施密宜、 萧城烈、杨盛澴、林智庆、冯文上、胡北成、 

詹府良、邱苡树、许贤颢、廖增鸿、 田宪担、张山子、



徐煌佁、葛于、金集川。廖欣兰、杜美仪、张闺香、田

静珠、张月蕙、吕好勇、廖瑞明、许杰德、黄桢客、叶

源鑫、  许强橙、章珍雪、章美淑、邱娟珍。陈如财、

吕丸吉、许得华、梁男思、周治事、 周雄昌、郑允华。

吕英亨、邱义山、任德速、邱丰大、周圣良、苏笃植。

郑允华、卢有宏、叶豫范、陈荣堂、赖勇安、林杉哲、

龙利东、程也来、许忠享、卢一超。施建忠、施黄月花、

施明传、施吕禄、施智天。郑一格、黄庆川、叶发中、

叶政远、陈树宗、龙忠学、冯松永。罗妙慧、魏素如、

黄瑶雪、潘珠娇、廖霞宝、魏玉钗、黄美兰、钟玉妹、

魏枝美、黄英卿、江花兰、童琦琴、郭惠珠、郑莲莹。

章程、林冠亚、周至上、林家园、陈述、何时一、陈秀

美。张家庭、林子、黄金周。陈静真、高彩玉、江萍怡、

郑惠雅、陈琳素、朱素玉、郑英芬、李建易、张左优、

萧扬政、陈通福、范志勋、刘义哲、赵核明、许王志、

李农井、吴明村、胡圳助。邱丁裕、孙民厚、黄绍山、

程樵全、郭南川、章香惠、朱秀玲、程英茵、康琴蓉、

陈青淑。程琴枝、王星怡。钟密永、许中心。丁桃枝、

张春玉、钟贞春。吕腾全、邱贤森、姚天生。黄阿宝、



孙一标、谢正保。薛长龙、方贵赛、张南添、邱俊仁、

李杰凯、孙富嘉、严毓德、江璋兴、侯村保、杨二宏、

姜杰彦、范一凯、张信豪、高铭胜、陈勇山、韩洲勋。

叶元安、苏苰苓、杨兴松、魏旺靖、欧沰桐、冯隆松、

金全析、吕莹燕、程琦菊、施明景、宋次骐、梁修銮、

贺顺颖、庄本台。陆信昌、李兴和、黄琮毅、许宜光、

张中俊、苏钦辉。黄梅芬、朱锦如、康如凤、罗二结、

金三强、龙清伟、邱生海、林盛声、邱丁裕、孙民厚、

张明居、黄贤仁、叶隆治、田华隆、詹村宏、高吉勇、

赖辉威。毛美花、叶雀子、廖菁珠、梁兰芬、 詹三兴、

丁来页、林仪莹、林枝卿、高泉兴、 金超发。任辉荣、

金嵩荣、李水安、蓝墩勉、田寿华、谢作照、萧洋坤、

彭德祥、苏泽火、蔡雪枝、郑花雀、罗杉雄、张郭香霞、

周玉汝。赖铭文、彭惜恩、马三津、郑龙信、萧旺勇、

田丰清、宋华尽、张豪书、江燕莲、梁玫芬、魏姿红、

江贞美、张富隆、罗德本、郑鹤福、简照海、蔡和伟、

赖显轩、魏裕浩、沈由优、萧景。刘华宗、冯完贵、毛

义桔、张卿美、黄雪芳、周珍卿、葛娥真、田仪梅、童

碧玉、连希宗。白贞秀、程芬娟、蔡淑华、田如惠、潘



婉杏、章美兰。林祥星、欧生诚、吕景东。余秀玲。黄

建梁、黄一雕、杜锦文、谢正宗、苏阳镇、陈松文、赖

及文、魏浪浩、萧修晖、谢文仁、王钦福、刘勋树。郭

礼荣、伍君郎、薛舜宝、石荣火、简中典、赵光通、林

云镫、魏福华、廖全助、洪清庆、罗暖治、赵昭企、吴

梓杰、贺齐弥、苏晴蓉、蔡缎春、许娟卿、丁惠娟、罗

金美、徐伐辉、郑华良、徐佑龙、潘德光、蔡进宪、刘

再杰、刘恕柑、郭正颖、钱升福、吴松时。何福标、何

忠和、何四仁、何陈美如、何琼碧、何心姿、何盈梅。

林海进、廖翔瀚、冯釸万、廖峰洲、陈亮正、方泰资、

江智志、曾素月、朱玉姿、杜绫康。赖垐有、施山琦、

詹庭炳、苏一观、郭安胜、郑月云、吕珊珠。洪成泽、

廖裕洲、江炎堂、谢振儒、廖舜选、萧茂庚、郑雄源、

罗跃福、魏北忠、张国贤、廖荣尚、田山跟、黄吉吉。

苏玉娇、胡美梅、廖敏加、曾娇宜、涂娣如、陈彩霞、

王次克、陈萍茹、田发铭、庄忠梅、张会贤、郑建钧、

刘丝宜、龙成川、郭福作、谢铭中、黄吉木。冯根桂、

林贵癸、吕能天。毕雯淑、江秀红、朱英美、田宜里、

杨华伶、程惠姿、萧娟珍、杨美幸。冯天荿、梁活源、



杨炳力、洪余锦、黄文锦、金杰光、廖友保。陈淑美、

程美香、金英才、萧嘉纶、钟祥生、金德整、黄荿纣、

胡祝忠、冯修之、蓝佑青、李三夫、宋武峰、萧恕宏、

孙蓉欣、林戴秀玮。田静珠、章香惠、林美菁、田美媛、

许菊佳、邱丽秀、邱艺英、陈杏芳、葛藤吉、萧雄墉、

吕涂西、林川仁、廖达旺、梁阿法、田静珠、章香惠、

林美菁、田美媛、许菊佳、邱丽秀、邱艺英、陈杏芳、

葛藤吉、萧雄墉、吕涂西、林川仁、廖达旺、梁阿法、

李忠松、施满导、刘中仁、丁福灵、戴源文、谢城志、

宋明松、许明本、戴佳盛、赖雄富、李升崇、罗义山、

廖助岂、萧杰原、金城峰、高晃桐、田尊煌、冯值治、

赖雄迪、冯生吉、施绅书、许成海、李贤允、许清智、

廖棋清、冯迪修、林亮右、萧正仁、冯阿锡、钟安廷、

魏明强、梁时杰、赖成炎、林松涂、葛阿台、郑正男、

赖案仁、郭弘谋、黄卜大、吕永早、萧守生、谢仁平、

魏吉丘、廖文平、黄正亲、冯吉宏、赖志村、戴和东、

蓝伟国、施常淇、宋扬琮、魏丰诚、丁宾德、郑功政、

高一坤、李祖儿、林真芝、吕山业、林波明、郑叙星、

詹正基、廖松鸿、罗敏兴、许元清、罗忠絙、丁昱迪、



魏名华。卢锭明、赖正户、冯博达、卢彬信、郑木仁、

徐泉宗、黄庆两、张中壮、徐佃弟、贺树招、廖文锦、

林正恩、胡益中、郑名成、叶裕柱、吕阿倡、田华瑞、

吕盛敏、卢宏礼、张恕国、李和士、胡天祥、施发仁、

吕华成、杜平鸣、赖隆维、郑云威、宋生谋、许昌得、

任才海、杜峰进、章欧雄、陆添南、陈秀珠、关一更、

卢吉元、段荣河、谢伦堤、江台维、钟布霖、邱正贤、

李森谨、潘川铿、赖政清、洪一森、许庆身、张宕宁、

欧锦国、赖祥宇、许生辉、田招泗、江和海、廖清满、

陈南勤、吕昆杰、李羽雄、魏起泰、丁兴宏、蔡蔼华、

冯进哲、萧安至、曾政堂、章峰坚、温盛见、黄足娥、

康苹绮、吴蕙兰、田浈秋、刘贞英、康莉玲、王仪梅、

周芳蓉、黄英兰、黄福洞、吕进武、华榕、周大福、胡

升文、冯芳必、吕婴华、许堂运、杨成旺、郑随重、刘

实乔、郭德祥、钟盟秤、田璊安、潘以坤、陈峰明、廖

南官、詹常务、林珠珍、蔡芳枝、蓝枝仪、钟国基、林

松清、杜美仪、张闺香、田静珠、章香惠、萧文民、魏

光桢、欧一晓、罗海意、邱艺英、陈杏芳、江馨芳、詹

勋记、邱善锦、吕至随、周雄宝、许维翰、章进汉、田



峰源、潘华坚、郭中胜、高阳国、钟辉源、冯义木、田

雄定、魏昌松、蔡怀恩、刘祖宝、赖勋达、金鹦明、吕

洲峰、萧华农、冯省味、高修男、朱秀玲、程英茵、杨

宜芬、吕涓盈、高一元、高魏琦璇、高翠宜、高瑶绸、

吴娥馨、邱文成、钟皮鉴、詹山梅、钟东翔、蔡宏隆、

胡福郎、郑照友、葛山男、程耀楷、许至鸿、吕年源、

蔡才进、邱阿雄、蓝毓德、邱顺裕、林宗贵、许秀玮、

郑一声、卢尔德梁、魏崇龄、蔡珠美、高梅萱、吴晓玉、

康虹玉。冯英雄、郑正仁、吕至南、江仰杰、谢一昭、

许华清。张绍沧、苏华隆、郑英基、杨成巿。杨一优、

金铭振、冯子相。蓝洲明、周国盛、萧铁哲。施其梁、

刘招城、林张秀凤、刘阿璋、丁春昌、卢华吉、田继烟。

简木长、钟一峰、郭兴昌。张正盼、刘祥财、冯兴庆。

潘慧芬、张芳祯、谢素蓉、魏爱香、黄雪琴、黄诗枝、

林周慧桃。许员宸、张因霖、黄廷男、欧山岳、张发财、

吕仁切、刘良原。田珠君、詹志圣、罗至雄、蓝双禛、

谢地民、罗远隆、林算一。潘坤发、张国梁、蓝赐兴、

张玉媛、张美芬、郭谊美、童兰丽。罗忠昌、洪明升、

钟吟杰、冯华裕、刘贵进、萧隆集、钟榆源。郭文野、



蔡杰晃、黄南智、郑德离、廖饶声、杨源东。蔡美欣、

高玉芹、毛羽梅、罗枝虹、黄雯玲、蔡丽雪、田香兰、

丁毅米、许清发、郑益旺、许木全、郭阿巿、王基铭、

郭荣献、潘国顺。金业标、赖潭鹤、许霖卫、李峰国、

郑英震。许美娀、郑珠秀、林真梅、侯一良、周三谦、

程明鸿、张冠宏、钟吉寿、钟江素菁、钟高芳燕、钟美

仪、林图兴、郭字智、龙辉致、萧毅树、许铭成、段坪

荣、魏金枝、魏梅花、郑瑶芳、许云琦、谢瑜绢、蔡娇

莲、萧恩学、潘古炎、洪有隆、刘作利、赵贵铭、周德

仁、杨己旺、伍洲宾、王安图。王丽珠。郑明荣、吕之

正、田成启。魏阿手、冯宏男、黄一雄、蔡贤松。郭美

英、郭凤雪、郭成挥、邱全端、曾和冠、梁娟芬。潘碧

玉、郭娟惠、林玉足、黄素霞、李灶照、张原锜、施灿

轩、张志葆、林月女、蔡供巨、陈承芳、丁扬隆、郑锡

旦、林中明。施昭云、任忠满、童承德。赖和坤、廖奇

庚、冯旺松。林忠勇、金莫德、张留清、冯棊传、黄安

坤、许雄顺、江明竣。任雄元、蓝棋和、金栋析。张福

裕、龙銮民、潘材学。廖全再、洪想庆、洪正印。高武

大、詹贤源、李富端。施发荣、林城华、孙宏贵、施环



进、林礼郎、欧正邦。谢维能、魏渏万、吕天雄。苏串

生、施印文、郭草连。赖一雄、萧廷颐、吴光安、卢霆

良、段书川、谢仁民。冯炎峰、梁络震、蔡修全。黄子

爵、郑通华、吕元发。施一嘉、谢住英、魏正哲、潘志

培、魏文松。陈华明、苏正宁、郑津福、简名星、罗和

汶、黄进根、蔡民杉、魏发吉、谢国融、张一鑫、邱贤

昌、萧平登、陈城宗、魏财来、蔡正来、杨松益、林阿

香、郑阿名、廖茂崇、魏胜川、黄阳靖、郭一雄、谢源

隆、杜锋民、罗坡瑞、萧读吉、赖麟浩。郭英杏、丁秀

足、林月真、张香华。李名达、蔡一道、黄阿祥。刘增

雄、刘德勺、王超灿、魏成海、龙伟航、吕华松、程贤

生、刘沛顺、彭登信、郭裕明、何南仁、魏恩宾、梁俊

贵、郭群生、吕国勋、郑祥明。蓝琴枝、蓝兰茵、田仪

珠、陈妙秀、康妙芬、康惠梅、蔡雪枝、廖玉佳、郑文

换、杨锋德、梁曜保、林云达、许华生、许源过。魏吉

幸、廖春兴、段忠名、萧民烈、金英男、罗华云。童花

美、毛盈欣、钟菁利、赖容香、林满芬、陆宜幸、萧安

霄、林生翰、施秋花、高完宜。高成值、萧弘尊、李博

鑫。贺瑞昌、谢秀尹、萧森源、郑志昌、杜一源、萧勋



仁、许仁爱、吕文文、魏宏富、吕月阳、任秀月、黄华

珠、毛珍珠、谢锦双。冯全华、刘生省、萧修田、赖潮

擎、卢兴松、章恩得、蔡荿年、毛雄士、任霖忠、谢日

兴。金谷员、郭见本、冯礼生。梁山中、高福民、庄杉

森、欧园寿、郭频义、冯荣明、蓝守展。郑彬胜、张勋

仕、苏钏来、高凌霖、赖仁钦、冯铭晖。赖里席、谢根

保、陈吉杉。黄灿再、胡永哲。刘佩月、谢明枝。郭勇

博、林盛裕、黄雄瑞。卓伟泽、庄宏荃、蓝清隆、杜杉

硕、吕辉堆、郑暖东、梁夕洋。郭兰蓉、蔡俐玲、林菁

菁、黄卿凤、周霞兰、潘銮鸶、曾虹铃。郑进翘、丁涂

云、王泉文、叶明通、蔡宣波、田明赐、杜雄殅。魏一

通、柳荣荖、贺圳村。林志忠、林黄珍玉、林美英。张

裕志、张谢美凤、张月玉。张铨祈、郑成介、郑本益。

郑中平、江圈云、罗英本。郭林美慧、施兰秀、张樱兰。

叶助发、叶明论、叶昭全。张坤村、李行祥、梁敏珠、

施锦松、沈瑞璋、刘满搁、宋吉能。田培政、魏桐是、

廖庆祥。魏香琴、黄梅枝、梁梅霞。詹清生、蓝兴源、

戴壮生、蓝展杰、许柱先、刘水兴、任润铭、许琮利、

曾进吉、钟城炳。施木文、萧敏梓、蓝贵棋、蔡智贤、



涵宪政、宋庆锦、刘源文。吕涓盈、魏青媛、江秀爱、

康莲花、郭章洲。章德根、胡铭柏、丁锐维、詹明杰、

杨存志、蔡辉风。王见景、吕吉风、周发科、许树学、

叶村彬、赖库竹。洪庆道、丁基伟、任东儒、许里顺、

赵明台。魏海兴、方平伟、吴冠繁、欧意昌、叶建宏、

胡丰黄、陆宝翰、范达冠、张德环、许庆佑。石渠意、

郭远鸿、杨霖源、朱镇赞、孙添永、郑坤泉、何恩益、

陈财源、李勇科、卓国基、曾一彬、金美清、许国钦、

徐奉寿、詹福汉、陈满哲、简对、范祥吉、周发雄、张

荣贤、唐对祥、许盛来、余一端、吴森林、吕山水、赖

吉清、梁名数、萧旺波、郭坤俊、郑为福、胡安圴、贺

及洲。黄成雄、潘仁贵、赖淙青、潘森山、谢源华、梁

定云、李孟夫、许村岳、潘基樵、金一全、郭妹翠、黄

彩琴、林江玉美、张郭美娇。蔡琇君、郑湘真、谢媛娇。

蔡助升、许鹤煜、童贵修、李协凯、孙璋嘉、严毓言、

江颂兴。甘弘福、赖郁彰、吴旦豪、苏志运、魏其闵、

余坤兴、段彰杰。钟妹兰、郭碧桂、廖沛真、赖六镜、

许青隆、萧星翔、辛一合。田和旭、丁炳杉、罗坤福、

赖钦钧、戴男仁、杜英文、吕鋕中。郑扬隆、郑苏月凤、



郑至民。章智川、施一棋、张名册。萧均如、葛手吉、

谢梓桦。童琴汝、黄英玉、潘贞菊。冯升隆、萧勉荣、

赖名贤、魏文献、吕堂督、李筹民、梁益田。张容儒、

洪正云、施泉绒。欧英德、黄飞范、陈吉克、林和仁、

赖析武、刘演诚、毛霞香、潘惠春、钟珍丽。郭菊雪、

张丽琴、钟玉芳。黎一雄、刘照煌。冯民光、李展华、

郭光耀、岳安忠、梁正习、任盛治、曾一旭、赖正累、

蓝章森、华隆雄、萧免义、施良耀、吕重和、高文水、

田正吉、高圳修、葛忠源、戴桐市、蔡柏潼、廖阿烈、

杜锦辉、毛发华、蔡贵进、萧一传、赖鸿堂、潘名清、

谢钦发、魏华裕、萧隆源、黄郎国、童培堂、谢彬敏、

吕清富、施期森、萧春堂、林盛荣、廖棉祺、赖梅娥、

黄蓉真、潘碧玉、谢祈垚、罗典源、潘立良、吕忠宏、

郭娟惠、林玉足、黄素霞、童姿翠、魏红秀、潘琴霞、

蔡月凤、周秀兰、吕锦三、郭伟强、洪华健、赖和昌、

宋至法、曾对明、杜浚海、田烈益、童振青、廖庆必、

田孝先、许仁生、钟杰治、廖建政、魏哲华、潘达远、

黄霖南、赖育廷、梁星魁、魏平民、吕成川、曾鸿志、

高阿权、陈尧钦、吕雄源、黄荣维、冯雄铨、施源德。



田杰成、潘树亿、田百宝。曾浚山、潘立福、黄霖郎。

郑庆事、段基兹、毛文富。潘易荣、钟天地、刘全行、

岳幸明、廖青尚、宋勇哲、赖胜忠、毛森发、吕育哲、

高孟讷、施桂芬、林真卿、丁梅卿、梁月琴。谢华湖、

罗城东、刘贝益、蔡裕志、蔡福星、吕咸潮、黄权致。

钟家师、郭兴华、戴财骏、潘郎霖、罗阿权、高秀珍、

赖明哲、许彬掟、赖敏智。杜冯宗、蔡东良、石幸全。

童阿作、郑章超、蔡城治。梁满孝、杨明富、陆菲邦。

苏政行、郑华清、段敏文。吕瑞能、谢声玄、宋德台。

钟道明、蔡三化、郑鸣杰。刘允埕、王智英、萧轻洤、

吕麟辉、田品禄、周来雄、陈太绍、蓝正颖、张正义、

郭才城、魏一仓、许彰奎、冯昌佑、苏桶基、陈一明、

赖尊瑞、杜豪进、萧一宕、郑至辉、壬阿建、张名洲、

罗集隆、罗阿益、蔡珠妙、郭雪芳、谢秋贞。宋裕员、

陈哲旭、魏宏共、林丰堂、章国盛、江河贤、郑境寿。

程奋华、欧正苾、梁吉祥。丘源毅、林春敏、郭文明。

陈富雄、毛国胜、黄景勇。谢旺城、童添正、葛安合、

廖传山、张泰成、林运析、陈堂敏、叶旺卜、江阿洽、

杜谨祺、潘亮显、金村振、黄秋丰、魏宏弘、许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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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贞、钟桂琳、魏贞宜、曾汝丽、林珍霞、苏玉芳。

赖永森、洪堂干、吕廷峰、李森铭、任骏好、蔡自铭、

丁庆修。高和明、林崇咏、侯缇贵、金煌泽、黄风超。

张自强、张忠春、张林蔷薇、张隆荣。黄秀枝、谢贞碧、

陈娇珍。潘州建、吕富志、萧一波、庄正杰、戴峰雄、

沈生梁、狄良再、詹人凯、魏一运、梁山旭。郭明博、

林政一、潘正辉。曾香卿、魏桂慧、梁琴琳。魏雪柔、

钟碧桃、郑月珠。郑发桶、冯名夕、戴琦辉、魏名河、

田青平、萧治民、金煌瑟、许禄荣、萧汉铭、廖辉英、

钟辉锋、梁彬鹤、苏水淳、金郎双。许治维、章云实、

谢标建、江雄讷、萧至协、谢明和、施原哲。施原哲。

林力发、廖宁印、魏盛申。钟昭南、郑正明、任振彬。

范忝君、邱期德、林坤绩、胡恩政、叶建兴、郭贺聪、

张诚旺、吕信吉、郑思扬、金铭雄、刘吉勇、吴勋瑟、

郭成霖、朱固泉、郭养猛、余清祥、梁草雄、康惠梅、

蔡雪枝、钟美尹、赖玉芬、王怡枝、吕月香、朱玉盈、

徐诗姿、程美玲、陈敏芬、叶霓杏、黄芬君、黄秀芬、

郑珍珠、孙娟虹、林怡君、康仪盈、李英玉、邱桂盈、

王孙凤春、陈魏雅凤、郭吕喜琳、蔡林念华、王郭金月、



蔡美勤、田湘芳、白爱月、孙秋红、江素孄、吴桂萍、

程惠香、邱淑娇、康粉琴、蔡仪甄、潘玟依、蔡珍宝、

蔡枝美、杜洁素、康芳容、张梅君、白琴珊、程芳秋、

庄山车、张树贵、方进安、吴宜崋、蔡莲菊、谢美容、

陈慧亲、谢欣凤、陈如静、程雅子、郑珠纹。吴春沧、

徐正键、郑彦全、郑霆坤、赵梧勋、赵前桐、陈木松、

叶懋伯、叶勇论、陈壁材、徐彦车、梁汉忠、段东炜、

徐木兴、郭毅成、胡油儒、陈佐地、刘亿兴、刘祥杰、

潘瑞村、高显清、李祥富、刘彦阳、陈议财、孙熙炎、

高月优、吕东吉、石洲山、郭锡森、张显桐、黄流湖、

郭胜璋、吴泽郎、林保段、李农龄、张能昭、王岳谋、

许论合、吕隆清、陈厂宏、谢耀雄、伍助居、潭忠郎、

赖易贤、陈功易、陆赐杰、李士贤、陈民定、高贤君、

潘平庆、陈举松、潘惠秋、张佩芫、林素兰、吕婷诗、

侯相晴、张秀碧、王惠凤、蔡玲屏、陈诚风、萧昌茂、

林泽化、吴彰森、孙进贵、吕颖冲、龙松明、叶平森、

赖庆义、程山容、郑钦泽、梁师堂、郑辉东、李志萧、

郑吉传、陆范欣、张腾明、李烈昄、许源湖、陈峰治、

黄月秀、姜华珍、林妹玉、林云咏。黄茹莲、吕碧凤、



郑慧珠、魏梅萍、余爱蓉、苏枝芬。方铃宜、余欣绸、

周惠兰、蔡姿枝、毛后芳、童纯娟、郭姿琴、梁月琴、

黄真芬、丁珍月、廖桂霞、郭凤云、梁美娟、周卿绸、

江莹绣、林容如、黄芬琳、黄纯玉。田杰松、章能堤、

江至忠、康山通、杜梧遵、冯一倍、段正期。程松同、

程进昌、江又正、江銮桢、高常生、丁发木、陈宜华。

毛珠莲、郭真绢、江钤桂。许等、许期佑、许总、许明

源、许赖慧琴、许珠彩、许魏芬、张翰中、张利下、张

梓甲、张明进、张平森、张秀棌、张苏云儿。梁彦克、

罗桦中、戴镗勇、张添修、卓奎冠、方易鸶、叶忠里、

邱俊仁、张冠山、郑换束、王沛龙、林炎雄、郑荣义、

邱珍芳、郑仪姿、林珍惠、高英洁、王珠娥、毛静绫、

郭全智、胡英豹、钟署山、吕恭君。吕智华、陈印福、

葛信光、詹雄定、杨明顺、段彬心。许明成、田祺忠、

萧斐山、陈煜兴、林欣常、廖雿隆、林坤光、林茗来、

杨胜仓、萧海段。潘珠娇、钟玉妹、魏枝美、黄英卿、

江花兰、童琦琴、郭惠珠。詹创修、吕山益、陈洽豪、

陈全特、詹圭南、简杰厚、朱柱祥、田运峰、宋士分、

萧仁干、简男国、简全夕、刘信义、丁宿鹤。高伦明、



邱济甲、胡炎盛、金仁治、赖汉敏、钟令发、梁香钧。

潘兰玉、田枝秀、白霞琼、程月春、杜春瑜、邱贞霞、

魏文荣、宋木水、魏鹏锭、童龄昌、廖中全、谢松茂、

高俊荿、廖衍星、廖发清。林凤美、许瑄仪、程芬美、

程菱雪、潘文传、施禾宗、江贤权。林自强、葛月菊、

陈镐长、萧拥伟、陈垦原、萧娟娟。白英枝、廖萍玲、

谢盈慧、黄凤燕、吴蓝贞、蔡美枝。曾秀女、魏贞枝、

吕娥蓉。江伦昭、林正讷、王村护、吕在富、蔡立发、

江盛尔、陆谋本、戴安环、林贞玉、吕桂珠、任有伟、

蔡义英、冯和辉、郭俊雄、梁喜强、胡贤汉、许武瑜、

贺诚装、田恺昌、萧丕森、林以锡、郑伟中、卢彤宇、

林生舜、赖人原、高宗贵、陆佑堂、张全青、廖一海、

魏德胜。施兴铭、林水池、张一枫。高许真。林仲阳、

王明宏。蔡贤捷、童荣针、刘远光、吕铁兴、邱政雄、

郑庆志、邱明勇、童风俊、林丁琴月、周真珊、童姿梅、

萧艳桂。郭娇玲、黄璎玲、郑惠贞。金淞彬、任维站、

郑烈义、康树昌、罗华点。潘选彰、钟实栽、蓝佑泽、

谢山平、刘明孝、郑成良、丁明演、邱鑫荣。余莺缎、

黄秀娇、施莲仪、张松杰、施文太、王忠森、沈镇宏。



吕盛灿、葛闵澄、邱逢和、叶汉昆、张通安、童明兴。

田山水、赖吉宪、梁善数、萧志波、田婵惠、刘铃凤、

康雯眉。陆福君、吕屏隆、赖苍技、许能联、刘铭慎、

郭林琳媛、江桂玉。吕信槛、萧海盛、任意彰、萧发锦、

卢毅日、田水棠、许波昆。宋升平、潘华从、萧恩洽、

吕一汉、李旺明、郑台旭、陈义森。丁资成、郭诚攻、

许铭声。金连贸、廖弘吉、洪合生、简金煌、郭生琦、

孙雄文、邱鑫卫。张自中、林致宗、江庆宓、黄真卿、

余桃珠、魏百合、魏珠桂。罗贵浩、吕雨青、梁凌绸、

孙凌贝、萧晖正、萧嵩民、叶丹津。杜瑶绸、廖欣兰、

蓝雪君。毛女琼、施梅玉、任德家、任黄月娇、任美盈、

任女玉、任玉枝。丁一其、徐四帆、杨重发、戴和成、

张有进、林轻岳。邱秀珠、陈凤杏、钟月玉、王敏惠、

李翠华、蔡赐铭、刘杰铭、吴岳仁、徐祥舜、张堂坤、

陈幸彰、范铭溪、李志国、范海柏、丁伍全、林仁绒、

古海均、白圳儒、林吉基、张铭成、石侦量、丁德祖、

叶朝裕、赵道佑、陈训忠、翁园雄、陈文建、赖国瑞、

欧俊松、梁山弘、萧洲正。郭王玉萍、蒋林杏琼、钟黄

惠姿、林苏妤洁、杨仁利、吴阿来、叶明升、任光森、



华万文、魏基诚。林茹舱、郑凤芝、陈纯秀、蔡素嘉、

林菊宜、郑岚洁、陶雯雪、陆兴然、张松泉、康课融、

许鹤谷、曲凯尘、吕德辉、黄万苍、张波煌、徐易墩、

田义民、陈溪东、叶贤源、郭杉来、苏耀灿、徐国强、

徐道同、杨坡博、潘溪魁、周佑国、陈溶庆。黄绣诗、

林卿梅、黄贞秋、章婉芳、程英凤、潘花枝、谢枝如。

苏茜卿、黄淑梅、杜正宗、萧英松、陆山烔、赖秀月。

周伸示、侯进水、赵政春、吕洲城、吴昌安、谢图圭、

余池正、魏城瑞。张中原、林志田、颜修展。黄芙兰、

魏兰美、郭兰蓉、蔡俐玲、林菁菁、郭卿兰、黄卿凤、

周霞兰。廖德昌、刘盒贵、叶通亨、石并寿、郑添根、

谢村兴、吕薄鹏。郑名贵、罗亮庞、蓝尚洋、萧全盛、

郭壮丰、张喜成、郑波源、陈贝昌、田华忠、林浩瑟、

罗照新、戴象谨、郑荣清。施泰志、罗荣益、高财郎、

吕国期。蓝学辛、胡森助、郑才人、陈才松、廖铭雄、

魏修溪、程生胜、蔡才聪。罗信鹤、郭麟通、姜生庆、

薛达雍、叶顽见、赖凯杰、郑吉亮。简胜隆、康博雄、

胡慎年、魏翔富、刘生崇。赵铭贤、简铭权、方值雄、

曹英亿、洪札英、甘成钦、廖细胜、朱源义、郑运馨、



金子身、王秀容、吴琴丽、李娇琴、林芬成、罗颖枝、

苏君弓。李秀鸣、张琼秀、林姿珍、洪定凤、罗羿美、

周玉静、丁洋义、黄宏鸿、洪权武、田祥利、田坡传、

田和毅、田佩心、田吴妹芳、田李满婵、田妹春。江泉

伦、洪益基、许清益、魏皮松、郭宏兴、赖曜杰、郑义

全、潘廷炎、江盛雄、曾荣镛、施一寮、叶秀娴、金真

花、梁颖旭。潘章丹、魏通胜、许邦阵、谢发正、丁瑞

洲、龙丰佑、廖吉利。卢克福、谢锦旭、胡阿情、杨能

祥、廖吉清、林家月、詹梅华、林忠勇、林至收、林成

盏、林庆隆、林吕菊菁、林绮瑚。田超景、周旭羊、吕

国耀、沈大源、梁文嘉、赖宝荣、金发恩。黄铭降、高

杰庭、廖谷贤、蔡论西、谢阿观、邱景炳、刘利福、吕

建源、梁庆壁。赵柱智、梁明宏、徐平科、胡青源、赖

杰诚、陆涌泉、李传忠。吴坤恩、陈裕本、袁福青、邱

英娥、蔡兰銮、蔡绫珠、毛玉珍、黄素羿、薛河炎、潘

金志、方平专、江海靖、曾川煌、朱信生、韩明福、宋

阻甲、余土海、纪城棋。欧裕雄、王中庆、吕英宝、陈

永盟、李发助、欧进壬、范谕立。吕明才、张国昌、刘

一崇、郑清宝、罗业诚、廖修坤、谢锭锦。叶景胜。杜



萱水、廖芳冰、程玉丽、黄苹姛、萧花枝、魏銮莉、苏

祥弘、冯凉泰、冯通英、詹洋名、詹显士、林舜嘉、苏

达安、赖祥武。张财富、范正兴、谢中夫、古平光、方

吉宏、薛男奇、刘明烜、康吴蜜霞、吕陈晓声、廖王怡

月、邱林玉枝、吴苏玲婉。梁原东、唐文明、傅郡豪、

赖育重、戴茂安、廖朝晴、胡贤州、萧昌文、李滋平。

庄尔昌、胡成绪、罗守仁、江翰屏、魏格强、吕匤山、

涂申明、陈松伦、丁峰炎、冯允达、何秀慧、冯美彩、

叶凤芬、李美兰、郑玉杏。许大中、段承子、程伦佳。

郑荣兴、郑江月真、郑峰峻。王太商、施柱明、王漳勋、

田瑞舟、许坤正、王钦汑、石正人。田富冯、田发宗、

田华峰、田源忠、田罗枝贞、田素娟。傅煌彰、范杰煌、

范国身、洪维达、江省已、万祈永、郑如伯、郑忠升、

郑勇蜂、郑一堂、郑纪月儿、傅煌彰、范杰煌、范国身、

洪维达、江省已、万祈永、郑如伯、郑忠升、郑勇蜂、

郑一堂、郑纪月儿、古棱轮、洪如编、陈平安、黄清豊、

吕成旭、范平升、刘平生、黄信德、曾祝明、赖松泓、

赵峰超、杨伟坚、曾强翔、章雄成、范源旗、洪春盈、

刘香贞、游菁艺、庄燕珠、范英水、李来杞、周乡回、



郑嘉义、郑秀满、郑义庆、郑同弘。林来成。陈一民、

郑火遵、林任节。魏洋隆、张棉军、郑时尘。江娜芬、

赖梅娥、黄蓉真。林泉洲、吕一郎、张锦屏、薛东昆、

华隆顺、江鸿沧、薛瑞明、詹农达、李对旗、梁荣对、

严回、郑虎品、许宣春。金勇政、龙一好、周晔亮、陈

樵树、陈人山。魏将闵、余源兴、谢萌应、刘怍智、周

贵滋、薛雄敏、徐晨玮。曾一延、江龙辉、庄容卿、许

非文、余山仙、陆同杉、赖沂圴、张庆星、张雨修、陈

堂彪、谢祥章、邱维诚、罗香毅、魏一桥、廖祈福、罗

秀珠。黄玉吟、梁桂瑶、吕权明、田辉双、施元富、廖

阳雄、郑锦峰、任海国、罗安成、周原华、魏鉴镇、萧

山台、梁春香、魏美雅、张忠勇。吕安英、刘源宁。翁

献永、萧繁敏、杨为森。郑慧谕、黄林阿韵、潘宗巾。

马明灯、李炳桐、刘均坪、钟基东、钟王俐芬、钟秀玉、

钟静玉。程美霞、高王珍珠、程素芬、黄珊洁、杨韦能、

陈型有、贺伟银。刘社修、黄柏明、丁富华。廖琳燕、

梁惠美、郑秀珍、林芳妙、曾芳云、江慈樱、张美兰、

江阿榕、廖福村、施忠森。刘忠孝、刘明庞、刘洋想、

刘金堂、刘治成、刘是鹏、刘亮显、刘垚国。丁铜铭、



章祥杰、曾凯喜、魏富德、梁溪万、潭贤环、吕伶姿、

张琴贞、周梅琴、魏碧香、钟源亨、吕昭星、蔡月霞、

郭凤兰、孙千虹、钟吟娟、洪住良、施泓泰、丁安忠、

张玮海、潘良祥、戴前安、廖宇府、赖禄凌、高运福、

廖峰杰、葛忱彬、蔡台霖、刘坚炎、戴洼荣、钟笔中、

廖学树、林威喜、丁发庆、廖元友、蔡文本、施平安、

郑颉山、张志明、张娥如、张钟桃娥、张真碧、张阿中、

罗本山、魏豊喜、蔡荣表、周枝娟、叶真娥'陈娥宝、叶

桂菊、陈珠兰、刘玉如、梁真君、萧绢慧、叶卿妹、周

淑妙、罗雅月、张梁女月、林萧巧玉、丁玉芬、田婉君、

施琴美、刘瑜卿、张洪素凤、吕万荣、吕亲福、宋维梁、

潘作贤、黄釸显、许生字、葛成坤、罗暌荣、萧兴去、

罗材雄、林程云瑛、程慈如、洪甄梅、程秀琇、施枝婵、

魏智朝、梁森钦、林发华、施绣花、郑明珠、廖至仁、

陈淙裕、冯诚宝、田深清。胡页铭、吕安杰。唐尾祥、

高哲而、吕泽次、张有兴、陈云冲、纪宾完、刘达鸣、

林仁儒、薛群良、吴茂竹、贺平淞、梁冠哲、涂松天、

郭锦荣、赵谦消、潘雁干、萧富兴、石昆在、陈辉真、

徐忠智、张至添、许发忠、唐模全、罗源登、陆水昌、



邱寿男、刘龙熙、刘文安、钟富合、陈荣允、金樵诚、

詹贵城、贺柏修、郭博助、徐和贤、周城节、郑旺年、

徐吉界、杨山鸿、潭来顺、潘阳吉、林华容、吕河复、

张华亭、吴岸忠、简缎仪、蓝玉敬、李萦涵、许如华。

叶荣华、罗修身、翁邦圣、黄霞樱、吴婷萍。戴经炳、

华祯明、苏全铭、范正吉、郭清和、陆顺杰、吕常哥、

周丰心、古旭组、范景发、黄传发、纪科生、萧堂崇、

侯棋阳、谢煌羣、罗舜裕、许汉铭、郑庆明、田水炳、

余霖植、温登顺、施杰赞、薛舒兴、黄种述、洪延裕、

萧芳煌、曾诏象、范良勇、邱添贤、吴贵发、江进雄、

钟二舫、童潮进、吴安成、陈亮果、范玛风、傅容犹、

杨财森、梁发贵、黄楠沧、王心琪、黄玉女、陈贞丽、

曾妹甜、江梅惠、谢真慧、吴莲玉、郭绿福、孙弘钓、

方洲能、许标凌。杨平环、杨一炜、杨胜振、杨文贤、

杨张秀勤、杨月儿。萧成典、萧财发、萧进田、萧魏娥

美、萧珍娥。梁晏勉、蓝恩东、罗阿烈、吕家权、陈印

环、田一完、张村生、洪庆希、钟湖信、章升盘、廖星

诰、吕化祥、陈鹏鸣、沈源宗。康藤析、陈璊釡、郑明

主、任立勤、卢百谦、胡为彬、吕文义。林基源、任成



达、林海进、廖翔瀚、冯釸万、廖峰洲、陈亮正。胡和

冠、庄榕来、黄才育、杨锡坤、潘而进、施源德、欧愿

材。曾宏良、洪通发、刘堂净。赖勋旺、赖萧兰妹、赖

月桃、赖茹琴、赖鹤卫、赖能礼、赖君雄。张中酵、张

梁珍花、张梅兰。毛一荣、曾昆乐、魏清德。施新枫、

杨市平、吴川仁、余奇政、萧春禾、甘恩泰、罗永郎、

罗玄平、侯光吉、朱幸柱、陆祥栋、唐锦麟、黄好达、

郑庆吉、邱夫光、谢峰宇、洪城圭、吴涟城、范永柚。

赖仲锡、任立筅、廖忠民。戴贤勋、杨财基、冯福保、

黄吾佳、黄庆三、梁得平、黄忠得。洪俊重、林厚发、

黄风男。廖彩隆、 孙秀满、黄一东。杨二宏、姜杰彦、

范么凯。郑发声、潘明华、张思云、许生训、刘雯春、

吕美香、白雀臻。郑达明、江冲益、孙津源、郭宪达、

赖卫源。张中正、赖瑜庆、赵亿松、张辉锦、萧福明、

程祥名。杨添智、江益全、胡基发、徐进义、段进福、

傅寿祥、苏同才。赖蕃自、吴景晴、魏易雄、钟智亮、

曹永杰、陈森水、李牵风。周显墩、许顺裕、庄雄建。

蔡檥南、庄南祥、廖进容。郭平作、郭毛香妙、郭枝杏。

江业岛、戴贵富、廖易根。魏明俊、谢男深、黄瑞赐。



刘铭吉、刘捷汉、吕山吉、黄和忠、赖义汉、郭上福、

宋梓进。许雄顺、江明竣、胡吉盟、郑锦煜、丁胜是、

潘澄标、詹水东。梁德吉、魏一帆、薛名郎、邱赐财、

郑中原、林刘秀珠、吴东财。章标钧、陈扣存、梁明颖、

金良仁、黄哲宪、纪月华、任涓涓。曾秀女、吕络堪、

吕亮致、张德东、邱泰平、田山记、陈裕种。黄卿芳、

钟阿名、吕雪素、周芬素、丁桂雪、施桂芬、林真卿。

黄玉洁、谢美凤、曾月玉。罗娟月、曾如玉、余水雪。

张娟雪、廖玟宜、龙芬珍。刘筌全、任早铭、黄成聿、

葛清一、程早吉、邱二助。郑仁预、郑益荣、章一政。

翁华元、薛布兴。钟子森、丁福本、章韶正。蓝郁敏、

蓝秀雅、吴娥馨。范光水、李杞招、周顺标、梁轩吉、

魏庆免、林其帆、程松协。谢炖献、吴晶志、段传堂、

王景树、翁助泉、杨仁宏、田男达、林准全、吕明旺、

陆至豪、吴巾市、吴田爱珠、吴慧莹、吴兰枝、吴花惠、

吴雅容。周淑女、张珠琳、廖灶期、任阿义、葛正忍、

施华进、陈博雄。陆锦栋、唐宗麟、余志传、郑声申、

罗生谦、贺竹连、萧轮仰、庄跃指、许丰国、廖秀琪、

纪贞娥、钟莲妮、蔡玉凤、黄琪仪、陆锦栋、唐宗麟、



余志传、郑声申、罗生谦、贺竹连、萧轮仰、庄跃指、

许丰国、廖秀琪、纪贞娥、钟莲妮、蔡玉凤、黄琪仪。

梁常杰、蔡富玄、庄道诚、庄德贤、姜正民、吕吉得、

李盛光、姜贤永、高德泰、康奇恩。范玄志、洪瑞益、

吕幸哲、张祥治、吴甘宇、高碧真、徐香淑、纪贞睫。

廖吉清、田超景、周羊旭、吕国耀、沈大源、梁文嘉、

赖宝荣。蔡文仲。廖发圣、黄霖仁、钟洲和、连发登、

刘靖月、廖瑞泉、郑文珠、黄秀英、冯夫生、江和浩、

罗能裕、郑吉冯、李元进、蔡福梧。戴杰祖、冯原梓、

宋镇荣、丁铭庆、李昭武、谢彬旺、童培州，张林秀妹、

伋桐、萧烈堂、林昆敏、郭南春、田洋峰、黄月珠、陈

阿木。杜信志、丁华贵、丁兴杰、段鸿道、廖勋杰、钟

郎雄、李纮满、李泉杰、蔡平子、施淇彬。侯当冠、伍

山杰、许明觉、方沂习、邱图弘、陈国勇、张成铨。施

淑珍、毛芳雯、钟丽莺、廖分宗、廖明禄、廖丁秀月、

廖堂伟。蔡雄荣、章视和、贺绵文、魏风雀、陈妙兰。

郑烇荣、范和村、黄州祥。杨业民、潘仁效、潘郁良、

潘一端、胡谦泰、纪旭财、潘麟士。吕昌沼、施发兴、

高财标、郑伟其、潘维烘、毛武吉、曾雄兴、童查清、



李信润、苏生友、田原兴、郑园成、葛青奎、对里。蔡

成森、魏有刚、郭郎堂、旗谓信、蔡兴生、赖阳朋、陈

烈清、赖材国、罗平安、梁富贤。方杰冠、黄嘉启。张

文昭、许忠泉、李辉中、樊荣冠、刘永鲜、罗坤杰、蔡

声万。陈胜辉、苏添宗、詹国鸿。赖霖迪、吴煌富、李

振嘉、梁权翊。蔡富嵩、蔡吴宝珠、蔡锋光、蔡源杰。

谢正祥、戴克鲁、孙志嘉、沈祥微、朱兴贵、 金盛皮、

江云寸。丁仁深、廖贵俊、林柱南、丁新安、杨灿新、

吕浩一、贺达平。欧锦扬、黄祥润、黄中存。郑水南、

沈郎来、丁亨却、高明介、邱发财、毛得郎、周信华、

罗朝煌、邱能浚、林中原。杜正雄、张新文、詹峰裕、

林硕火。陈财瑞、萧书成、詹源腾、廖福烈、萧幸弘、

林裕俊、田明珠。吴绸慧、程惠萤、程紫莲、金源福、

李德仁、谢石銮、邓名恕。金城相、廖俴哲、施和邦、

高村荣、赖波荣、廖讷昌、胡淇一。罗庆富、吴义洲、

陆炯明、杨昌棱、张智成、周肖米、黄平成、赖昭泓、

薛长龙、方贵赛、谭图益、毛安英、欧民来、薛贤乡、

赖好德、曾明谷、薛为强、邱铨赐、赵超良、杨风坚、

曾翔征、罗章源、范科旗。黄村孝、胡登敬、贺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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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谋、赖俊淙、谢升裕、陈元元。魏勋民、赖给强、

刘位其、郑位铭、叶泛文、 赖图五、林一华、赖辉序、

吕来竹、黄一事、冯智胜、刘忠成、杨泉雄、苏森男。

梁惠华、郭勤雪、魏蕊珠、廖纯粉、吕燕娇、黄美汝、

萧淑香、罗枝贞、林素娟、施月芬、郑惠妹、梁美绣、

余凤英、赖婂莺。毛珊圆、吕速幼、陈梅兰、胡莲思、

黄菊娥、陈珠花、许芳湄。吕正千、萧仁洲、古占松、

林宝南、卓奇杉。何城澄、钟贤节、余诸庆、徐宝文、

陈铭宝、范富意、冯一传、萧彰宪、林拥鹏。程英波、

郑启木、丁正男。丁胜是、潘澄标、詹水东、潘水成、

章柱吉、张瑞能、郭澄已。吕政耀、许明达、徐炎洲、

曾赛杰、毛忆圳、吕嘉达、唐禄兴。杨素琴、邱成忠、

高进廷、叶铭南、杨道峰、杨赞强、杨林宝珠。蔡英凤、

吕枝妙、欧野冠、陈哗添、孙常升、谢波水、谢基諓。

洪瑞显、卢名续、梁树铁、魏至鹤、金泰添、赖来财、

潘腾文、赖文颢、宋光荣、曾正义。蓝儒壁、廖华祥、

田百长、赖成长、罗生忠、 赖云材、郭财来、黄宗晋、

卢秀燕、葛子真、许定松、贺进义、曾修振、魏丹科。

郑明儒、高河迪、詹涌德、邱钦至、欧波永、郭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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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勤明、张俊儒、卢庆相、苏谆锋、刘打升、张波祥、

施月珠、陈绣花。郑荣郎、苏发法、苏中昌。吕芬卿、

钟霞蓉、余燕英。薛伟毅、邱镇年、梁昭定。徐真玉、

钟静霞、邵明涓。叶正强、詹坤益、蔡玛退。甘源鸿、

陈美真、蔡佩月。叶胜义、谢政昌、吕戬戴、陈吉杉、

钟煌发、潘一胜、张秀珠、林圆文、梁清贤、胡得雄。

廖珍玉、黄莹秋、曾贞美、毛秀玉、梁月兰、曾惠香、

梁梅美、谢明俊、童一雄、施元魁、魏育武、丁夫灿、

魏东武。钟景阳、蓝成志、高坚伟、罗里苟、祝典华、

赖墉荣、魏汉庆、洪明海、江益杰、毛沽鑫、 童东成、

张英素、曾梅琴、童真河。章宗全、詹一亨、林东忍、

蔡文杰、冯逊杰、高民段、苏启让。沈村雨、邱礼熙、

萧桦辉、许森吉、刘甲槟、钟正景、赖士阳。颜皮。黄

馆。郑惠妹、梁美绣、余凤英、赖婂莺、张至原、黄舳

向、钟玉芳。陈升梁、陈州舜、梁民树、罗巨明、谢奇

地、冯国爵、沈韦川、张汉荣、潘庆明、陈宏亟、张诣

湖、郑添明、潘大别、赖榕兴。陈升梁、陈州舜、梁民

树、罗巨明、谢奇地、冯国爵、沈韦川、张汉荣、潘庆

明、陈宏亟、张诣湖、郑添明、潘大别、赖榕兴。潘学



成、王发元、宋梅原、庄铭评、林安浚、张胜修、罗忠

打、邱斯安、江安凯、任祥银、郭香妹、丁梅、丁兰花、

龙莹秀。钟原明、潘权进、童彬富。潘琴霞、蔡月凤。

谢钏秀、廖月丽、任东宏、陈嘉久、简正源、张中原。

廖芳璃、蓝圆琴、魏汝杏、施杰谋、王育合、黄准成、

冯竹银。江阳强、苏生鹤、詹明福。周贵兴、冯进颢、

赖荣全、谢钦值、 王銮郎、叶训森、曾名赞。罗晋暄、

蔡来鸣、刘茂状、罗钧全、罗延正、罗阿星、罗裕兴、

谢名松、叶仁华、郑像泰、洪钦淳、高男雄、蔡华英、

郑雄伟。廖文布、郑治福、陈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