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老年大学2020年春季班第一批录取名单
第一批学员缴费时间：2019年11月22日-26日 缴费方式扫群里支付宝二维码缴费 务必正确填写相关信息

校内学员缴费：100元/门       校外学员每门课程缴费金额见下表

摄影班（周三上午  缴费金额：200元） 舞蹈初级2班（周四下午 缴费金额：200元）

曹俊兰 刘广营 姚汾 丁凤钗 孟霄娟 郑迎春 陈关君 宋颖 杨菁菁 郭慧娟 杨兵 朱西旦
陈雯 陆蓓 俞国英 郭士汶 吴绛萍 周蓼 陈洪英 王玲芬 张海军 韩迅 杨建云 林玲
戴世强 毛竞飞 俞永清 姜建娣 徐高芳 周亚军 陈丽华 王素琴 张彤 黄智平 蒋晓洪 刘素珍
蒋玉兰 徐珍 史维玉

声乐班（周四上午 缴费金额：400元） 越剧班（周二上午 缴费金额：200元）

蔡继英 林直金 徐杏云 方茹芳 宋颖 章望生 胡香珠 陈玉燕 钱红琳 吴晓勤 袁玉英 刘秀芳
蔡廉 马玲玲 徐珍 冯浩 王冬云 周宝森 李黎 程荷芬 任丽华 徐亚非 张若梅 项美玲
曹爱光 毛凤玲 杨菁菁 何丹 王洪飞 周巧巧 李莲芬 程素兰 邵蔡娥 许肖梅 赵彩金 曹露瑛
陈佳梁 潘灵娟 杨先跃 侯红勤 王萍 周有建 李维桢 冯迪君 沈国诚 严金花 赵玉华 许爱云
陈丽珍 潘美娣 叶建英 胡晓春 王启丽 周育民 刘树珍 顾文涵 沈珍妮 叶惠贞 支连英 王映红
陈中兰 戚弋君 俞为民 皇玉宰 王卫建 朱凤玲 卢丽凤 郭建辉 滕雅丽 叶玲 周峻 吴明月
陈宗明 邵小通 岳俊 季洪 王应慧 朱西旦 卢丽玉 何春香 田月 叶素珍 周李香 袁肖静
程帆 盛歌 张静静 季庆华 王映红 吴明 卢耘 何慧群 童红梅 叶志珍 周有建 蔡桂珠
程平 宋雯 张彤 江小白 王曾清 吴一军 潘瑞云 何晓玲 王冬云 殷素琴 朱红芬 邱志平
林玲 李元华 李平平 姜贤佩 翁文英 吴华群 潘香园 胡静瑛 王林珍 余谨

音乐1班（周五下午 缴费金额：200元） 音乐2班（周四上午 缴费金额：200元）

柴美娟 吕阿钗 颜金莲 胡玲玲 邵玲玲 徐国伟 蔡继英 计亚萍 阮麟书 项捷 岳俊 周有建
陈洪环 罗震孚 杨烨影 蒋丽萍 盛慰农 徐伟 陈海琴 季洪 邵燕萍 信亦秋 张丽玲 周育民
陈少珍 毛竞飞 袁文琴 蒋晓南 舒国鸣 徐亚力 陈建平 江虹 宋雯 徐勤 张彤 庄雪华
陈维明 茅林 曾翔红 蒋优珍 苏平 严雪芬 陈丽华 姜贤佩 孙桂莲 徐月军 张义娟 朱凤玲
陈小燕 莫伟平 张路 乐佩华 谭海云 林照平 陈丽珍 金文娟 王冬云 许玮 章琼 赵文娟
丁惠芬 倪晨帆 张美华 李春兰 陶宝丽 刘思红 陈亭亭 李慧瑜 王建芬 杨白芬 赵葆华 詹于虹
范燕萍 潘灵娟 张渭彬 李慧瑜 王凤姬 鲁海英 陈晓燕 李玉珍 王静怡 杨扬 赵福昌 俞月香
冯定定 裴青燕 周亚军 李力 王欢 林球俤 陈玉燕 李韵莲 王鹃章 易幼庆 赵佩仙 叶建英
高洁宁 钱笙 周银花 李霞芳 王丽云 吴伟英 陈中兰 刘荣花 王启丽 俞建琳 赵新龙 徐珍
葛莉娅 邱焕安 周育民 梁纶飞 王玲丽 林海菊 郭建成 陆家芳 王秋菊 俞为民 郑亚丽 徐菲茵
韩迅 任亚静 周周 韩迅 陆正建 王婷 俞银娟 周宝森 夏梓婷

舞蹈中级班（周一上午 缴费金额：300元） 何丹 骆小凤 王应慧 袁可英 周巧巧 吴月风

蔡敏 刘红霞 孙志杨 惠建英 潜淑平 项超美 惠建英 戚招娣 吴华群 袁秀华 周雅珍 王招琳
陈萍 刘思红 汤丽萍 李力 任萍芳 叶芳绿 王清明 苏晓明 卢丽凤 季庆华 顾亚琴 商美兰
陈旭东 龙芸 王胡应 林思洁 孙亚明 应月莉 王萍 邵蔡娥 林直金 胡美朵 甘曙英 林玲
程于德 潘灵娟 王文姢 周瑛瑛 朱西旦 张慧敏 王美娟
韩淑英 钱国仙 夏萍 朱敏 王萍 张雪菁 舞蹈初级1班（周四下午 缴费金额：200元）

赵佩仙 陆蓓 王炜 洪亚萍 信亦秋 何晓玲

园艺花艺班（周四下午 缴费金额：400元） 徐菲茵 詹于虹 罗建华 郭建辉 姜凤宝 陈秀
陈慧忠 惠建英 田益萍 温海滨 郑迎春 宗春迎 吴晓玲 侯红勤 李新莉 陈少珍 易幼庆 蔡国萍

何小庆 刘立新 王雪珍 殷音 周争 刘清华 余虹 来连娣 陈海琴 施人和 赵葆华

模特1班（周二上午 缴费金额：500元） 刘福美 江虹 蒋玉兰 徐连妹 严建华 孟爱君
戴似玉 郭慧娟 蒋时华 刘访月 刘思红 孙奕容 林直金 吴华群 周雅珍
傅进军 胡从溪 李波阳 刘琼 史维玉 孙志杨 书法班（周三下午 缴费金额：400元）
汪必幸 吴莉娜 朱西旦 蔡国萍 石已黎 蒋美云 徐月军 何晓燕 郑亚丽

曹鑫娜 王胡应 黎远波 叶建英 胡超男 周争

模特2班（周二下午 缴费金额：500元） 程平 王佳 刘岚 应光明 张彤 陈旭
蔡国萍 林海菊 殷音 胡超男 王秀红 张玲娣 丁凤钗 王丽霞 卢品想 岳俊 张雪菁 谢明莲
陈丽珍 芦冶飞 岳俊 胡美朵 王燕 周巧娣 顾罕婷 王平平 韩洛梅 王秀红 徐敏
冯建丽 毛凤玲 詹于虹 黄晓莉 吴帼英 竺玉萍 舞蹈高级班（周一下午 缴费金额：400元）
何丹 孟庆梅 张慧敏 金慈敏 吾晓红 姜凤宝 陈碧君 陆蓓 吴莉娜 季洪 王蓓 郑萍
何小庆 宋美丽 张静静 寇晓婷 徐珍 周巧巧 干宝玲 史维玉 吾晓红 姜红华 王燕 朱伟玲
李旭 严金花 胡从溪 孙奕容 张慧敏 金美仙 寇晓婷 张国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