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月26日至3月24日，浴美施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263人。
党员：
孔尧刚徐英杰赵春玲高祥於航平陈萍顾金良田祖海陈俞锋庞淼
陶吉云 钟迪飞 裘关铨 朱志明 杨宝奎 徐利春 俞鑫飞 赵建祥 王利萍
盛建国 顾中文 祝百华 洪先庭 吴贵君 来力华 余建华 华国民 王春雷
陈永明 谢红卫 汤庆成 柳梦雪 马 凤 傅建灿 贾 波 单小春 裘珠锋
孙刚锋 徐忠见 王水荣 钱福芹 俞成江 李晓波 陈灿阳 韩萍萍 杨爱儿
戴玲冬 王晓英 田 儿 沈铁成 孙伟锋 盛永明 孙佳萍 徐卫平 裘建伟
俞国云 胡浩福 王正良 汪 涛 孙 杰 徐江华 汤吾民 李月明 鲁小红
陈建平 诸建良 王张棋 谢嘉军 闻华良 郦 锋 彭樱芳 彭诗媛 郭岳祥
群众：
孔芬英 戴琼华 任爱英 俞文英 俞妙园 陈 洁 张铁良 陈永华 汤永海
周金土 蒋杭燕 王嘉筱 周中荣 田洪利 孙月琴 张旭晨 孔宪荣 柴燕丹
张仰东 杨开建 赵忠明 陈关根 倪洪根 谢惠兴 陈占夫 张培和 朱坚斌
张培华 朱丹霞 卜杭波 韩 灿 钟汉锋 邵柏荣 刘德意 陈佳波 柳叶娜
钱亚庆 孙永建 钱建平 杨建权 陈伟江 华国民 倪思珂 赵熠初 俞晨阳
吴晨瑜 来 洁 陆成红 俞水芳 韩 莉 王本祥 祝小平 王利军 俞春也
阙秀莲 钱张英 屠金荣 华海平 裘仲国 王晓燕 王沅刚 金伟桥 陆建锋
陈建江 翟居虎 王金刚 李国灿 王 娟 洪 明 张爱芳 韩建良 孙新华
郑国娟 田 辉 金云妙 盛棋明 张伟刚 徐兰香 孙 利 李筱娟 楼玲飞
郎丰杰 俞立力 来 顺 汤皖生 施成江 汤建国 陆海军 谭先锋 童小忠
孙华中 杨美华 王秀成 邱立纯 孟亚飞 许香珍 汤红军 苏红华 徐炯园
王欣怡 邱企航 陈妙坤 范爱香 朱东燕 孔铁成 丁 海 金幼平 严华米
陈正燕 汤传林 伍泽民 沃雅华 何建红 洪婷菲 俞明权 孙红霞 陈建平
郑水潮 陶小红 汤海江 楼湖燕 陈燕飞 傅吾法 汤安夫 孔伟成 陈柏良
傅爱华 金水娟 姚展杰 田陇林 李文金 陈金梅 葛校荣 倪雅萍 王元刚
范官明 金国女 王叶芳 许永江 沈岳芹 王祝梅 张建民 俞春萍 瞿林法
姜维国 姚云华 陈 明 俞晓林 黄兰芳 李 庆 王 金 周辛儿 王东森
夏国强 童秀兰 施华芹 邱一飞 孙金虎 王利忠 汤建祥 汤洁佳 胡飞英
王思熠 瞿丹萍 汪建力 蒋巧美 孙海英 董敏祥 俞水文 郁加明 颜 霞
虞胜良 傅威奇 孙浩轩 王荣慧 李月红 陈海波 施海明 李 娟 金 刚
姚 科 缪易阳 沈钰瑶 侯明章 陈玉勇 裘吾金 郑仲光 葛吾传
孔国祥 葛如兴

浴美施社区

自2月6日至17日，临浦镇青年先锋岗在旱闸口设立，69名社会志
愿者接力守护。
郭佳明郁慧姣倪思婕汤川波葛杭波董彬彬柳梦雪朱杨洋朱江娟
孙梦哲 华健男 李 楠 谭灏天 汤初阳 张惠良 吕京平 傅楼泱 孔小伟
陈 浙 李振东 王 奕 詹丹红 黄铨明 朱永江 汤 燕 孔周晶 郑 洁
韩雨威 俞晨阳孔陈东李梦阳颜大伟王杭涛戚建兴邵利章李郑雅
屠玲晓 韩志江张洪艳施梦洁郭恩娣洪晨哲陈佳锋鲁佳丹钟舒烨
童嘉伟 陈洁伟 裘飞江 洪烨丽 王晓华 韩丽娜 俞亚华 孔炜红
李彩妃 王余露 吕莹莹 娄芬云 杨丹萍 蒋海芸 莫佳佳 陈慧青
韩银芳 黄 晓 顾银洁 陈华华 鲁陈慧 顾元彬 张相丽 王银泉

社会志愿者

自2月3日至18日，区司法局派出26名工作人员到白鹿塘村卡点值守。
沃依斐 俞祖光 施英姿 陈沥爽 肖霁霁 黄 燕 戴敏方 周伟斌
沈高阅杨立威席巧玲徐 箴徐建苗孔鸿德姚德兴戚长海王传根
孙 军 陆张庆 赵 源 诸 青 金 晓 王 舒 张 彪 吴明达 胡佳琦

自2月2日至19日，萧山交投集团派出155名工作人员到杭金衢
高速临浦口及临浦老集镇区域五大卡点值守。

老集镇四大卡点：
王黎洪 俞鹏飞 王 阳 单文彬 张利忠 倪雄健 泮 峰 王 勇 金红钢
来宝军 杜红明 戎国军 颜建军 朱铁军 徐国成 钟建峰 应其军
俞力波 吴 起 陈兴峰 吴勇义 姜灿锋 张生仙 胡沥锋 朱 阳 蔡灿尧
方 露 赵 猛 鲁思清 吴哲军 徐 燕 任建仁 俞群峰 王秀丽 谢 峰
吴钟钢 陈舜 郁建军 倪波钱波王建庆胡专松陈少杰楼利华
姚文武 赵少群 俞文生 杜晨光 赵吾明 徐青松 潘国华 周 波
於湘荣 倪伟敏 李祖伟 胡久金 赵立民 葛根达 裘明波 陈利林
王建维 余津平 邵一栋 陈 卫 沈锦涛 吴佳峰 于 泽 傅梦蝶 李 鑫
张志刚 王军民 张奇英 楼 微 陆杨洁 孔松良 高祎钦 来宗德
陈秀琦 步佳佳 胡曙光
杭金衢高速临浦口卡点：
孔 乐 应则彬 蒋志良 王金波 钟 波 徐 烽 何渭钟 董晓波 徐天远
孔金凯 顾杨波 李丹垒 李汉钦 任 元 赵 军 王自立 何 宏 董嘉辉
陈斌杰 楼仰天 冯 毅 来陈君 徐茂祥 邵发强 孙梁洪 邱剑辉
蒋 愉 郑 杰 郭其明 俞 超 冯凯奇 谢 庆 李小军 张铁峰 富 田
金东杰 胡 军 沃啸威 陈宏亮 郭利伟 缪晓磊 金玲吉 韩凤花
孙雨可 陈璐怡 莫洁莹 李敏娟 金彬焕 华哲浩 缪锦杰 虞燕飞
傅丽珍 张利燕 俞林玲 祝雷杰 张玮栋 瞿缪峰 倪慧华 傅小芳
郑国平 朱 斌 吴晓红 王杭佳 李福伟 张宗源 叶欢立 葛海峰
谭文超 傅曼水 方金海 蔡 清 傅建明 张亚中 俞林丰 俞春波

萧山交投集团

区投促局

自2月2日至12日，区投促局派出21名工作人员到通二村卡点值守。
骆 军 沈彩燕 陈红丹 许 丹 韦建帮 施华珺 楼 超 邬炜艳 钱骏磊
李 燕 胡亚君 金 平 范俊利 楼佳波 朱 超 周 雪 陈 洁
姜柳莺 陈杨洋 周剑洋 徐 佳

区商务局

自2月1日至7日，区商务局派出21名工作人员到白鹿塘村卡点值守。
沈茂龙 朱志刚 吴 锋 来建平 陈华龙 赵柏强 项金朝 丁 宇
潘灵敏 沈 建 张建伟 吴春军 单丽琴 於罕奇 傅 涵 王 珏
沈天鸣 郑乐婷 高倩颖 曹金怡 施 斌

区信访局

自2月7日至19日，区信访局派出16名工作人员到浴美施社区
卡点值守。

孔建东 姜晓波 汤海红 段存民 方春林 冯如江 何建飞 瞿灿新
陈水春 凌 娟 孙海燕 陈彦蓉 陈金剑 冯 丽 曹梦婷 田佳亮

区司法局

下沉区级部门志愿者下沉区级部门志愿者

自2月10日至3月2日，临浦镇综合农贸市场卡点值守志愿者共计55人。

临浦镇个私协会志愿者：
陈音芳 倪幼敏 邵中华 李金香 程幼幼
吴幼根 陈海霞 蒋杭燕
小商品市场志愿者：
裘叶萍 苏红华 高敏儿 颜华英 孔明亚 孔奇红
王文娟 黄之琴 孔校娟 颜华娟 屠彩芳 沃雅香
裘苏琴 董红波 俞群英 钱 丹 孔春凤 洪仙英
洪张芳 沈仁兴 童玉凤 汤春红 杨枫萍 李妙林
童云亚 丁根红 何彩红 沈幼素 孔林达 陈连娟
金国珍 陈晓萍 朱秋芳 沈宛素 陈惠平 张兴连
顾云美 席菊凤 倪尧凤 方 萍 鲁文娥 金伟英
丁秀文 王小英 杨国芬 杨国萍 许东红

临浦镇综合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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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峰村

高田陈社区

临东社区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高田陈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76人。
党员：
张关木陈美泉陈亦传陈建华陈旭明张先荣 李 江 陈 亮
郭岳梅朱少俊金水仙陈柯萍孔媛媛 沈 清 陈燕飞王佳铭陈洁伟
蔡亮秋 陈建达 陈 熠 陈云明 程春兵 陈伟民 李春娟 陈兴海 陈吾松
张临城陈泽樑陈 炜陈关法陈建忠 陈 雷 俞建锋陈才金陈水冬
群众：
邱观水陈吾传陈金良陈关海陈纪乐陈才欢陈来法俞成芳陈坚飞
叶小妹陈 禹虞水萍李建军陈关桥孔建庭陈云宝陈先祥汤松凯
孟小红姚连平姚利成邱杭行陈孔俞陈关和陈建和陈坑林钱渭春
吴海凤郑红建葛杭明陈关茂陈国传陈钱甫沈金明陈剑勇陈金金
陈 浙 陈 畅 陈关金 陈吾林（4组）陈吾林（8组）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自由孔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122人。
党员：
孔晶晶 曹铭儿 孔俊锋 孔立锋 孔炬龙 孔泽斌 孔琪亮 来仁道
陈钢桥 孔杰锋 孔治东 孔普建 王钢 谭叶萍 陈银莲
群众：
孔祥木 孔周金 孔江胜 孔明杰 孔祥明 孔凡娟 孔茶娟 孔凡尧
孔茶凤 陈彩娟 孔利英 何国英 王国平 孔繁方 方英 刘吾成
蒋碧生 孔叶龙 孔子尧 孔凯 傅国英 孔巧娟 周建荣 孔列锋
陈秀丽 金金娟 孔建华 孔玲仙 张云霞 孔吾根 孔普澄 倪玉燕
朱志法 孔祥法 蒋见福 孔守德 孔全民 孔祥牛 孔毛毛 韩国才
孔明明 孔解康 孔令荣 孔建国 孔宝法 来成贵 孔国平 王水英
顾阿法 王雅珍 孔祥坤 王美芬 傅利平 孔建荣 顾琴彩 孔海军
黄文琴 杨幼珍 蒋见章 孔祥钢 方仲华 屠银凤 孔凡祥 孔吾法
董菊红 泮兰英 孙亚姑 孔海红 孔吾成 孔校仁 孔凡训 孔祥根
孔海东 孔方洪 孔雅凤 严惠根 陈云 孔祥永 孔浩川 孔仲根
孔文财 孔力川 张水芹 孔洪钢 孔祥康 孔义义 来军权 李建英
孔加祥 孔高平 孔水法 刘姜龙 王志英 孔国荣 孔广飞 孔祥标
孔俊云 孔水祥 孔兆明 王利亚 吴关明 戚国红 孔校明（5组）
孔水江（10组）孔水江（11组）孔钢强 刘杰超

自2月4日至9日，詹家埭社区（已整村征迁）值守志愿者共计6人。
党员：孔国义
群众：詹灿亮 孔炳炳 孟凯华 贾文金 孔 琪

自自22月月11日至日至33月月2323日日，，石塔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石塔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8383人人。。
党员党员：：
俞国良俞国良 毛小菁毛小菁 郁增江郁增江 张国宝张国宝 俞宝华俞宝华 黄卫琴黄卫琴 俞国泉俞国泉 张张 荣荣 张旭雁张旭雁
苏渭刚苏渭刚 季燕飞季燕飞 谢梦钧谢梦钧 张彬斌张彬斌
群众群众：：
谢国林谢国林 郦满芳郦满芳 张伟明张伟明 裘林凤裘林凤 李招木李招木 张伟达张伟达 谢国桥谢国桥 张尧刚张尧刚 俞宝其俞宝其
张张明明 王森兰王森兰 毛美华毛美华 俞宝娟俞宝娟 张渭钟张渭钟张建平张建平 苏筱刚苏筱刚 孔国龙孔国龙 俞建南俞建南
俞宝忠俞宝忠 傅彩娟傅彩娟 丁根红丁根红 孔才娟孔才娟 俞国仁俞国仁 张桂芬张桂芬 毛美芳毛美芳 陆秀莲陆秀莲 张亚平张亚平
蒋利法蒋利法 陆柳娟陆柳娟 俞姝佃俞姝佃 张志刚张志刚 俞忠良俞忠良 徐秀英徐秀英 张尔斌张尔斌 张菊芬张菊芬 李红英李红英
张欢香张欢香 张维凯张维凯 谢国娟谢国娟 张汉阳张汉阳 陈红梅陈红梅 王金芬王金芬 张国飞张国飞 邵银儿邵银儿 俞荷凤俞荷凤
谢国芬谢国芬 杨海英杨海英 俞菊琴俞菊琴 张云娟张云娟 金小芳金小芳 俞娇凤俞娇凤 张尔木张尔木 王木香王木香 俞燕东俞燕东
陈彩儿陈彩儿 周彩华周彩华 俞志康俞志康 俞丽丽俞丽丽 俞凯凯俞凯凯 张且英张且英 张芳芹张芳芹 苏鹏飞苏鹏飞
李帮凤李帮凤俞婷婷俞婷婷 李李东东 毛海强毛海强 张福兰张福兰 俞素娟俞素娟 俞圣阳俞圣阳 俞兴凤俞兴凤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三峰村值守志愿者共计341人。
党员：
庞永根 陈伟锋 倪 江 陈伟萍 王明铨 方水龙 王国柱 王国平
倪奇瑞 王金晶 陈晓刚 王欢江 王伟平 王水潮 倪芳芳 王桂萍
倪仁根 王炳铨 王四海 周建华 倪水夫 韩菊英 倪兴福 倪国夫
吴吾铨 周剑和 周吕祥 吴卫东 韩福荣 周奇攀 韩金良 周水贤
陈金官 陈军民 周尧庆 周利仁 庞焕中 方水荣 王吾仁 王玉根
陈松涛 王泉根 方劲松 王明强 方兴涛 俞加伦 周桂发 周 威
方 凯 方东源 於慧萍 周照富 王吾高 周国松 周陆军 周树生
柴春凤 周立忠 周佳丹 黄茶英 方 芳 周丹琳 周吾松 杨海华
方惠堂 叶春荣 王吾源 周伟 魏月红 王 芳 李东海 陈彩虹 韩孙佳
韩金甫 周 瑜 周德祥 周益华 周少伟 周吕平 周立灿 周明泉
方吾松 王关根 王奇凯 周玉根
群众：
方宝羊 王利国 王金明 吴志青 倪小萍 朱小英 王灵菲 富振红
倪兴良 周木兰 富灿祥 富小槐 倪国法 王洪波 王培祥 倪国祥
李水标 倪奇敏 倪奇力 张哈娜 王岳庆 王兴法 王洪良 王 华 陈杰
倪永明 倪金婷 方 帆 富贵华 王利法 凌 成 王小亮 庞坚荣 王岳松
王坚红 王炳木 倪 波 倪 杰 韩亚梅 葛亚芳 凌炳兴 王益明 王春江
王 强 王凤鸣 韩玉梅 华丽萍 韩红丽 王迪平 王英杰 王 东 庞晓凤
谭伟萍 赵雅珍 陈彩凤 倪家涛 倪栋杰 王梦娜 李水仁 庞利明
倪高峰 张爱萍 王国芳 周国芹 王燚鋆 倪家浩 张国华 孔吕美
姜照法 庞叶明 陈罕峰 倪小江 章米芹 王龙飞 王岳江 李 刚
葛小利 王红烨 李 娜 庞坚定 倪木潮 王伟江 倪建国 庞彩凤
金银芳 夏碎英 陈 荣 富海根 庞海民 周继发 陈汉群 吴锡高
周吾根 金彩珍 周志桂 孙才夫 倪国明 周红卫 黄一芳 周水平
陈利强 周鹏飞 陈金德 周灿生 周 毅 张月芳 翁小仙 周永良
周佳杰 周 波 章国娥 周尧铨 周瑞忠 方灿良 周汤龙 周泽华
周国华 孙金强 方春源 王红明 方吾仁 周嘉楠 周吕才 王 强
周 忠 周小龙 周加明 许胡兰 周来平 周炳云 方平锋 张 樱 周金金
周小强 周 仁 来国芳 吴春香 周钱忠 周益宁 周 晓 杨伟华 戚红
周正伟 周国甫 王 萍 葛银辉 方劲涛 陈岳英 邵雅梅 陈栋辉
周泽南 方伟源 王月芳 俞国娟 赵松权 庞杏红 韩幼芳 周佳喆诺
周国夫 王锦毅 方 理 周冬菲 周涵宇 周奇可 周金明 沈 华 方吾明
王松强 鲁婉芬 韩周悦 黄建龙 周红良 周国正 周浙奇 李建龙
方 洁 韩永芳 吴坚楠 韩杉林 高建国 方江鑫 韩 建 周祖兴 周刚
韩银娥 韩杏花 周建平 周吾传 周水法 吴建东 黄 忠 周伟伟 高 勤
周吕法 周卓校 沈国贤 周志明 周桂兴 周仁法 周锦珂 王欢娟
周伟桥 周国海 周志梅 周先法 周友标 陈 英 周彩凤 韩东良
韩锡明 赵海祥 赵建国 周国治 周奇学 周建法 陈跃进 沈天荣
周水忠 周吾兴 倪建松 王 磊 周国胜 周见明 高炳甫 章金荣
王永芳 章金华 周叶忠 孙文女 吴泽潮 韩 飞 吴建刚 周巨贤
周祖祥 周吕贞 周建校 周妹红 王凯良 吴晓红 倪 柯 倪佳超
王晓利 王国芳 王炳早 王露婷 王丹燕 王利忠 倪兴夫 倪春泉
吴幼芳 王福元 倪兴川 李志鑫 倪奇晟 陈灿芳 吴卫国

自1月31日至3月23日，临东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10人。
党员：屠雪红 刘红燕 金 晶 屠忠梁 张伟杰 缪烨超
群众：朱孙国 郑红珍 倪海萍 张金松

自由孔社区

詹家埭社区

石塔社区

前孔社区

党员：
沈根法 孔繁兴 邱光校 孔繁海 张友兴 孔关仙 张小狗 孔祥强
孔金良 孔惠松 孔小甫 石国仙 孔志忠 孔祥渭 王幼娟 孔令荣
孔琴芳 孔 奇 邵桂芬 孔槐明 孔月婷 孔庆炬 张城飞
孔洁洁 沈永春 孔校忠 邵佳沛 孔令芳
群众：
葛国良 孔宪法 孔祥茂 沈云海 郭叶凤 孔 彬 孔惠明 孔闰芬 孔寅顺
沈金海 沈荣才 张金良 张利城 朱建忠 何建康 何 浪 孔庆明 孔宪荣
孔信川 戚长春 沈林娣 沈毛狗 孙红鸣 王兴荣 张浪城 何 琦 孔国生
孔建伟 孔九斤 孔庆国 孔 琼 孔宪金 孔祥松 孔祥彬 沈凡红 孔关士
孔荣荣 孔祥华 邵金潮 王兴法 朱建明 朱建祥 傅红英 孔繁生 孔国高
孔剑文 孔林娟 孔阳林 孔振宇 瞿小瑛 王海明 周志红 孔建荣 孔金富
孔宇文 王小娟 孔凡良 王剑飞 周吉利 孔楚郢 孔定国 孔国红 孔浩铨
孔珠英 邱土明 邵菊梅 王小金 张荣良 张渭兰 张友根 杜国民 孔关校
孔勇明 屠惠莲 王美萍 张关法 张海贤 张惠江 张金木 张友潮
张友荣 张岳庆 葛国柱 孔繁国 孔繁培 孔明松 孔庆甫 孔庆红
孔志祥 孔子文 孙轩君 俞利娟 傅爱琴 孔繁勇 孔关法 孔汉文
孔焕良 孔惠林 孔水江 孔先尧 孔银仁 邱强海 柴飞燕 孔定华
孔立铭 孔玲儿 沈凡东 张海燕 孔 波 瞿龙江 孔庆海 孔勇源 王凯煜
孔杭奇 王佳清 华和林 孔 铧 张泽江 洪建东 张嘉铭 孔洪波

自自22月月11日至日至33月月2323日日，，戴家桥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戴家桥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3030人人。。
党员党员：：
周士荣周士荣 陈月正陈月正 钱福芹钱福芹 邵吾明邵吾明 陈月林陈月林 何永水何永水 孔祥云孔祥云 朱周云朱周云 周思洁周思洁
郁郁 红红 徐雨晨徐雨晨 周忠清周忠清
群众群众：：
周士水周士水周士明周士明石其江石其江孟建亮孟建亮董国建董国建石文卫石文卫陈松茂陈松茂孔万坤孔万坤张坚胜张坚胜谭建荣谭建荣
孔伟松孔伟松 陈双喜陈双喜 孔祥兴孔祥兴 孟建平孟建平 孟煜孝孟煜孝 周忠磊周忠磊 李滨杰李滨杰 孔孔 祥祥

自2月1日至3月24日，山阴街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78人。
党员：
郁爱英 蔡燕红 陈尧军 王仁堂 贺可可 裘国金 高 平 魏 炬 黄宝根 冯英英
李慧飞 方珠凤 方慧娜 陈志刚 田佳奇 倪华明 许 佳 叶维玲 倪松生
谭先法 韩寿铭 赵子福 金巧玉 潘玲娜 王关校
群众：
沈建萍 王凤珍 韩伟芳 冯水龙 沈桃英 沈冬梅 俞柯樑 徐纪林 徐 铮 鲁美娣
李莎莎 陈 云 汤雨晖 丁利美 钟士楚 张 虹 葛文龙 张响珍 王水祥 陈丽萍
程 萍 钟龙娟 李亚珍 戴凤美 茅利灿 李 水 朱逸浩 范国琴 魏 刚 姚增华
贾铮怡 倪华铮 周钢坤 夏 榕 周建平 俞小凤 陆建荣 张爱芬 傅友根 高友泉
朱杭产 李士凤 洪尧明 张林林 陈小娟 于 敏 孔琴芳 谢惠男 凡 凡 王志光
徐丹林 袁小兵 姚清莲

山阴街社区

戴家桥社区

自1月29日至3月24日，柏山陈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179人。
党员：
施建伟 陈银川 盛国荣 张长甫 王远民 陈 淼 陈志高 陈桐山 孔素娟
陈维云 陈 海 陈 华 陈国棋 陈岳焕 陈年荣 陈祥林 丁国祥 陈焕龙
陈伟金 俞春波 盛解华 陈荣炳 陈乐明 陈校庄 陈国祥 陈锋光 施建军
陈佳伟 陈佳波 陈富明 陈仁才 陈校焕 陈国富 陈妙灿 陈桦钢 陈 锋
李 国 张 柯 陈永校 陈水传 张荣贵 陈柏源 陈骏杰 陈飞火 俞鑫春
陈佳斌 陈晓阳 张仁友 杜 青 陈海林
群众：
韩红卫 赵利英 陈丙仁 施建洪 张培和 陈卫民 陈锬沓 陈 斌（6组）
郁菊香 徐骏人 陈校兴 陈才林 陈顺根 陈欢根 陈吾欢 王幼芬 陈银海
丁建利 陈金仁 王婉香 陈吾根 韩玉燕 张金义 陈树华 陈云来 陈海宏
陈焕龙 陈林平 陈国贤 陈秀峰 陈玉兴 陈水祥 陈光明 陈烨波 陈 峰
陈海行 陈永平 陈吾尧 陈先传 陈泽宇 陈国良 陈红平 张凤美 黄小莲
汤芝凤 方红娟 钟利娟 陈吾昌 张湘陆 陈 飚 陈林江（7组）陈林江（6组）
张 波 陈金荣 陈林海 朱龙罡 陈松杰 陈卫东（13组）陈卫根 孔爱文
陈卫东（10组） 陈柏亮 孙兴根 孔祥义 陈陆明 王叶芳 陈秋琴 陈 棋
孙兴明 陈水明 陈虎 陈亮 陈樑 孙建钟 陈建良 陈金仁 陈水仁 陈银灿
陈小华 陈建刚 张岳标 陈 栋 沈华东 谭飞飞 张林刚 陈亚东 陈建荣
陈妙根（小）陈水林 陈继均 陈红卫（6组） 陈建龙 陈富祥 孔 燕
陈佳峰 陈 周 陈瞿亮 汤军军 陈柏校 陈灿元 陈灿明 朱银桥 陈峥嵘
陈利中 陈东民 陈永明 陈孝吉 陈海标 陈荣富 陈荣林 陈 凯 谭先法
陈家烙 陈欣渝 陈沁涵 俞奕涵 陈焕耿（大） 陈佳铭 陈军民 方玉英
陈桂英 陈建萍 倪根千 陈涤臣 俞丁龙 陈乐丹 陈金富 张吾仙 陈幸福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谭家埭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99人。
党员：
谭金甫 徐吾英 谭奋根 谭治源 汤国珍 谭子林 谭福泉 朱烈飞 谭汉成 沃静宇
孔纪松 谭文健 朱佳妮 朱建杰 谭春飞 谭解军 谭飞瑶 谭佳伟 谭春婷 谭和平
谭先昌 洪仁祥 谭慧华 谭城军 谭荣恩 蒋景妤 谭森伟 谭凯凯 谭维东 王烈明
谭淑佳 倪利亚 谭焕国 周莉萍 谭中杰 谭利芹 沃海洋 谭伟伟 谭国民 谭莉芳
谭张瑜 谭文斌 谭成丽 傅洁婷 谢丹红 谭正兴 谭建法 谭浓泉 金加英 谭先仁
群众：
谭城达 谭灏天 谭纪平 谭先峰 孔建达 谭一波 陈涛燕 谭江良 宋 丽 谭杭剀
谭杭涛 陈敏敏 王佳辉 谭利成 谭倪杰 徐雪芬 潘妤沁 谭震宇 谭然良 贾红涛
谭幼林 谭先洪 谭国祥（小）孔泽涛 孔水娟 谭圣佳 谭利兴 谭尧荣 葛幼珍
谭家林 谭治明 韩 平 张素芬 谭金友 陈冬香 谭观明 谭建卫 谭云夫 谭乔根
谭小浓 谭纪云 谭荣民 谭叶明 谭仁灿 鲍松泉 谭志康 谭士贤 谭运樵 陈 鲁

自2月2日至3月24日，东麓池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152人。
党员：
葛乃寅施玲强王锦金郭洁成朱春燕葛银环李观红陆新荣李烈鸿王思源
盛炯 沈亦庆何筱凤俞 力 俞奇能张玲美 赵 魏 余利勤 陈勇义傅柏成
诸银钢 陈 倩 傅佐彝 陈 诚 夏佳龙 朱秀儿 陈庆桥 王伟儿 王国娟 周立灿
占红卫 傅国庆 张志木 汤 镇 李浙汉 陈小红 孔海波 孙关定 傅高峰
王渭亚 楼黎明 孔建敏 李仁贤 孔金灿 陈浩生 俞慧君 王幼娟 孔玉梅
群众：
方灿华 陈春华 孔春娟 孔巧玲 洪水金 王炯杰 高双明 王全甫
周铃涛 孔桂凤 童柏松 汤红岗 周利江 夏嘉霏 陶永华 朱美芬 朱伟国
孔乐萍 高惠莲 王水平 朱 萍 董少华 陈叶根 姚 琦 贾社青 金文娟
葛华春 葛胜新 孔 英 姚爱萍 王佳雨 杨观庆 吴汉兴 李 春 陶坚威
王志荣 王炯凯 王文兰 俞荣伟 王亚芳 沈国飞 李凤燕 郁美娥 屠红萍
杨锦城 胡 魏 诸卫平 傅仁英 金 霞 许彩英 鲍柳金 何茶芬 孙根根
高燕中 胡小波 屠长顺 金瑜珊 俞 国 徐伟铭 张志梅 周水红 诸云荛
孔金忠 周建力 陶永平 金建亚 蔡青海 洪 萍 孔小华 赵春贝 孔义义
王伊青 杨顺祥 王先良 洪林凯 孔力权 吕立山 丁科伟 孔 伟 沈校娟
周伟钢 王国镇 申计兰 虞丹华 徐建成 沈岳芹 陈健红 何季莲 鲁银梅
朱旭映 蒋 峰 谢岳法 傅明元 陈关木 屠泉明 孔海根 张卫东 谭尧云
谢国平 傅琴琴 何亚君 洪月祥 孔正中 陆建虎

自1月27日至3月23日，蔡东藩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187人。
党员：
曹欢明 陈丽娜 方根祥 葛葆红 韩宝祥 洪国平 胡水兵 蒋增权 华文常 金立群
金 龙 来凤根 李梅华 李兴明 鲁品芳 鲁琛琪 倪芬蓉 倪建春 倪兴元 倪幼敏
彭文红钱国平邵红枢邵汇宗沈妮沈伟盛建国孙金强谭政王少飞王吾云
王众宣军杨水建俞东平俞红刚俞华东俞琳俞敏燕俞水堂俞素凤张军良
朱忠明 诸成江 华 忠 陈姚娟 陈春狄 方爱平 诸狄奇 邵 微 沈仁兴 陈玉明
冯亚昂 黄燕苹 陈铁明 瞿 建 陈 敏 冯亚男 张永举 孙伟锋
群众：
曹招法 蔡渭方 查跃进 陈尔梅 陈金梅 陈建飞 陈叶娟 戴伟东 董飞燕 方小燕
傅小岳 葛欢良 韩 波 姜加平 蒋国女 蒋海芸 金来波 金先根 孔欢娥 孔伟其
孔小伟 孔志华 李中林 鲁 静 陆浙君 倪昱恺 钱水火 邱文霞 裘人源 邵晨阳
沈德来 沈建飞 盛锦杭 陶桃 屠慰平 王春俏 王红潮 王洪良 王建根 王顺樵
王桢弘 孔 健 谢惠国 叶 华 俞利峰 袁素芬 张斌巨 张继根 张妙娟 张志琴
朱林龙 朱永江 祝松立 孙 勇 俞鑫源 孔栩哲 陈以焌 李 翊 朱小江 郑永春
裘夏连 沈岳芹 王菊芳 俞天鸿 王元刚 陈 明 陈竹平 蒋增权 李杭涛 李兴明
李 瑛 倪芬云 裘彩华 裘士英 瞿林法 楼月萍 谢利红 俞利波 张 琪 陈黄丹
瞿凤华 彭 伟 杜华萍 陆凤华 张湘陆 金月明 王剑飞 金海良 沈建尧 蒋燕江
颜敏江 郑志忠 徐金华 钱叶祥 赵云美 王佳佳 祝保良 沈珠娜 朱海英 华烨丹
孔水康 蒋凤银 喻龙祥 陈雪良 张欢杨 孙建锋 郁少杰 张忠良 王永利 章建红
童利芹 汪 立 耿加飞 谭红建 缪伟锋 唐乃明 唐尧桥 韩 敏 祝永良 贾宏涛
谭伟兴 金红雷 陆 涛 毛兴祥 孔建乔 胡松根 李焓卿

自2月1日至3月24日，西市街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54人。
党员：
倪远芳 牛晓青 倪月红 庞吾法 赵国铭 倪铿炯 周来信 鲁立祥
诸小仙 郭 巍 方金凤 程元元
群众：
万伟良 黄 芳 徐高华 金鸿尧 张小娟 邵佳飞 郑亚萍 孙幼珍 韩志燕
周小木蒋颖婕张幼莲邹建良吴小明俞美芬喻强兰曹奕康胡迪方
陈晓青 郑丽萍 朱黎明 俞柏林 张 明 吕保国 余园珍 杨宣罗 屠美娣
洪建芬朱仁飞高松泉祝银招俞水木裘亚林彭中凌王利芬杨叶凤
胡关祥 戴爱敏 胡 建 贺水兴 田茂兴 张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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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埭社区

西市街社区

东麓池社区

蔡东藩社区

X I A O S H A N D A I L Y

2020年4月8日 星期三

实习编辑：张丹444 月
刊

古镇新梦想
小城大未来

自1月30日至3月24日，前孔社区值守志愿者共计14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