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月29日至3月25日，横一村值守志愿者共计73人。

党员：
傅柳佳 傅旭平 傅佳波 傅利波 傅青青 傅林苗 傅旦达 邵红霞
傅金龙 杨兴良 傅程维 傅国忠 傅利伟 杨富明 傅柳燕
傅利伟 倪寅方 倪春辉 傅奇凯 傅阿金 洪 杰 魏夏娣
倪明江 傅新叶 傅威东 傅吾昌 傅雪亭 傅柳杰 傅加六
倪正法 倪再兴 倪士恩 俞有兴 陈 飞
群众：
倪吾海 倪海江 倪明良 倪恒昌 倪树春 倪燕飞 倪利成 傅观忠
傅观根 瞿吾方 傅金芳 倪志明 倪伟林 倪小湖 傅加法 俞继福
傅建兴 俞伟民 傅周法 傅和祥 洪雅斐 傅国华 韩幸珍 傅正华
孔萍萍 傅柏成 傅小狗 傅子明 傅利凤 傅海明 傅吾忠 傅纪华
傅吉祥 傅坚法 傅列军 傅国桥 傅威钞 傅汉棋 傅彩仙

横一村

浦南村

自1月31日至3月23日，浦南村值守志愿者共计 106 人。
党员：
朱丽华 朱利明 俞柏芹 傅洪刚 陈林超 朱明杰 俞纪平 朱亚云 俞吾良
朱吾台 朱水鑫 俞罗杰 周凤凤 陈吾水 章淼蓉 傅娜 傅小斌
陈伊娜 朱灿明 金 洁 朱亚云 朱金才 闻国金 朱关祥 倪佳丹 朱惠乔
傅盈盈 朱金成 闻国荣 傅浩平 朱金茂 杨建国 傅小云 朱亚飞
蒋利群 闻晓雷 吕南林 郑先明 来 英 朱永法 汪晓桐 傅忠兴 傅烨阳
群众：
朱善法 柳淮英 朱荣 赵国凤 闻国成 吕斌涛 吕佳银 葛阿云
朱永妙 蔡永舟 傅思煜 俞永金 朱林波 周 虹 卢瑞红 俞剑煜
朱庆良 蔡益超 陈灿阳 朱红伟 吕铭伦 闻 婷 闻红利 朱腾飞 傅明祥
吕嘉浩 钱亚飞 吕勇奇 朱铨铨 傅幼林 俞 锋 傅菲菲 陈泽波 吕渭江
姜媛媛 朱尧均 俞铁奇 吕永杰 傅吾祥 傅建军 吕友云
俞明权 张 青 朱伊龙 孙飞月 朱成平 吕民川 俞笑婷 朱园植 傅栋杰
倪 杰 吕 力 陈兴权 孔兰英 裘关正 朱潇锋 吕建芳 吕关和 朱平平
丁国民 张志富 倪官云 朱梅凤

自1月29日至3月24日，横二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49人。
党员：
倪秋英 倪 戴 胡建余 王伟国 周金根 王金传 倪曼虹 王凤标
倪兴成 王张财 倪素华 王尧飞 倪华泉 王陈利 倪涨运 王 东
倪建成 傅芬岳 沈金娟 王观权 周国海 王妙荣 韩玉萍 倪观胜
王建芳 胡寅法 王小娟 倪久兴 倪 帆 周银康 倪正权 倪国安 周福昌
胡建康 周兴康 倪雪江 倪根桥 方凤鸣 胡建伟 倪旦姬 倪迪凯 王利通
倪林飞 倪熊江 倪金荣 倪国茂 周钢成 倪妙珍 倪华燕 傅永林 鲍刚毅
群众：
王惠章 王妙法 王吉明 王钱江 王全民 王利根 王建飞 王国祥 倪观妙
王建林 王建权 王士明 王尧昌 王杭涛 王国校 王兴成 王银泉 周观生
王志权 郑 建 王根火 王国妙 王士根 王幼权 王炳忠 田金灿 王周权
王仙惠 王国权 王国良 王国根 王国泉 王仁根 王永权 王幼兴 王元泉
王水根 王继明 俞加萍 王金芳 王水庄 倪益平 胡国庆 胡兴明 周利方
倪妙贤 周忠明 傅雅丽 倪建江 倪华桥 周纪灿 倪列桥 俞小红 倪妙金
胡朱标 周虎飞 倪浩华 鲍巨儿 倪惠贞 倪少平 鲍幼奇 倪树汀 胡竺敏
倪华达 周振波 高 飞 周利灿 傅彩虹 王柏涛 韩金芳 郭立华 王玉仙
倪华娟 倪耐冬 傅国芬 周招琴 何其芳 胡凤梅 周观水 周国亮 周水木
王建良 王叶根 倪 勇 倪增杨 倪东明 胡专建 胡国标 倪国民
胡建勇 傅甫建 倪渭祥 周小明 周春辉 倪利达 周校兴 周观夫 周水尧

自1月27日至3月23日，新港村值守志愿者共计89人。

党员：
张孟华 王荣灿 杨水忠 王苏珍 孟春利 虞妙金 虞妙法 杨 华
张国莲 柯以娟 徐观海 陈 萍 洪云亮 邵丽丽 洪仙良 洪长根
孔佳伟 顾洪伟 张继春 张 灵 张仙法 朱雷祥 周吾凤 金罗薇
洪炜丹 吴 洁 洪军明 张林海 何伟东 顾勇柱 沈晓芹 顾林华
周建飞 洪国兴 张 祥 张春萍 张少杰 张迪明 洪 佳 张志富
群众：
洪烨丽 洪仙波 蔡爱朋 何伟民 张红良 汤国峰 金 火 张松涛
洪张波 顾小伟 鲍 芳 伍 彦 伍欣雨 叶玲萍 朱 凯 张子明 张建华
金龙太 杨天平 瞿松琴 孔汤兰 柯金亮 顾红儿 俞正荣 洪彩兴
钱叶根 孔木兴 徐建春 倪春燕 吴彩华 张建坑 朱水祥
金观生 叶仙根 孔彩英 朱 英 张利火 金才章 钱鲁燕 金炜龙 金荣章
洪鑫 吴华中 洪张红 洪烨丽 孔锴伟

自1月30日至3月23日，浦二村值守志愿者共计30人。
党员：
郑金根 韩炳（钟家坦）韩春江（钟家坦）顾林华 顾光华 周玉花 韩 明
戚燕红 周建达 戚妙兴 王韩灵 韩郁明 韩金尧 韩水棋 王优华 倪陆梅
裘铃玲 韩杨燕 韩芹芳 韩 钟 赵 丹 韩亿刚 韩祖华 韩方荣
群众：
韩海江 章王蕾 韩 鑫 孔佳妮 戚李婷 程建峰

党员：
钟夏成 钟龙法 钟定国 钟汉达 钟小明 钟韩忠 钟吾雪 钟 灵
钟夏法 钟鹏珠 傅晨美 钟友法（小）钟吾兴（小）钟佳伟（大）
钟飞力 钟方明 钟金杰 钟观土 钟吾法 钟吾兴 王吾坤
吴双桥 吴成明 张群明 王金富 吴兴高 赵金芬 瞿 燕 王吾顺
王淼娜 王菊华 吴 金 王陈涛 杨国芬 吴来根 郭建芳 吴桂桥
吴礼云 吴建飞 俞燕娜 孔金红 王浙红 吴罗杰 王吾正 杨 灿
何亚传 何 平 杨彩英 郭建红 杨 栋 郭宏建 宋裕龙 杨水定
董慧萍 杨红中 顾永水 何一凤 杨海娜 杨培良 杨郁夫 王 峰
杨巧玲 杨善潮 杨引权 吴观正 姚小芳 梁 佳 杨金成 杨文华
杨甫成 顾正良 何凌波 俞银飞 傅吾福 周妙凤 杨淼忠 郭 权 俞 霞
群众：
钟国明 钟孟东 钟观良 钟鲁佳 钟 徐 钟周根 钟校良 钟友法（大）
钟鹏来 钟仙良 钟列刚 钟志茂 钟马法 钟连国 钟乐夫 钟 兴
钟国祥 钟方根 钟卫传 钟慧杰 钟建军 钟佳伟（小）钟东波
钟水良 汤云岗 钟乐荣 杨群飞 钟国强（小）钟国平 姚建英
沈秀娟 钟柳依 钟志灿 钟 金 钟顺根 傅柏军 钟鹏校 钟金荣
钟伟东 钟怀涛 钟国祥（小）钟文杰 钟旭东 钟申权 钟渭根
钟志忠 钟钢强 钟郁媛 钟校明 钟水明 汤观音 钟建根 钟志仁
钟安华 钟运根 郭水和 王渭金 吴小祥 谢美英 吴吾周 郭利贤
王祖祥 吴顺根 吴金祥 吴金周 俞柏明 郭叶权 俞仲飞 朱 丽
王顺法 吴礼祥 钟卫芳 孙幼青 王妙兰 洪秀梅 吴渭沅 郭贤
张灿华 郭子和 杨木英 吴吾金 吴双祥 王叶泉 吴立明 沈周权
王国刚 吴立新 张兴祥 王春阳 王江尧 王金浩 王金灿 王春尧
缪玲君 颜传娣 郭渭明 韩建华 王国泉 吴永祥 郭 略 王渭尧
郭华明 吴小桥 韩素英 王森尧 王银火 吴兴成 吴旺根 陈兰芳
韩林娟 沈友传 吴水桥 郭水牛 王渭芳 孔丽娟 吴雅根 瞿翠莲
王婉琴 王吾海 王海军 王金江 王小江 吴胜华 吴小颖 陈美照
张丽英 吴国良 王坤亮 吴建刚 王关尧 王林芳 吴东桥 沈志贞
吴烈雄 吴国根 王吾焕 吴永根 王炳灿 王校泉 吴月桥 刘红玉
吴王祥 王金飞 吴幼根 吴佳利 戚长芬 王金娣 姚桂友 王金泉
吴建明 吴昌茂 吴宏毅 吴桂浩 吴国祥 俞小明 王中华 赵伟娣
王吾高 王海泉 吴俞江 吴尧祥 沈家传 吴浩祥 王富泉 王 丽
谢国芬 王利军 王红烈 吴吾坑 吴渭成 吴柳超 吴杰飞 吴连浩
王成江 王春娟 金连英 吴富浩 王水连 吴水娟 王泽军 王奇佳
王丽芳 陈 燕 王芬岳 王佳斌 沈淮权 吴泽平 吴顺桥 王 卫
郭信良 吴吾顺 王招顺 张新华 吴柏浩 张银芬 王海权
郭文良 孙水娟 王立方 吴仙祥 蔡纪明 郭 方 韩永娟 孔敏华
诸连华 吴渭浩 顾幼华 孔满珍 陆蓉儿 王妙泉 王韩法 任文兰
贾竹芳 傅玉英 王婉芹 郭水高 於国兰 饶北华 汤解美 杨金忠
沈 柱 杨水田 顾建民 杨国权 杨友权 倪为芝 钟建梅 陈尔群
边永飞 杨玲飞 顾岳茂 顾国安 刘巧平 杨灿华 杨国才 杨国柱
顾幼根 杨根法 何国夫 杨永铭 郭会飞 金小娟 金叶红 谢美玲
杨小凤 何吾水 王云芳 何其高 何仙灿 陈建松 杨贤根 何亚成
何亚庭 陈金红 何关富 杨利忠 杨金龙 杨建林 杨校明 周立华
杨幼莲 沈雅萍 黄信芳 宋成根 杨燕伟 郭建刚 杨利明 杨渭昌
杨国建 杨佰根 傅月芳 王小霞 倪爱萍 何焕灿 何传来 金勤勇
何应峰 顾马兴 洪 莲 杨美英 杨建中 何 峰 蔡小祥 王成华
杨建华 杨忠良 杨利刚 顾利成 顾志权 顾红亚 杨建国 杨建伟
杨万根 王利平 杨伯成 郭建堂 杨水仁 何倩男君 金经方 王春萍
杨浩中 顾建平 朱大明 杨利荣 杨惠祥 杨惠明 杨水桥 杨智明
诸文梅 何国良 何全林 杨才明 边关明 宋裕成 郭志昌 杨苗泉
杨小铭 俞渭芳 杨渭贤 郭可飞 何红忠 何伟良 杨金贤 杨建良
杨富兴 杨永才 杨国良 吴杏娟 洪彩娟 朱叶权 杨国铭 何煜强
陈 杰 杨 卫 何春阳 郭建斌 王引传 何建国 何狄刚 郭柏建
郭朱飞 何振华 郭建良 陈建会 郭泽楠 杨国平 宋裕良 宋仁根
顾纪华 顾虎良 倪国林 顾淼建 贾银凤 杨吾祥 杨玲亚 郭建明
顾国良 吴桂芬 顾红华 顾柏明 祝银燕 王芳娟 陈建中 於玲红
杨伟英 何全民 杨加明 贾金云 蔡祥根 宋国春 郭彩萍 杨建成
金校文 苏妙美 朱大芳 顾再成 何鸿刚 高秀娟 顾成良 杨梅娟
杨吾荣 杨国江 俞玲珍 何素文 瞿幼娟 石利芳 杨建定 杜利红
杨海军 郭 飞 顾水土 边关良 杨明江 杨冰杰 杨法根 杨海锋
陈 勇 杨国祥 杨成明 韩幼丽 吴烈祥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新联村值守志愿者共计479人。

自1月29日至3月24日，南江村值守志愿者共计74人。
党员：
孔钬飞 黄岳明 孔建华（张家坂）孔 娜 孔明德 孔华英 施小红 孔坚超
陈 洁 黄水木 俞春红 孔才荣 俞 芳 孔林娟 孔水泉 孔 伟 孔宝荣
孔利明 徐小祥 孔万林 孔妙生 孔丽婷 沈慧丽 孔银丹 傅继红
群众：
孔祥月 孔令泉 谭明儿 孔浩建 钟才根 陈金娟 孔伟权 俞亚丽 黄灿权
陈 燕 孔富根 俞关荣 孔永伟 孔利兴 孔明芳 谢松英 孔 军 孔伟其 陈伟兰
李长中 孔忠祥 洪仙英 孔祥岳 孔纪坤 孔兴刚 施张凤 王伟萍 孙仲丽
贾仙英 冯荷芬 谭红霞 孔俞锋 沈灿林 孔 明（陈家塘）徐金友 孔建刚
孔国甫 徐仁刚 韩利炎 孔灿兴 孔利祥 孔成建 徐吾法 孔永明 孔富川
孔 烨（陈家塘）徐百英 孔一航 徐友林

自1月29日至3月23日，临一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08 人 。
党员：
沈利根 孔灿力 姚岳平 孔继荣 孔繁骆 王仲良 孔法桥 王泉和 沈浙栋 沈 霞 姚萍萍 姚华强 董彬彬
虞陈超 施怡潇 王志华 姚海涛 孔 杰 施栋聪 姚程远 姚盼菲 孔立柱 孔祥德 王 建 王颖丽 张金萍
文海星 傅娅敏 孔铁平 孔铁飞 孙佳萍 王铁红 沈佳林 杨前明 沈 波 孔可平 姚浙锋 孔柏达
王婷婷 孔飞燕 姚碧华
群众：
朱灿明 施国华 姚生桥 姚国潮 沈建明 姚佰林 姚吾福 孔吾林 孔万苗 来钦表 沈荣茂 王奎明
孔万江 王建红 王永江 王水仁 王百刚 沈建柱 王百成 姚幼明 王 强 姚传刚 姚 金 孔明香
杨龙江 施路燕 杜筱红 王小波 王 婷 孔燕芳 施来桔 王潇伟 楼吴宁 孔金桥 朱 芳 杨海桥 杜国红
姚海东 周振宇 孙 坚 王行飞 姚齐昌 王春娟 颜春萍 孔华钦 王颖超 来 丹 徐小飞 傅燕青 姚林云
许烈洲 姚忠达 喻金达 沈明达 来百春 孔满祥 王国飞 鲁金荣 王铁昌 孔春雅 傅孔洁 姚骏枭
裘琴雅 方美华 孔玉梅 孔五国 施东刚

自1月29日至3月24日，苎萝村值守志愿者共计200人。
党员：
施才法 黄梓爱 黄仁生 邵招芳 陈炯（大）陈旺来 倪杰成 黄春芝
顾水木 谢建峰 施美娟 顾水庆 谢国兔 王仁水 黄竹青 陈冬燕 黄永权
陈金康 鲁水梅 徐慧飞 徐先仁 徐建祥 徐国忠 沃国祥 徐国华 沃海法
陈照华 徐国祥 徐九斤 徐建良 吴燕庆 王成良 沃香娟 徐 锋 倪旦媚
徐勇钢 沃忠波 王兴浩 陈树红 屠骥锋 鲁燕锋 屠叶祥 屠浙凯 屠水法
朱珊娜 贾丽斯 张国水 屠佳莹 贾仁祥 屠金贵 沃贤法 谢水江
群众：
施素英 施贤庆 张正儿 罗华英 施小庆 周杭波 周妙法 施焕明 谢荣潮
倪先灿 陈 锋 邵仁芳 陈仁千 谢国强 施小军 陈国民 顾水堂 顾利民
施华中 黄国根 汤凤爱 倪仁娣 周建华 陈夫泉 施仰澄 诸荧华 屠腊花
周柏仁 黄琼芳 王文娟 周柏林 施汤生 施珠琴 曹观水 邵力军 丁国祥
周春波 倪先荣 施金芳 顾卫民 陈杏云 沈珠凤 陈志泉 杜国尧 周 峰
黄海江 施才根 黄国卫 顾金龙 黄仁浩 徐先夫 徐建平 徐劲华 沃忠灿
徐高祥 徐月明 徐利锋 陈 伟 缪仁法 屠建荣 徐海木 王灵燕 徐海祥
徐根华 徐林祥 徐先夫 金劲锋 徐达忠 徐成刚 屠向荣 徐小木 徐建齐
金谷锋 徐月刚 徐建国 刘小林 徐新华 徐思嘉 孙彩红 徐子水 祝朝根
徐炳权 徐金颖 屠兴木 屠法明 沃国洪 沃青青 屠建华 屠江锋 屠桂初
屠林锋 贾海祥 屠根法 华关夫 贾德兴 沃晓江 屠建芳 贾水夫 汤国忠
屠永芳 屠兴康 贾忠明 金坑芳 杨伟忠 孔伟伟 孔其明 金关坑 屠海峰
吴勤杰 屠杰波 沃雯婷 沃贤根 贾忠明 贾远林 沃忠明 王飞飞 潘招妹
任水英 沈定凤 屠金焕 朱建红 葛贤凤 孙芝芹 陈亚平 屠明法 李向恒
贾姣英 金 烽 沃叶斌 屠水富 屠程颖 屠利铁 屠金虎 屠力刚 金美华
屠建富 金吾海 金招凤 陈仁英 屠杏英 屠利娟 贾荣华 屠桂芬
陈国英 苏棉兴 金林虎 徐思怡 王忠良

通一村

自1月29日至3月24日，通一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29人。
党员：
戴金法 汪金立 陈吾铨 戴海明 戴国贤 戴成明 屠苏明 戴兴军
戴海宾 戴振方 孙丽英 戴高明 戴华斌 陈 洁 戴文华 王贺洁
邵敏学 戴华平 陈 东 戴立芳 戴梦晴 杨小慧 戴立林 沈雅世 戴哲民
陈水潮 沈录权 戴秀华 沈国华 戴灿萍 郭红雅 曹素芹 戴锦春
沈雨雁 黄 振 戴金燕 戴明伟 戴婷婷 戴燕丽 戴东海 黄栋燕
戴益江 戴燕华 戴柏荣 戴国明 戴林校 戴百祺 沈吾忠 徐松泉
沈梅娟 周彩丽 徐继明 徐金祥 沈国民 沈积岳 徐建林 徐晓笑
金美玲 沈炯达 杨丽亚 章 莎 徐佳佳 徐水章 屠佳灿 徐国祥
沈烈勇 沈婷婷 沈迪芳 戴国灿
群众：
王海华 陈国妙 戴水贤 蔡雅芳 戴子瑞 孙小华 陈灿良 邵 敏 华建美
陈 荣 戴菁清 陈 林 孙丽萍 沈校章 杜水凤 沈伟权 沈庭良 屠素云
沈雅明 沈利姻 戴水龙 孙娟娟 沈凤香 戴泉林 戴安妮 戴江涛
金雪坤 吴成华 汤美英 华柏炼 戴巨仁 戴焕昶 戴观林 黄校荣
戴利祥 戴校昌 沈利元 戴吾泉 戴校平 戴校川 戴灿祥 戴见林
屠永梅 金子羊 沈中平 徐火林 徐吾传 张水娟 沈昌良 徐其林
沈灿晓 沈潇虎 徐 恺 徐佳君 李 云 戴郭良 孔建红 沈迪明
戴国兴 陈观贤

自2月1日至3月24日，白鹿塘村值守志愿者共计219人。
党员：
邱庆忠 汤雨松 邱吾成 钟顺根 汤玉灿 邱吾福 汤红芬 汤灿法 郑浩政
邱雪林 曹金婷 邱建华 鲁忠林 鲁华丰 鲁海兴 邱观水 张才根
鲁锦铭 汤吾林 汤尧英 鲁松福 鲁森权 鲁燕丰 鲁冬红 鲁 敏 陈 桥
汤雪松 周坑根 周锦春 汤建东 鲁一峰 汤叶茂 汤竹文 汤佳琪 汤立忠
汤栋尧 李汤祥 汤炳章 汤夫根 汤钱苗 汤 毅 李 俊 汤张奇 沈存明
从素凤 汤 吉 胡云美 汤丙浩 汤思忆 汤玲丽 汤巨江 李沈燕 汤瀚清 邱 丽
群众：
黄先芬 陈连珍 曹观林 胡志祥 胡红松 邱贵荣 曹云夫 郑浩根 邱岳夫
鲁亚萍 邱亚凤 曹春漪 鲁金法 林军美 曹小明 顾国娟 严晓燕 曹思明
周彦领 朱妙英 田春江 邱国荣 邱利忠 邱涛 邱伟杰 张秀平 代关琼
汤爱香 郑 强 陈利娟 邱利清 曹树玉 谭银文 鲁爱明 沈小芬 陈行芳
蒋陆梅 邱早荣 金凤美 沈恩琴 汤海夫 俞国标 鲁国建 鲁灿明 鲁敏迅
鲁顺明 鲁祖民 朱燕丽 李爱文 顾叶娟 诸亚红 鲁柏军 鲁幸丰 鲁伟民
张国灿 鲁惟祥 鲁李慧 鲁根兴 钱阿凤 鲁祥兴 曹根凤 鲁斌 鲁柏祥
鲁思勤 鲁思良 鲁菊芳 鲁海明 郭云平 鲁建明 鲁柏华 邱海标 鲁金波
鲁叶松 朱幼利 王 盼 鲁亦锋 鲁新生 鲁伟忠 鲁国荣 鲁雅萍 鲁柏兴
鲁庙达 鲁育明 鲁赟波 鲁杰飞 鲁凯棋 张维红 傅春锋 鲁明祥 鲁 炯
汤顺福 鲁柏荣 汤水尧 汤贤兴 鲁永华 鲁夫祥 鲁友兴 汤金昌 邱文娟
汤建均 刘金英 汤美儿 汤忠法 汤水安 丁叶琴 汤胜兴 汤燕丽 汤吾堂
汤新祥（大）谢小凤 汤惠民 苏玉红 汤伟刚 汤华忠 汤益松 汤春亚
汤一平 汤灿明 汤澍镛 汤松江 汤铁宏 汤兴福 刘建席 汤水桥 汤志龙
汤伟锋 丁焕众 邱杭生 汤伟祥 汤春华 汤浩祥 汤加惠 汤曙涛 汤金木
王海亚 汤松校 汤志松 汤根如 汤林峰 汤新祥（小）汤紫莹 汤连章
洪国珍 汤柏松 汤友明 汤云松 汤吾羊 汤秋琪 汤 戈 王建军 汤新江
鲁安淇 鲁炬飞 鲁 烨 汤佳辉 汤汝法 汤水产 汤建松 汤海锋 汤树根
鲁松茂（小）汤海坤 汤晓港 汤华锋 汤茂均

自1月29日至3月23日，苎东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18人。

党员：
沈均瑶 邱晓荣 俞平平 沈祥夫 邱灿刚 王正岳 沈 刚 邱 苏 邱红亮 王 超 邵美仙 沈时忠 沈丹青 沈 阳 倪 娜
沈祥水 金雅红 陈泽凯 王兴忠 邱永红 邱海明 赵 冰 王建锋 赵关木 邱梦霞 汤杰锋 王国江 邱银其 沈灵珠
赵志祥 沈 栋 陈芳芳 沈钜刚 李伟平 周 婷 邱水其 王茂祥 邱 利 李晶晶
群众：
邱国荣 陈红娣 王玉明 邱吾林 沈仲德 王燕栋 邱仁明 沈水林 赵永尧 王建福 沈仲芳 赵香阳 沈时鹏 邱利根
王美英 王佳宇 王巨福 沈水木 沈立忠 任水红 沈小平 王国尧 赵伟锋 赵金松 王荣庆 沈见明 王建法
俞玉英 张海亚 倪月明 王庆法 任水松 沈水明 沈利泉 邱铁锋 王水泉 沈见华 王国林 邱炯勇 邱忠其
邱建华 王国放 王巨玉 王柯达 王芬芳 王燕云 赵永福 苟 琳 王正平 王国祥 王松福 沈雅法 王国茭 柳菊花
沈文珍 赵华兴 任吾明 缪彩芳 孙 霞 赵友梅 王银良 赵海炎 赵永松 赵永法 沈牛山 王金祥 沈 坚 赵玉甫
王 炯 邱金林 鲁 东 王仁梅 沈祥宗 沈仕法 沈见平 沈国林 武玉丽 沈立芳 赵杰钢

通二村

自1月28日至3月22日，通二村值守志愿者共计425人。

党员：
华之藩 华晓晓 华伟东 华纪萍 华杰波 华金祥 华水龙 童 飞
郭生良 童水祥 陈林娣 华建楠 童 程 童国兴 童国良 诸树平
华杰锋 华珏汝 华水昌 童柏明 童鹏云 童路平 郭建春
徐柏江 童军 徐月祥 童丽丽 华建明 华国民 郭水法 童李佳
徐柏尧 汤建飞 童国忠 童云波 郭吾潮 童永良 华柏祥
华钟明 汤凤燕 陈灿忠 葛建红 陈水龙 陈金飞 金莲珍
柳传宗 柳正林 柳焕水 柳展芳 柳卫红 柳先仁 柳林仁
周建中 陈雯茵 金建甫 朱国桥 金红燕 金 燕 金成龙 金国栋
朱利成 金华斌 童爱香 张忠平 郭晨洁 华 晓 童国根 韩 锋
童汉忠 童跃进 陈水龙 华丹锋 金坑明 华立锋 金灿忠
群众：
洪美华 华国渭 陈雪云 华永明 华鸿达 华吾祥 郭 权 柳 威
童柏良 徐 江 郭 良 徐柏忠 裘建亚 童长根 华竹祥 华炳祥
娄国娟 张吾根 华昌标 童建红 徐柏仁 韩国芳 华张仁 华玉英
张卫忠 王金兰 徐江海 韩建达 华利锋 童德良 王苏芬 徐连珍
华鸿达 童卫东 童柏连 徐宁杰 郭荣良 陈吾权 郭国良 王水华
童建军 赵玲利 贾 萍 李华凤 王文英 金菊美 童永明 陈国朋
童华忠 汤柏祥 童德法 童宝通 何夏仙 童国娟 曹利祥 孔美凤
郭素娥 汤文庆 张立松 汤春明 华立刚 施海燕 王 萍 汤国仁
童城忠 华卫国 徐海良 汤柏荣 徐焕林 章军飞 童坑才 汤国平
童红红 童纪敏 陈 鼎 楼春燕 张正杨 郭永潮 徐仙根 童春燕 徐 松
陈思媛 汤碧红 童燕忠 徐城伟 谢成英 诸立平 华月萍 郭水福
钟建娟 郭建松 徐金芳 瞿孔飞 徐仙根 童海忠 汤碧忠 汤建亮
汤碧红 陈 凯 汤伟龙 汤建刚 陈 鼎 陈思媛 汤柏忠 陈正祥
陈松林 陈 伟 周水明 孙小凤 柳才明 柳建桥 柳方忠 柳仁荣
柳国平 柳建东 柳永林 柳建祥 柳灿根 周焱亮 陈云灿 柳雪根
柳永法 柳灿峰 柳金荣 柳荣康 周彬彬 柳国华 柳吾丰 周益波
柳益方 柳源锋 柳焕荣 柳方荣 柳巨康 柳吾水 柳永平
柳国桥 周水祥 柳芳娟 柳云庆 柳灵杰 柳巨林 唐忠秀 柳永久
柳国祥 周俊杰 柳焕根 柳利法 周亦根 周国明 柳仁福 韦玉善
娄银娟 汤美兰 俞小玲 柳兴根 柳利风 柳来仁 金荣芳 柳建庆
柳建美 柳吾江 柳灿桥 柳建明 柳建波 柳有兴 王杏娟 戚阿珍
周芬娟 柳鸿杰 柳 涛 戴芬兰 陈荣法 柳炎东 柳佳琪 柳方才
柳雪琴 朱立桥 李列刚 金灿华 金 强 汤柏军 金建烽 金建华
章益标 朱利庆 金林钢 金灿刚 金柏桥 金钊兴 谢来军 金引蛟
朱兴顺 金吾标 金海桥 金卫忠 金海波 金叶松 金焕根 金灿锋
金灿洪 金忠飞 金宝祥 金建红 金叶根 金叶祥 柳来兴
金柏林 朱建桥 金吾兴 金水才 金世忠 金建良 金吾水 蔡桥江
朱利成 金钊来 金忠林 金柏仁 金引祥 金吾甫 金建明 金建德
金水庆 金芬岳 金春林 金建国 金来根 金幸坑 金华锋
陈建东 金柏明 金吾成 金建松 金焕根 金吾兴 蔡吾传 金柏兴
金吾昌 金小佳 朱爱兴 朱国钧 陈国莲 金建尧 金利洪 金小来
金吾锦 金芬岳 张叶芳 沈惠芳 金华忠 金 波 金坑田 金海峰
朱钜波 孙小红 叶张伟 沈凤美 洪小琴 金观甫 朱芬娟 曹柏能
周爱娥 周琴云 金吾琴 蔡志梅 金芬琴 柳利娟 王玉仙 李月芳
金马良 谭寅芳 金小娟 杨珍美 华文娟 金又坑 朱仁英 金利芬
金志娟 金又娟 朱小芬 金利芳 朱爱华 戴秀芳 汤利娟 李秀珍
汤明儿 罗美娟 蒋丽美 徐美芬 叶葱菇 金来法 金坑田 金迪明
金关德 朱建桥 金吾佳 金水法 朱春桥 朱佳飞 朱钜锋 汤继平
金柏松 任巨成 童雪忠 童志坑 徐吾兴 诸张贤 邵利云 郭菊英
华静洋 华森斌 华水祥 童国伟 孙祝芬 王莉华 童建永 童灿军
童永明 俞利红 权隆凤 童燕军 徐江明 童柏红 朱享华 童旭军
徐小红 金国美 华梦高 王秀琴 赵修士 田慧霞 童海良
汤忠良 汤建明 汤建华 华 东 华 忠 华春荣 华建祥 黄建月
华锦超 徐镇涛 童海良 郭利桥 俞建荣 缪钱盈 颜丽芳 娄益平 宋仁娟

党员：
孙灿龙 孙雪祥 孙方顺 孙华亮 屠金夫 孔林标 屠立水 田玉红
孙海柱 孙仁民 郭灿林 孙卫东 孙其余 孙振福 孔林铨 孙国栋
潘国琴 郭灿林 贾连芬 赵旭辉 赵海林 戴桂芳 屠齐华 赵樟明
赵明华 赵海军 赵君伟 赵灿坪 孙秀丽
群众：
孙亚华 唐仁红 孙妙顺 孙观鑫 孙 强 俞雪珍 孙利祥 陶小红
孙国良 赵文生 屠振华 孙关法 屠青青 孙仁根 徐先凤
孙雨田 孙海根 孙智钢 孙红芳 孙水良 孔红亮 孔小卫 孙红明
谢坑兴 孙锡祥 金建英 汤小丹 孔天杨 孙关浩 郭雅英 孙丽仁
孔进军 赵木兴 鲁林田 孙玉英 赵友康 张红顺 王 杰 赵连兴
王云虎 郑利红 赵水刚 赵水洪 赵伟祥 赵岳兴 赵贤伟 赵国祥
赵国兴 赵吾兴 赵勇江 赵海亮 韩建祥 韩仲祥 赵海祥 郑祖法
赵海兵 郑利水 汪未军 祝永涛 赵建红 郑兴坤 赵贾波 汤劲峰
屠兴祥 屠加明 孙红卫 俞灿田 赵 柯 赵 雨 赵 喆 沈佳琪
赵庆南 孙桂娟 孙美娟 华陆梅 戴海芳 孙仁亚 孙关茂
王建萍 屠利兴 屠伟东 孙芝乔

自1月29日至3月23日，塘郎孙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11人。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华家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05人。

党员：
华国林 华君武 楼列飞 陈炜炜 华国春 裘铖亮 华子祥
华正阳 金培荣 裘沈雅 王海丹 华 兔 余晓艳 方伟国 华利明
华海彬 金菲菲 华裘兴 华火乔 华金楠 华哲炜 华桂仁
华浩杰 华建龙 华丽梅 华婷 华锂亚 华观校 华风格 华伟
群众：
华纪华 杜华丽 王英潮 华关华 华利红 顾素月 华春松
华柏桥 陆宋民 华利芳 王素娟 华子水 华先根 王国江
华松根 华吾传 华吾灿 华逸根 华利兴 沈爱香 华永芳 华海祥
王玉仙 华子松 孔贤娟 华列刚 孙晓明 华金昌 戴瑞英
金培炎 华云根 华樟才 金建飞 华关荣 赵建江 陈桂花
王仲炎 华小毛 方贤富 钟利君 华吾林（6组）华关来 华淼鑫
华建康 朱文琴 华吾根（6组）华水尧 屠水金 华关兴 华 飞
马玉敏 陈国民 华力锋 华子良 华吾乔 华潇栋 傅建火
唐海忠 华兴昌 华庆木 华佳熠 华文祥 华海锋 华 海
华国忠 沈英祥 华单楠 华根校 华士根 华木根（1组）华吕卿
华张荣 华锋波 华佳丹 华 鑫

自1月28日至3月24日，临北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31人。

党员：
杨海法 杨建平 杨叶刚 杨水仁 杨奎富 杨柏春 杨建明 施国钢
杨关金 杨利波 钟利芹 杨吾昌 杨培兴 杨民军 杨云铨
杨荣胜 沈永良 沈满庭 沈 科 张慧丽 沈培丽 陈旭初 施海华
郭利平 李林祥 施玮玮 范信荣 郭刚林 郭国根 孙 娜 郭建根
郭 达 李 祥 李金潮 郭岳明 郑淑珍 李兴权 王小华 施益军
李鸿川 李飞燕 李荣富 李 东 梅长国 郭水火 屠亚红 张炜达
郭水龙 郭吾恩 李吾美 郭金良 李利权 李灿根 杨春华 沈阳
群众：
杨妙德 杨惠林 杨水良 杨晓荣 杨金法 杨培元 杨招水 杨来法
曹家林 杨妙根 杨坑桂 杨妙甫 古全新 杨金芬 杨金云 施建江
杨岳明 杨红伟 沈国泉 沈云庭 沈关潮 沈仁兴 沈金甫 沈子安
沈美兴 杨素梅 杨金芳 沈吾祥 沈浩祥 沈梦祥 沈国祥 许小凤
沈士庭 施吾龙 杨桂英 施木仙 施志根 施建东 施汉华
施金泉 戚霞娟 施森泉 施坑仙 施月华 施永华 施坑顺
施国浩 施校华 施志灿 李 江 施国才 施志根 李灿红 施苗兴
李文林 施关泉 郭冬美 郭国水 童玉凤 郭 伟 吴利娟 李建耀
郭万钢 李关虎 戴素娥 李国良 郭水明 郭岳旗 李国祥
郭汉东 李红波 李国夫 李小冬 李亚军 孔增刚 李佳良

自1月29日至3月23日，新河村值守志愿者共计427人。

党员：
高雪芳 毛光美 高伙田 王 伟 陈春燕 郭玉芳 何林超
陈祖福 王金坤 王金明（4组）高永军 王国平 高龙铅
高柏炎 高炜亮 王国校 王 波（西庄）高吾标 陈灿良
陈春燕 王永东 陈松祥 王连祥 谭卫英 黄寅春
高国兰 高水清 高小杰 王 洁 王国军 王小芳 王 露
王水荣（1组）王 珂 王 刚（西庄）王伊丽 王春丽
王国龙 王骏华 王来兴 王 斌 高海银 谭思鸿 高丽娜
王柏祥 王妙荣 王仁金 王春霞 郑浩政 王利明
高金坤 高树法 王伟法 陈佳斌 王 杰 高煜祥
孔梦婷 王江炬 高树焕 王伟平 王荣兴
群众：
孔钢明 王 均 王国涛 王东红 黄芬梅 王加明 王强力
王吾金（西庄）陈利珍 王钢英 王锋锐 庞伟杰
王世杰 陈伟强 王铁军 王建忠 王微萍 王永亮 高 超
周玉霞 金祖梅 王建芬 王祥明 陈 峰 赵桃儿 陈妙娟
华文乐 王兴法 王震鑫 王峥嵘 王铁明（4组）高灿祥
高永明 王炳红 王松强 王祥荣（大庄）高金龙
王春龙 王金芳 高小达 王琪荣 陈 东 周彩照 黄丽红
王水凤 王斌科 高红娟 李冬梅 高蓥锋 高万章
高燕似 王兴祥 高海明 高民桥 郭金兰 陈竹琴
陈洪忠 高志达 王才明 王全法 王 凯 王钢英 高仁来
黄海芳 王国柱 王建富 王春波 高呈烨 孟烈娜
王国建 沈云梅 高春燕 王 波（大庄）王兴生 庞千甫
王建成 项 莉 王灿珍 高国明 王叶芳 王吾松 李 萍
王 刚（大庄）陈利华 王灿翔 王根亮 王松祥 陈鸿明
王月明 王松炎 王永明 章小攀 王国强 王福民
吴建华 陈丽华 王校红 高建锋 高炳祥 高仁兴（大）
高国锋 杨小兰 高伟江（6组）李冬梅 孔祥芳 高叶祥
王东海(4组）陈富祥 韩卫东 王吾均（4组）黄玉兰
高志远 华焕千 王 栋(西庄) 王钧毅 陈菊芹 王松明
陈 宇 高钰艳 王小明 高峰（大）周秀萍 陈焕章
高金波 钱海英 顾满琴 王煜凯 倪加平 庞喆琦
高 昕 高树祥 高仁明 华小千 高兴权

大庄村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大庄村值守志愿者共计195人。

王村村

自1月31日至3月23日，王村村值守志愿者共计229人。

党员：
倪和兴 赵 洁 王 丹 楼 芳 王国红 王建芳 王爱凤
沈益娟 倪海斌 王海浪 王海波 倪吾炳 楼六法
詹丹红 王 勇 王利煜 王建刚 王佳俊 王 东 楼 琪
黄婉梅 王海东 王建荣 张振华 王肖海 王 华（8组）
王木根 吴玉连 金开林 鲁水木 张建平 张传根
王青英 王水富 韩妙芳 张吾兴 俞利苹 张庆忠
张妙兴 张荣校 王丹露 孔罗丹 汪林斐
群众：
王永根 王玉兴（5组）王森谦 王小兔 钟丽萍
王玉富 王莲金 楼叶根 王汉明 王吾祥 王 栋
金 莲 陆美金 王田根 王 科 王 萍
陈贤琴 余利红 莫春琴 王观祥 王志明 王 飞
王依丽 王养民 王宏毅 王保国 葛国凤 王顺海
王土根（10组）高 莲 金智华 王曙光 王亚芳
王利华 楼红波 钟春飞 秦雪妹 王惠芳 高来琴
王力之 陈路遥 王建荣（8组）王 军 王灿富 王 威
董水云 王春飞 王银锋 王 江（2组）楼伟法 倪锋华
王利刚 王国荣（8组）王金华 谭红平 王国飞
王金芳 王国权 王土法（8组）丁金泉 王狄华
王令军 鲁燕红 王兴明 王春雷 王凤明 王国恩
黄仁梅 来春飞 王观华 金刚祥 王建华（4组）
王罗正 王水明 朱建华 金秀林 王国良（8组）
王佳枫 王小卫 楼水荣 王震伟 徐文娟 王升东
倪鹏飞 王法仁 王金祥 王汉忠 王法千 王菊仙
王海富 丁建祥 楼伟忠 王金木（4组）鲁国堂
王月乔 王晓刚 丁素英 王渭根 王伟良 丁友泉
楼有忠 王利福 余晓萍 王泉根 王东权 王洪刚
王六明 韩 杰 吕娇娟 王柏祥 钟 坚 鲁国军 王将奇
王海江 李玉娟 王铖科 王建方（8组）严爱娟
王庆良 王金荣（10组）王伟平（2组）钱立弟
王柏根 李兰英 詹永千 詹水法 王国朝 王旭明
楼国良 鲁国明 楼小刚 楼利刚 鲁柏春 鲁伟荣
王灿奇 鲁永良 王玉珍 楼海明 王见林 鲁志芳
鲁路荣 王木虎 鲁亚萍 鲁春燕 王杨明 王伟国
王建木 王金木（12组）葛云香 鲁金才 张小芳
高国芬 黄春松 李玉文 张林康 葛玉燕 张水明
戚利松 戚伟明 王红女 张冠根 陈国兴 张胜海
张樑峰 徐 燕 张俊涛 张国校 张又仙 金 萍 张庆福
张 雷 张林康 周云仙 王益 张伟锋 张荣伟 张 军
张 丽 张铁奇 朱凤鸣 谭美连 张校平 韩亚梅
葛叶娟 韩吾梅 孔兰芳

横二村

新港村

浦二村

新联村

南江村

临一村

苎萝村

白鹿塘村

苎东村

塘郎孙村

临北村

新河村

华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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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新梦想
小城大未来

谢谢你谢谢你，，志愿者志愿者！！疫情让这个冬天仿佛静止，却抵挡不住春天的步伐。
42.48平方公里的小城市，近两个月的日夜坚守，5589位志愿者挺身而出，和镇村两级干部一起，为春天开道。
也许我们素昧平生，但请让我念出你的名字。
疫情终将消散，但这座小城市不会忘记你的付出。
谢谢你，志愿者！

（排名不分先后，且依照村民称呼习惯对同村同名同姓者标注“大”“小”或自然村村名、组别名以示区分。）

党员：
王奇栋 王国平 汤 灿 李 丹 王立锋 王金星 贺湘君 王祥明
王关水 王雅康 贺文君 王关仁 吴雅萍 叶 榄 吴建营 吴银墅
王永法 吴铁平 王妙森 王校忠 王妙泉 王晓红 吴晶晶 孙王燕
吴姗姗 吴振祥 王建桥 吴关昌 吴岳坤 孔 静 吴士元 吴海燕
王芳敏 王芳园 郁火根 王初田 王国松 王金松 盛国富 王洪民 葛忠法
王志林 王雨婷 王兴桥 王国达 王子沧 王仁法 王妙忠 王志兴
吴树铭 王利桥 周建英 王超楠 葛秀潮 葛灿明 杨晓伟 杨柳昌
王伟国 葛林琦 葛长明 王林潮 韩亚娟 葛佳东 葛富兴 葛中德 杨兴祥
葛建飞 杨祖亮 王关宗 葛叶传 葛国建 葛炳铨 葛瑜波 朱建新
葛中潮 王迪民 王迪祥 王 超 王国明 王金达 王园园 王蒙佳
王法达 王 彬 王佳钢 王龙强 王顺康 王 钟 王焕良 王迪荣 王仁元
王海江 王苗苗 刘芳意 王吾炎
群众：
周国琴 王兴才 叶晓飞 王灿康 王建康 王林忠 王吾忠 王行富
王柏金 王 震 王月明 盛国良 盛德良 王国民 王 东 王少均 王仲明
盛国忠 王 刚 王水忠 王行芳 王藕祥 于美芬 王建祥 应来法
贺 蝶 王 达 王仲连 王国祥 王国鑫 王兴尧 李吾明 葛玉芬
王绮梦 汤建忠 王文兰 吴月昌 吴建平 吴虎昌 吴益锋 王志达
王惠龙 王燕兰 汤益明 吴伟清 吴灿祥 吴银权 吴建权 张晓虹
吴永焕 吴妙昌 吴 昕 吴连海 吴伟江 吴伟祥 吴元浩 吴明峰
王惠芳 吴 燕 张志远 王 辉 吴伟权 沈悦珍 王小法 李 燕 吴超棋
吴才昌 吴春江 张 政 吴惠芳 葛春红 王永江 吴灿平 王雁楠
王建红 王小玉 王 策 吴国忠 吴勤华 吴海平 吴海林 吴江平
吴佳楠 吴益涛 吴金焕 吴汉昌 韩仁德 吴月明 吴杰峰 张水芳
王卓玲 叶华锋 谭银平 吴满花 汤建强 孙国芳 吴小娟 孙兰娟
王鑫佳 吴惠东 吴晓玲 韩依清 吴林文 吴连昌 张凤英 张叶根
吴吾金 徐吾芳 张 依 王仁昌 王国尧 方燕凤 王永兴 潘海丽
王小根 王国干 王长明 王吾福（小）王利坚 王水芳 胡晓华 王春福
王铁军 刘仁富 王志根 王浩龙 王法祥 王永良 王立烽 王永明 王 杰
王鑫楠 王桂明 王津津 王东伟 王 洋 王利法 俞红华 王永传 王兴法
王 榆 王泽锋 徐凤霞 王仁法 李文清 王志明 王红刚 王林锋 郁张清
王海飞 王利荣 王迪华 王 勤 王红炳 刘定怀 王建松 徐金水 王利兴
谭亚萍 吴银银 王银方 葛超杰 吴林明 王斯垲 盛李源 王利民 王水明
李天惠 葛金萍 王添源 王尧松 王泽熠 王根达 葛 毅 王卫江 王海洋
王国江 王金成 王国良 王水祥 华 英 王国松 葛昊男 吴益明 王洪祥
王法松 王生康 王建国 韩 婧 王水昌 葛军海 王国灿 施佳红 王利娟
李海松 王利刚 王庆良 王 倩 陈燕萍 陈荣燕 葛 锐 李春燕 姜彩红
盛利洋 杨永明 吴益平 孙小菊 周国娟 韩文英 王月成 赵天虹 葛忠灿
周继萍 谭东兰 来 瑜 李 昕 王仁木 盛洪萍 张伟琴 王丽娟 沈水娥
朱建萍 葛国海 孙祖民 孙柏泉 王加贤 孙祖江 王迪民 盛雅根 张凤玉
孙金阳 孙树芳 王士祥 王妙法 顾红萍 金小英 葛仁林 葛国权 郁小凤
周国连 杨利刚 杨仁民 葛国飞 李五安 葛维珍 王 凯 葛杭波 李 惠
葛 波 李国亮 葛伟潮 葛小常 葛牛林 葛忠良 葛叙根 葛东海 葛照荣

葛灿法 杨利峰 葛海法 葛永波 葛仁刚 葛燕飞 金栋辉 杨 灵
丁哲琦 孙立烽 王柏锦 葛 锋 葛国宝 葛志明 葛梦佳 葛树潮
葛凯丰 杨镇宇 葛建刚 葛佳斌 葛跃飞 葛柏桥 葛奇栋 葛建军
葛叙水 葛杭家 葛林海 谭凤玉 孙芹芳 葛美娟 鲁水芬 陈建娟
葛利民 胡珠娟 杨柳芳 赵红飞 裘金滔 丁剑利 王晓建 吴彩芳
王立忠 邵金海 王陈柯 王小江 王国校 王 虎 王海荣 王松泉
王一初 王永桥 王尧畅 王秀琴 王国兴 王杏娟 王晨灿 王凤英
王达民 王小达 王江平 王 建 何国兴 王桂法 王叶祥 王霄松
王松根 王焕祥 王关超 王一鸣 王兴祥 高祝香 王 跃 王春达
王国民 王建江 王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