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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月华夏知青论坛租用乐趣园论坛

2005年1月华夏知青论坛被评为乐趣园十佳版主。版主在上海参加授奖活动。

2006年6月13日华夏知青论坛暂停



关 于 我 们
 人到中年，业未竟鬓已秋。我们的青春永远留在了西双版纳、太行山麓、黄土高原、内蒙草

原、东北荒原、黄河之滨、江南水乡、海南椰林……

 中国历史造就了被称为知青的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相逢在网海冲浪，是“知青”这个时代的特殊名词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是知青精神使我们

志同道合！

　　只要你是知青，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只要你是知青，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似曾相识.....

　　我们不约而同，彼此有了一种家人的感觉，有了营造自己家园的愿望。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就是在一群素未谋面天南海北的知青的共同努力下组建起来的

我们的宗旨是：

▲充分利用因特网优势，团结广大华夏知青，共同创建联谊、互助、互教、娱乐的知青家园，努力

为广大知青服务。

▲收集整理关于知青的资料，建立网上虚拟“知青博物馆”，为上山下乡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留下

全面真实的记录，提供自由研讨的场所。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章程：

一、工作室宗旨： 

1. 充分利用因特网优势，团结广大华夏知青，共同创建联谊、互助、互教、娱乐的知青家园，努力

为广大知青服务。

2. 收集整理关于知青的资料，建立网上虚拟“知青博物馆”，为上山下乡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留下

全面真实的记录。

二、网站注册：

1. 网站注册的名称：华夏知青；

2. 网站注册的名义：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三、工作室成员资格：

1. 知青和知青的朋友；

2. 必须为网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3. 加入者由本人填发报名表，管理组审定通过；

4. 对违反工作室章程，经劝告无效者，管理组有权取消其成员资格。

四、工作室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1.工作室成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和提案权；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工作室章程；

3.有义务完成管理组交给的工作，有义务对提案进行表决；

4.不能做损害华夏知青网站、工作室利益的事情；

5.工作室成员来去自由，退出必须向管理组呈递书面报告；

五、管理组：

1. 工作室由管理组集体负责管理。管理组由7人组成：设召集人1名，副召集人1名，工作方法采用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议事规程》.见附件一； 

2. 管理组每届任期一年，任届不限；

3. 管理组成员由工作室全体成员投票推举产生。具体选举方法由上一届管理组根据大家意见制订。

4. 对管理组成员的罢免，必须由工作室成员3人以上共同提议，2/3以上人员通过方能生效；

5. 管理组是决策管理机构，全权负责华夏知青网站的一切行政事务，包括领导和协调工作室的工

作，组织制订修改网站工作细则，任免分版版主，确定论坛主持人，发表咨文，聘用顾问等； 

6. 管理组的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由管理组内部选举产生。召集人负责主持管理组日常工作，副召集人

协助。召集人缺席时，由副召集人代行其工作职责。两位召集人因故同时缺席，须事先指定管理组



其他成员临时代行职责； 

7. 管理组有权决定顾问和名誉理事的人选。

8. 卸任的管理组成员自动成为下届管理组顾问，任期一年。

六、财务管理制度：

1、财务管理工作在管理组领导下进行。每一届的管理组，有权重新任命财务工作人员。

2、财务有关工作人员由管理组协商决定，设主管、监督、会计、出纳各一名，主管和监督一般由管

理组成员兼任。

3、出纳必须把身份证影印件发往管理组每个成员。

4、每届财务工作主管，会计，出纳，监督等职人员，由管理组商定，任命，通告。

5、1000元以内(含1000元)金额的支出，需经管理组计划安排和多数表决通过，方可执行。

6、1000元以上的经费开支，要组织全体工作室成员表决后按决议执行。

7、所有开支须凭原始发票或有效的证明由财务主管审批后据实报销。经手人需写明开支使用情况。

原单据扫描后同时发往财务主管、监督、会计和出纳处备存。再由出纳把经费汇出，收到款项后必

需写出收条，发往出纳、会计。

8、工作室成员在交纳基金时，需保留原始凭证，并同时向财务主管、监督、会计和出纳同时发出电

子邮件，说明汇款金额和汇款凭证编号，以供必要时查对。

9、出纳、会计每月编制财务报表核对账目。交管理组审核后下个月5号前在工作室内部公开。

10、如工作室成员对账务有疑问，可及时提出并报管理组核实情况。

网站大事记：

 2000年5月23日华夏知青网临时筹备组成立。

2000年6月25日有22名知青筹款报名参加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2000年6月30日华夏知青网站临时筹备组宣布工作室成员选举的核心组成立， 原始华夏知青网站

建设移交核心组。

 2000年7月19日华夏知青网站以“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名义注册了永久顶级域

名www.hxzq.net并有了华夏知青网站的服务器空间。

 2000年7月华夏知青网站改二版。

 2000年8月8日－8月13日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成员审议通过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章程。

 2000年9月18日“休闲茶吧”论坛成立。

2000年12月31日华夏知青聊天室举行化妆聊天晚会。

 2001年4月1日网络工作室成员审议通过了修改《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章程》， 通过了“核心组

更名为管理组”等修改事项。

2001年4月网站开展股市高低点位有奖竞猜活动。由海宽和小路提供奖金组织。 ,
 2001年5月20日由某知青捐资租用数据库服务器，知青网站汇总栏目增加

数据库使用。

 2001年6月6日，庆网站成立周年举办“我与华知”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2001年6月30日晚10点在华夏知青聊天室举行周年纪念文艺联欢会。

 2001年7月1日完成换届选举，第二届管理组开始履行职责。

 2001年7月15日网站新增《寻人热线》。

 2001年7月20日至12月31日网站开展第一届“华知杯”股市高低点位 有奖竞猜活动。由不露名知

青提供奖金。

 2001年9月1日聘请华夏知青网站的法律顾问。

 2001年8月10日网站新增知青名录数据库。

 2001年9月30日华夏知青网站举办《海内外知青中秋联欢晚会》。

 2001年11月华夏知青网站新建《情关红河谷》栏目。

 2002年2月03日“华夏知青论坛”之下划为《广阔天地》《纵横时空》《IT在线》三个分论坛 。

 2002年2月17日大年初六晚7：00—次日凌晨老小孩网站和华夏知青网站联合举办网上春节联欢晚

会活动，并共同开设“人间重晚情”聊天室房间，作为活动会场。

 2002年2月23日大年十五20:00－0:00，华夏知青网站和老三届网站在老三届聊天室联合举办“知

青闹元宵联欢”活动。

 2002年3月24日华夏知青网站各分版统一版面。

 2002年4月30日华夏知青网站全面搬迁。 



 2002年4月至6月华夏知青网站改三版。

 2002年6月日华夏知青网站征集知青资料。

 2002年6月5日网络工作室成员审议通过了修改的《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章程》。 

 2002年7月7日完成换届选举，第三届管理组开始履行职责。

 2002年7月华夏知青论坛租用新服务器。

 2002年9月9日日华夏知青网站和老三届网站联合开办《华知老三届聊天室》。 

 2002年11月华夏知青网站新建《知青文化作品荟萃》数据库栏目。

 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华夏知青网站文件修复整理。

 2002年12月7日《华知老三届聊天室》举办《地方戏曲歌曲演唱会》。

 2002年12月31日《华知老三届聊天室》举办《我与电影歌曲迎新演唱会》。 

 2003年元月华夏知青网站参加《枫叶灿烂-中老年网站联合迎春系列活动》。 

 2003年元月28日华夏知青论坛租用乐趣论坛，启用新IT在线论坛。

 2003年2月10日华夏知青网站和老三届网站共建“悼念红河谷先生”网上纪念馆。 

 2003年2月20日华夏知青网站和老三届网站共建“永恒的漂流瓶”网上纪念馆。 

 2003年3月14日《华知老三届聊天室》举办《保健卫生知识咨询活动》。

 2003年3月30日晚在《华知老三届聊天室》为相月和小李举行网上婚礼 。

 2003年5月20日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周年征文。

 2003年7月《35周年征文》专题网页完工。

 2003年7月7日完成换届选举，第四届管理组成立。

 2004年9月7日完成换届选举，第五届管理组成立。

 2004年11月10日启用华夏知青新论坛。

 2005年1月1日华夏知青论坛被评为乐趣园十佳版主。

 2005年5月华夏知青数据库网页更新完工。

 2005年6月17日华夏知青网站备案审批正式通过。

 2006年6月13日华夏知青论坛暂停。 

 2006年6月13日新增留言贴吧。

 2006年8月9日启用分栏式华夏知青论坛。 

 2008年11月10日网站栏目调整。

 2011年9月28日华夏知青网站再次备案审批通过。。 

 2012年3月22日华夏知青网站因备案问题搬至海外服务器，空间压缩。

 2013年4月华夏知青网站备案注销。

2014年元月华夏知青网站购买网易相册空间。

 .2018年11月网易相册空间停止营运。

 .2022年元月开始制作华夏知青网站电子书。

 .2022年七月华夏知青网站电子书完成。

 .

网站管理人员

网页编制：相月、号子、林子、

网站程序制作：短歌行

知青歌曲：小路

华夏知青论坛：杰夫

美术设计：沪上老康

技术人员：滴水岩

法律顾问：缺月

财务人员：清雅、枫林

——--------------------------------------------------------------------------



欢迎有志于知青网站建设的朋友加入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联系人：号子

网站工作室成员

号子、小路、杰夫、清雅、枫林、老陈、读书人、大青树、曾经草原、llz、banjin、白云鸟、

大萝卜、海宽、寒月、老知青、后山人、非常、往事如烟、老胡、天心、飞鹰、TK、大卫、  

老笨、沪上老康、滴水岩、

mailto:haopu5167@163.com


　本数据库现在试用阶段，提供了数据输入，按五种顺序浏览，九种简单查询，

组合查询，数据修改几项功能。有问题请联系程序员滴水岩。  

　输入数据时，网上称呼和姓名不能同时为空。

　输入数据时的口令是为便于用户修改自己的资料。口令和口令确认要一样。

　浏览资料时，因为屏幕宽度有限，故只安排部分项目显示，要看全部资料可点

击编号。

　浏览名录的顺序选择有表内顺序，下乡时间顺序，下乡省市自治区顺序，现住

省市自　治区顺序，原住省市自　治区顺序。表内顺序基本就是填表顺序。在按省

市自治区排　序时是按照拼音字母的顺序。

　修改资料时要先查询，找到该记录后点击“修改”，进入修改页面。

　修改资料查询，是采用模糊查找法，即项目中只要包含输入的内容就可以找

到。因此有些项目可以不填，但是不能全部不填。比如在查询下乡地点时，可以只

选择省市自治区，而不填县市，这时你查到的就是在某一个省市自治区下乡的名

单。项目填的多，查的就比较精确。

　记录编号是数据库自动给的，在数据库中是唯一的，但不一定是连续的。

输入数据

浏览数据

查询/修改

编制者邮箱

返回《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asp
http://www.hxzq.net/asp/hxzqml/chaxun.htm
mailto:dmsoft@163.net
mailto:dmsoft@163.net
http://www.hxzq.net/
http://www.hxzq.net/


-华 夏 知 青 名 录 输 入-
网上称呼  姓名  Email 

主页名称  主页地址 网络传呼

现住地： 北北北 省区市 县市    国外

原住地： 北北北 省区市 县市    学校

下乡地： 北北北 省区市             下乡时间： 1968 年 01 月              

北北 北 公社（镇） 大队（乡）

兵团编制 兵团 师 团 连

农垦系统 农垦局　 农场

输入口令 口令确认

  留言及自我介绍  （２５０个字以内） 



　－－－　按表内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 号子 浩谱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城关区大塘 1969.01 湖北省 武汉 十六女子中学 lcy48109@public.wh.hb.cn http://haopu.363.net

2 蓝色大卫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69.04 香兰农场 浙江省 杭州 第十中学 w1218@telekbird.com.cn http://wxh.my169.com

3 海宽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额仁高比 1967.11 北京市

4 白云鸟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长红作业区 1974.12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实验中学 lamail@yeah.net zhangtina.163.net

5 TK 广土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河铺 1974.10 湖北省 tk_@163.net http://go5.163.com/sizhijia/

6 沪上老康 凌忠康 上海市 上海市 1968.08 长征农场 上海市 上海市育民中学 hslk@163.net http://www.hslk.com

7 清雅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崇明中学 qingya@eastday.com http://go3.163.com/qngya/

8 广西知青 广西自治区 玉林 广西自治区 福绵 1975.08 广西自治区 玉林 玉林二中 zhong_wenhan@163.com

9 微风 王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1966.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二师十一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十三
中学

breeze@0451.com

10 banjin 辽宁省 鞍山 辽宁省 毛祁 1968.10 辽宁省 鞍山 鞍山第十五中学 banjin@sina.com

11 知了（老画眉） 广东省 肇庆市 广东省 水库知青 1974.08 广东省 laohuamei@sina.com http://laohuamei.home.chinaren.com/laohuamei/lhmdzx2.htm

12 枫林 黄琳娜 广东省 梅州市 湖北省 大塘 1969.01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十六中
学

hln918@21cn.com

13 南风粤韵 广东省 海南省 1969.10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14 珠江 徐宁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广州市郊 1968.10 广东省 广州 xunin5225@sina.com

15 老常 王钻 广东省 深圳 安徽省 1973.02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五十一
中学

wzuan@163.net

16 DL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 西湖 1968.10 安徽省 5308dl@sohu.com

17 hrs 黄仁生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1968.12 新中农场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二师七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华侨补习学
校（现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hrs@china.com http://hrs.myrice.com

18 读书人 朱俊璞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 1969.03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二师十一团政治处

江苏省 丹阳市
江苏省镇江市红
旗中学

zjpyao@fm365.com 待申请

19 99 久久 广东省 深圳 四川省 九襄 1975.07 四川省 汉一中 szlkq@163.net http://go.163.com/jjfyt

20 冬青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万滩 1975.07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省直中学 yrcclxd@371.net

21 胡发云 胡发云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雷陈 1968.1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十四中
学

hfy18@263.com

22 西里村 朝阳 广东省 广州 美国德州 河南省 木楼 1974.04 河南省 焦作 焦作二中 xilicun@371.net http://go.163.com/xilicun/index10.htm

23 老知青 okxia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协丰 1969.03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第四十中
学

okxia@e21.edu.cn

24 老地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姐线 1969.02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师范学院附
中

weitong@public.km.yn.cn http://yncomm.com/ip/ifforum.htm

25 松峰山 罗振华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1971.01 羊楼洞茶场（五七
干校）第十九连

湖北省 武汉市 lzh@wnisc.com www.wnisc.com/sfs

26 天娇 yuaining 辽宁省 辽宁省 1968.12 北京市 玉渊潭中学 y3399@xinhuanet.com

27 yhlili2000 厉丽 广东省 汕头 广东省 炎龙 1968.10 广东省 汕头 汕头市第三中学 yhlili2000@yahoo.com.cn

28 Sofei sophia ,delilah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 北京市 北京第54中学 jda201@hotmail.com

29 承德春雷 房春雨 河北省 承德市 河北省 大滩 1968.01 河北省 承德市
铁路中学６６届
３.１班 cdzqcl@fm365.com www.cdzhiqing.com

30 三民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8 北京市 jc1952mz@yahoo.com

31 美雯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白音吐嘎 1968.08 北京市 agri5335@sina.com www.nirvana.net.cn

32 河水 heshui 江苏省 苏州吴江市 吉林省 向阳 1969.04 上海市 长宁区 天山中学 hesh33@163.com

33 曾经草原 陈继群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满都宝力格 1967.11 北京市
中央美术学院附
中

chenjq@hotmail.com http://163art.com

34 荷萍 王玉朋 广东省 广州市 江苏省 袁巷 1968.10 广东省 广州市 句容县中学 jgxwyp@hotmail.com http://jr.4y4y.net

35 梦奇 潘小洛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68.12 东平 广东生产建设 广东省 广州 poonxl@sina.com

36 卢慧洁 天津市 甘肃省 1966.08 农建十一师山丹县
山丹农场

天津市 吉林路中学 flattron@netease.com

37 刀豆 钟海珍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橄榄坝 1969.03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云南省 昆明

38 zhjh51 朱江华 上海市 上海市 1969.01 星火农场 上海市 玉屏二中

39 天天 薛石英 上海市 安徽省 仲兴 1974.02 上海市 育才中学 xsy@jfdaily.com

40 知青 周程 云南省 广南 云南省 者兔 1974.07 云南省 广南 广南一中 zhch88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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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41 后山人 国外 内蒙自治区 安字号 1968.09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第四十四中学 jianmind@yahoo.com

42 miaolikuan 苗立宽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什巴 1965.08 天津市 lkmiao@public.tpt.tj.cn

43 茵吟 辽宁省 辽宁省 1968.09 辽宁省 cy079130@fm365.com

44 小胖 墨云华 河北省 邯郸市 河北省 黄台 1969.01 北京市 东城区 suyang123@sina.com

45 白蓝 浙江省 宁波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6 哲里木盟金宝
屯胜利农场

浙江省 余姚市 余姚一中 chkyuan@126.com http://jiangnanyu.2000y.net/

46 white_chen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固川 1968.10 陕西省 西安 第21中学 white_chen@163.com

47 上海市 吉林省 1969.04 上海市

48 山人 余辉 江苏省 昆山 江西省 九龙山茶场 1968.09 江西省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一中学 YZQ_503@163.com

49 西西 周立 重庆市 涪陵 重庆市 同乐 1969.12 重庆市 涪陵 涪陵五中 zlxxff163.com

50 贺思聪 贺思聪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05 龙镇 上海市 hepcthc@online.sh.cn http://www.28hsc.com

51 nioulis nioulis 江苏省 常州 江苏省 茶山 1968.06 江苏省 常州 江苏常州高级中学　 nioulis806@163.com

52 pwp_jz 彭卫平 湖北省 荆州 湖北省 李埠 1971.01 湖北省 江陵 荆州中学 penwapin_jz@jz-mail.hb.cninfo.net

53 马丁 国外
德国，巴伐利亚
州

内蒙自治区 白音花 1969.04 天津市 天津二中 hmlo@gmx.de

54 lgzj2001 李国柱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二师十一团

天津市 天津52中学 lgzzj2001@sohu.com *

55 老殷 殷新生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5.06 北京市 北京十四中 debby@joybj.com

56 一男 乔书华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9.07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htgcqsh@163.net

57 文诚公子 徐世方 安徽省 安徽省 大顾店 1968.01 上海市 xsfang@mail.la.ah163.net 无

58 飞雪 河北省 石家庄 黑龙江省 1969.05 莲江口农场四
分场

浙江省 温州 华侨中学68届 fx1690@163.net

59 又穿破衣 广东省 sz 安徽省 咎村公社 1969.10 安徽省 xing120@sina.com

60 muxiqing1 穆西清 江西省 萍乡 江西省 黄马 1975.11 江西省 南昌 南昌第二十五中学 muxiqing1@163.com

61 刘伟强 刘伟强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10 嫩北农场三分
场

北京市 liuweiqiang_d@163.com

62 雨中独行 顾亨鹏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罗家畈 1968.1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三中 ghp501119@hongen.com.cn

63 wenru 温如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内蒙自治区 清水泉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东城区德外黄
寺

北京第四十六中 wenru99@heinfo.net

64 猴子 姜丽珠 黑龙江省 大庆 黑龙江省 1969.07 八五一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铁二中 ghost_hl@sina.com

65 Acool 阿酷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 1976.09 果树园艺农场 贵州省 贵阳市 十二中 jkylin@163.com

66 jjh1953 姜建华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 1970.03 山东生产建设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第十二中学 jjh1953@qdcnc.com

67 马儿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上海市 mee161822@sohu.com

68 陆叶 陆叶 浙江省 浙江省 1970.10 浙江生产建设兵
团

浙江省 xcj@xsptt.zjpta.net,cn

69 曹思欣 樊霄 北京市 湖北省 白桑 1968.12 湖北省 武汉 武师附中

70 蔼姬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甘棠 1969.01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一中68届（初
中）

71 李艳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10 克山农场五分
厂二队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72 田夫 李小亮 河南省 焦作市 山西省 张马 1968.12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十七中

73 毛毛 朱爱武 江西省 赣洲 江西省 城郊人民 1974.10 江西省 123128187@sina.com

74 片帆沙岸(片帆) 躲进小楼 福建省 福建省 茂地公社 1969.02 福建省 xjs9797@163.com http://www.shuku.net/author/xjs9797/

75 yang 杨立林 浙江省 平湖 江苏省 八坼 1964.09 江苏省 苏州 苏州高级中学 phyllyang@msn.com

76 大青树 榕嘉 四川省 安徽省 1976.01 柴湖 广西自治区 http://dyer.126.com

77 大引头 冯德淑 云南省 云南省 1968.01 云南省

78 瀑布 唐人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橄榄坝 1969.03 云南建设兵团 云南省 昆明
成都电讯工程学
院7231班（现电子科
技大学）

tangren2000@163.com http://cn.photos.yahoo.com/yy99y2002

79 高山流水 山东省 淄博 陕西省 黄堡 1974.03 陕西省 铜川 铜川市第二中学 wxy57@163.net

80 萧然 湖北省 武汉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 天津市 tjgjm@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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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81 益多 闻坚志 浙江省 宁波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浙江省 宁波 宁波二中 jzwen@mail.nbip.net

82 牧羊老人 LBX 云南省 云南省 1969.03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云南省 昆明 十九中学 sflbx@km169.net

83 梦溪 wangqin 北京市 四川省 1971.05 直属二队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四川省 成都
成都电机厂子弟
学校

wangqin1234@21cn.com

84 文生 林泽辉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1968.11 金波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四中学

85 yuzhu1953 俞竹 江西省 鹰潭 江西省 1970.05 江西省 上海市 南市 上海第十六中学 YUZHU1953@SINO.COM

86 4818 天意 湖北省 宜昌 湖北省 1968.12 湖北省 武汉 武汉第十四中学

87 茧子 杜朝清 四川省 绵阳市盐亭县 四川省 两河 1971.10 北京市

88 LZM LiuZhaoming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新店子 1969.10 天津市 tjlzm@eyou.com

89 老知青女 贺风英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fengying614@sohu.com

90 天马神 沈波 上海市 杨浦区 黑龙江省 1971.09 859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6师23团14连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内江中学 tianmashen@sina.com

91 追忆 ---- 湖南省 岳阳市 湖南省 五垸 1968.10 湖南省 岳阳市 zhanyq@xinhuanet.com

92 小星 仇志凌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1977.07 湖北省 武汉市 qiuzhiling007@yahoo.com.cn

93 高山流水 wangph 云南省 玉溪市 云南省 龙街 1969.01 云南省 昆明 昆明第22中学 590-50@163.com

94 翱翔 zhangzhiguang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 黄渡 1974.05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五.七中学 zzhiguang@163.com

95 廷丽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自治区 宝日格斯台 1971.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中学 tingli5364@21cn.com

96 阳春老人 赵阳春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6.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60中 zyc908@hotmail.com

97 周锡山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建设兵团独立二团修
理厂

北京市 北京市双桥中学 charlas_zhou@sina.com

98 湘耘 杨伯贤 上海市 上海市 泗联 1961.10 上海市 xianling@eastday.com

99 tall 国外 加拿大 广东省 民众 1968.01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十三中 karlngai@hotmail.com

100 老头 井元泉 吉林省 柳河县 吉林省 向阳 1973.01 吉林省 柳河县 jyq3279@btamail.net.cn http://home.online.tj.cn/user/jyq3279/

101 sssss sssss 山西省 贵州省 1972.01 天津市

102 小庆1954 粱贵庆 重庆市 云南省 1968.01 景洪十分场五队 云南省建设 重庆市 重庆市六中 quiainq@sina.com

103 神农 湖南省 益阳市 湖南省 大通湖农场 1968.12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五中 iy480128@hotmail.com

104 老骆驼 郑津杰 天津市 山东省 万第 1968.08 天津市 adslzjj@163.com

105 大宽 广东省 广州 内蒙自治区 哈乐 1969.04 天津市 师大附中 dakuan@vip.163.com

106 牛虻 焦明志 辽宁省 沈阳市 内蒙自治区 臼音汉 1971.12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39中学 kwjmz@163.com

107 思汶兄 曹思汶 浙江省 嘉兴 内蒙自治区 博荣 1969.05 浙江省 嘉兴 嘉兴市秀州中学 cao77@msn.com

108 38团 han 浙江省 宁波市 黑龙江省 1969.05 85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浙江省 宁波市 第二中学 nah@cnnb.net

109 老知青 唐天庠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黄码 1968.11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二中 ttx0615@sohu.com

110 马金 马金 广东省 珠海市 海南省 1970.08 先锋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广东省 阳江 阳江一中 majin@cn.gs http://majin.cn.gs

111 毛胜英 广东省 深圳市 云南省 1968.01 瑞丽农场勐卯分
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四中 maoyinghome@163.com

112 bd7as 赵素汉 湖南省 湘潭 湖南省 十都 1968.01 北京市 北京五中 zsh@yeah.net http://www.qsl.net/bd7as/

113 漂颍 萧炳根 黑龙江省 大庆 黑龙江省 东方红 1968.01 上海市 虹口区 东光中学

114 自由人 张援军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下二台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四十中学 zhangyuanjuna@hotmail.com

115 黄种 王大宁 北京市 吉林省 布海 1968.01 吉林省 长春 长春五中 wangdaning@hotmail.com http://wangdaning.vip.sina.com/

116 渭水钓客 姜建国 上海市 松江 云南省 1970.03 云南省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松江 松江一中 jih_j_g@hotmail.com

117 冬梅 邓清梅 山东省 青岛 山东省 贾悦 1968.06 山东省 青岛 第十三中学 dengqingmei56118@163.com

118 风中月 湖南省 益阳 湖南省 花果山 1974.02 湖南省 益阳 益阳市一中 chyplf@163.com

119 潇湘银狐 萧芸 安徽省 合肥市 湖南省 姜畲茶场 1965.07 湖南省 株洲市 rxzing@163.com

120 快乐大哥 内蒙自治区 乌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 河北省 保定 保定二中 lyfeng46@163.com 1、 http://album.yinsha.com/cgi-
bin/album/login.pl?138227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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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21 萝芙 福建省 福州 江西省 1968.01 江西省 Lwr_1@sina.com

122 一名 陈秀莲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黑龙江省 逊河公社 1970.03 上海市 杨浦区 chenxiulian@dq.cnpc.com.cn

123 无为 MAZHZO 湖南省 怀化市 黑龙江省 西丰 1976.08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第十一中学

124 战友 王京城 山东省 济南 甘肃省 1965.08
甘肃省生产建设
兵团十一师工程
团十五连

山东省 济南 wq79914@sanlian.com.cn

125 新生命 方太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 1968.12 浙江省 ft681230hjl@vip.sina.com

126 我们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连山 1970.03 湖南省 长沙市

127 Jordan Qidong Cao 国外
Rock Hill, SC
 29733, U.S.A. 江苏省 Guba 1968.11 江苏省 Nantong Nantong High

 School caoq1@rhtc.net http://faculty.winthrop.edu/caoq

128 y5378 ydc 重庆市 开县 重庆市 长征 1971.10 重庆市 万县市 y5378@sina.com

129 Owen 贺文同 国外 Toronto 贵州省 大桥河 1975.09 贵州省 兴仁 兴仁中学 Xianxing@yahoo.com

130 北大荒人 程生明 辽宁省 盘锦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四师四十三
团二营十三连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鲁迅中学 cheng9930@sina.com

131 石油鬼子 高焕祥 山东省 青岛 青海省 拖拉亥 1966.04 青海建设兵团， 山东省 青岛 ghx1949@163com

132 东东 王东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9 内蒙古兵团一师
二团三连

北京市 wd@sina.com

133 lin lin 葛瑞林 上海市 杨浦区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风城中学 geruilin1@sohu.com

134 niand 老人 广东省 广东省 1964.09 广州军区加禾牧
场

广东省 niand2002cn@yahoo.com.cn

135 小草 华华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三中 shaohua。liu·163。com

136 jbk 姜宝康 安徽省 宣城 黑龙江省 1969.05 查哈阳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南洋模范中学 jbk531016@msn.com

137 wujin 吴津 广东省 深圳市 海南省 冲坡 1974.09 官安腰果场 海南省 通什 自治州中学 wu2jin@sohu.com http://wu2jin.126.com

138 一个人远行 江汇 辽宁省 辽宁省 明水 1970.04 辽宁省 ygryx@hotmail.com

139 tltl1968 邹曦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沙麦 1968.08 北京市 sisi562003@yahoo.com.cn

140 jc321 湖北省 湖北省 1974.09 湖北省

141 天书 赵云书 辽宁省 辽宁省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沈阳二中 muqin_zys40@hotmail.com

142 卫华 韦宁 广西自治区 横县 广西自治区 友谊 1975.09 广西自治区 凭祥 gxhxwei@cn899.com

143 活得长 邹伟民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1970.01 江西生产建设兵
团

江西省 南昌市 huodeizhang@sina.com

144 狼山人 国外 ISRAEL 内蒙自治区 汾子地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第三师二十
六团

北京市 北京十一学校 llss533@hotmail.com

145 郭进 郭同进 河北省 晋州 河北省 东寺吕 1974.01 河北省 石家庄 ybb12345@inhe.net

146 wekaduchen 陈义平 上海市 安徽省 咸保 1972.12 上海市 上海建江中学 wekaduchen@yahoo.com.cn.

147 G.E 郑兆威 北京市 陕西省 羊泉 1969.01 北京市 北京铁路一中 cat_ke3658@ hotmail.com

148 Arbsemo 李忠民 浙江省 杭州 宁夏自治区 李俊 1965.09 浙江省 杭州 杭一中 http://zjea.126.com

149 芙蓉 王蓉 国外 NC,USA 内蒙自治区 乌兰花 1969.04 天津市 南开女中 rwang520@hotmail.com

150 lzy551 罗振宇 四川省 成都 新疆自治区 1969.01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四川省 宜宾 宜宾市第二中学 lzy551@sohu.com 无

151 紫水晶 辽宁省 鞍山市 辽宁省 安平 1968.01 辽宁省 鞍山市 第七中学

152 hongyu 徐鸿玉 上海市 虹口区 黑龙江省 保兴 1969.11 上海市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xhy_fudan@sohu.com

153 小莺 李芙英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 1968.07 黑龙江建设 北京市 宣武 89中学 20020722@vip.sina,com http://xiaoying0907.home.chinaren.com

154 束国庆 上海市 江西省 黄沙港 1970.10 上海市 上海市市南中学 uukshg@public1.sz.js.cn

155 清清 王纯洁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 古荥 1968.10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二十四中 tongda166@163.com

156 阿珠 阿珠 广东省 深圳 江苏省 陡岗 1968.11 江苏省 南京 五女中 zhiqingazhu@hotmail.com zhiqingazhu.nease.net

157 天涯 lxy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 西营 1969.01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第十二中学 lxy@9sys.com

158 辉惶 庆辉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 1972.08 广州市岺头农
场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伍中学 huanghuei888@hotmail.com

159 矜持 沈 宁夏自治区 石嘴山市 内蒙自治区 巴音诺尔公 1969.05 天津市 南开区 bao0601@hotmail.com

160 温水青蛙 zhaoqianzhi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灰市 1968.1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39中 zhaoqz@ccp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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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在乡下 下下乡 浙江省 杭州地区 黑龙江省 1968.01 浙江省 杭州市区

162 Wang He Wang He 北京市 Australia 内蒙自治区 Dongbahao 1975.08 N/A N/A 内蒙自治区 Huhhot Shi Yuan Fu Zhong he.wang@unsw.edu.au N/A

163 大陈 陈爱民 吉林省 龙井 吉林省 龙水 1968.09 吉林省 和龙 吉林省和龙四中

164 dlyf 于帆 辽宁省 大连 黑龙江省 1974.10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佳木斯 yf_0@163.net

165 ALU 卢永良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3 凤凰山农场 上海市 alualu@citiz.net

166 珍 董珍萍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净坛 1974.10 湖北省 武汉 武汉45中

167 肖潜 肖潜 广东省 深圳 辽宁省 姜屯公社 1973.07 辽宁省 沈阳 169中学 zhaoz@szed.com

168 自定义 贾超 北京市 云南省 橄榄坝 1969.11 水利三团 北京市 十三中 SFDZ@263.NET

169 保禄 沈清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天津市 天津市74中学 shenjianqun_001@163.com

170 孤帆远影 顾顺忠 江苏省 泰州 贵州省 城郊 1974.11 贵州省 guxing58@hotmail.com

171 听雨为歌 雷霆 北京市 清华大学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内蒙古生产建设 北京市 清华大学 北京是一零一中 leiting@me.tsinghua.edu.cn

172 Frank 许树铮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后巷公社 1968.12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外国语学校 bonsaifrank@hotmail.com

173 feifei fan, xufei 国外 Seattle, U.S.A. 内蒙自治区 1969.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北京市 海淀 铁道附中 fanxufei@hotmail.com

174 迥峰秋叶 汀仔 湖南省 衡阳市 湖南省 咸水公社 1968.11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第二中学

175 野猫 鲍建民 浙江省 嘉兴市 黑龙江省 华民 1970.04 上海市 黄浦区
上海市第六十七中
学

yemaobao@163.com

176 柳杨公社 hzm 上海市 吉林省 柳杨 1969.03 上海市 五四中学 hzm@citiz.net

177 闲庭信步 广西自治区 玉林市 广西自治区 玉林县茂林公社 1974.09 广西自治区 玉林县 hcong@163.net

178 霜叶 黄文平 湖北省 恩施 湖北省 三胡 1973.04 湖北省 来风 来一中

179 王妙泽 王妙泽 浙江省 宁波 浙江省 长石 1968.01 上海市

180 action 边疆红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天津市 lekejia@eyou.com

181 白云老狗 L.Z.Q.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 明城 1968.11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三中学 lld0007@163.com,lld007@sohu.com

182 康乃馨 刘淑芬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Liushufen903@hotmail.com

183 李海城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11 嫩北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十一中学

184 掌声里 张胜利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70.04 内蒙古生产建设 天津市 arche1980@eyou.com

185 sunhm 孙华明 江西省 景德镇 江西省 三龙 1968.11 江西省 景德镇 sunhm689@sohu.com http://www.jxgymy.com

186 玳瑁 戴世骑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7.1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二师九团五连

北京市 四十四中 dsq@cueb.edu.cn

187 tjtgshz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天津市 tjtgshz@vip.sina.com

188 lan-lan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天津市 tjhxzsl@eyou.com

189 轻松 孔令勇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 新沟公社 1969.01 江苏省 阜宁县 阜宁中学 qingsong367@163.com

190 愚民 何熙国 四川省 仪陇 四川省 平头 1975.07 四川省 南部

191 不活 聂伟 四川省 四川省 马湖 1975.08 四川省 wei_nie@msn.com

192 小草 张春莉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六村堡 1973.03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九十一中

193 yu_huang 俞璜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卫井 1968.09 天津市 yu_huang@eyou.com

194 东颖 何东颖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 左家坞 1974.06 河北省 唐山 唐山市22中学

195 李世芳 李世芳 湖北省 武汉市 云南省 1971.06 云南生产建设 四川省 成都 bettyhq@sina.com

196 秋月 秋月 四川省 绵阳 四川省 1968.01 四川省 绵阳 qiouyue@vip.sina.com

197 jqxiang 姜琪祥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 胜利 1968.11 江西省 南昌 jkun8210@163.com

198 xp jf 河南省 南阳油田 甘肃省 银杏 1974.05 甘肃省 xpxx2001@sohu.com

199 亦真亦幻.友 广东省 深圳 吉林省 金祥 1972.01 北京市 cjg0505@yahoo.com.cn

200 诗韵 王世云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 庙前 1968.09 安徽省 合肥 第九中学 shiyun106@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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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201 亦幻 北京市 吉林省 金祥 1973.02 吉林省 lsg48@yahoo.com.cn

202 贝禾 李 湖北省 宜昌市 湖北省 景峰 1968.12 湖北省 长阳县 宜昌市第二中学 hyligang@163.com

203 yy康 严一清 上海市 石化 安徽省 孙集 1970.04 上海市 杨浦 建联中学

204 陈小平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35中

205 陈军 陈军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 内蒙自治区 包头 dzxx@public.nm.cninfo.net

206 大陈 陈治平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6 黎明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三十八中学校 chenzp@sina.com

207 迟守卫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 1970.06 济南军区山东生产
建设兵团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第24中学 chiqing49@163.com

208 闻子 周洪良 山东省 潍坊市 / 江苏省 / 1968.12 五图河 / 江苏省 无锡市 无锡市惠山初中 zzhhll_1951@163.com /

209 冷雪 赵伟芝 湖北省 宜昌 陕西省 1973.05 陕西省 户县 845厂育红中学 lengxue_zwz@163.com -

210 寻梦人 董平地 四川省 成都 云南省 孟定 1971.03 孟定 云南建设兵团 四川省 成都 成都二十四中学 dondi988@yahoo.com.cn

211 中国西部知青 进勇 四川省 成都 云南省 1971.04 新城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四川省 成都 成都一中 ynzb@tyfo.com www.ynzb.com

212 小草 张如平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 盐池牧场 1969.02 新疆自治区 哈密 xjzrp@163.com

213 不周山者 胡振东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黄庄 1968.10 江西省 上饶县 县中 taichuyiren@sina.com

214 曹家和 曹家和 江苏省 南京市 北京市 胡热图诺尔 1967.11 内蒙古建设 北京市 北京医学院附中

215 青岛老三届 江培科 山东省 青岛 山东省 百尺河 1968.06 山东省 青岛 青岛市第18中学 qdjpk@public.qd.sd.cn http://www.qdjpk.com

216 老楚 陈祖铭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子母城 1968.11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一中 chenzuming558@sina.com xiangren.xilubbs.com

217 土佬 杜娟 广西自治区 田东县 广西自治区 林蓬公社 1969.08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南宁五中

218 wangjh 王金华 天津市 塘沽区 河北省 太平庄 1974.07 天津市 塘沽 tjciq@163.net

219 维维 张维 天津市 黑龙江省 新发 1969.05 天津市 天津市增产道中学 ckzxb1234@sina.con

220 黑色真实 刘坚 江西省 景德镇市 江西省 接渡 1975.08 江西省 liou6@sina.com

221 苹果剑 李罗塘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 1969.11 前进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肇庆市 肇庆市一中 cochabambali@sina.com

222 大仙鹤 孔健 山东省 潍坊市 辽宁省 闫店 1968.10 辽宁省 营口市
营口劳改总队干部子弟
学校

daxianhe@21cn.com

223 chens5155 陈思泽 广东省 广州市 内蒙自治区 中后河 1968.09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八十六中 chens5155@sina.com

224 秋叶 北京市 山西省 滋润 1968.12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33中 laoma1025@163.com

225 jitieshan 纪铁山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中后河 1968.09 北京市 86中学 jina@rivermail.net

226 樱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 1973.11 平沙 广东省 广州市 w2h2y2@sina.com

227 伏云 刘伏云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第五十七中学 52伏云@163.com

228 曹瑜 重庆市 四川省 培文 1968.01 重庆市 caoying@public.cta.cq.cn

229 秋风 小孙 浙江省 海宁 安徽省 石杨 1974.01 浙江省 海宁 schmay369@yahoo.com.cn

230 亦幻 广东省 吉林省 金详公社 1973.02 北京市 lsg48@yahoo.com.cn

231 锦绣金陵 sunli 江苏省 南京 甘肃省 1975.04 甘肃省 兰州 五零四厂子弟中学 sunli303@hotmail.com

232 王利民 内蒙自治区 鄂伦春 内蒙自治区 大杨树 1968.10 天津市

233 沙军 王志文 北京市 宣武区 内蒙自治区 巴拉亥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内蒙自治区 包头 二十二中学 wangna123@yahoo.com.cn

234 hunchun 范文发 上海市 吉林省 敬信 1969.03 上海市 杨浦 控江中学 shlzd@eastday.com

235 剑飞空谷 杨建国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狼山
内蒙古建设兵团三
师二十二团二连

上海市 yjg@cableplus.com.cn

236 坦然 张 钟 明 江苏省 内蒙自治区 上秃亥 1968.09 北京市 北京丰盛学校 gaiqingming@hotmail.com

237 青青子衿 WLX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 黄寨 1970.10 山西省 太原市 lansespace@etang .com

238 PING PING GUO 国外 USA 山西省 LENG KOU 1968.12 北京市 101SCHOOL GPPHH@AOL.COM

239 幽幽馨香 李桂芳 四川省 遂宁市 / 四川省 新立 1970.05 / / 四川省 遂宁市 / lgfdn18170438@sohu.com 无

240 云中雾 朝昱 北京市 海淀 江西省 1968.07 江西 江西省 南昌 20中 zhaoyu00@mail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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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wangdongsheng 王东生 北京市 东城 北京市 无 1969.05 无 黑龙江生产建设 天津市 河北 二十六中学 wangdongsheng8888@chinaren.com

242 myhotmail618 石利泉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鲇市 1974.06 湖南省 华容县 第五中学 hotmail618@yahoo.com.cn

243 君子兰 张新军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 苏桥 1970.12 新建队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市一中 zzzxxxjjj@sina.com

244 老老插 郝一平 陕西省 西安 内蒙自治区 善岱 1968.09 北京市 北京月坛中学 hyp029@sina.com

245 sulin218 苏 林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6 云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北京第五十六中学初
三(6)班 sulin218@sina.com.cn

246 吴老者 吴光欣 四川省 凉山州会东县 四川省 新云 1965.10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旭川中学 wuguangxinnauzhe@163.com

247 宪初 陈泽政 四川省 凉山州会东 四川省 新云 1965.10 四川省 自贡市 自贡市一中 chenzezheng@163.com

248 hebzb 赵斌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 后石庄井 1975.04 河北省 张家口市 hebzb@hbsdt.com hebzb.hbsdt.com

249 娃娃 jxdn 湖北省 恩施市 山东省 城厢 1969.02 湖北省 恩施县 第二中学 jxdn@163.com

250 风吹芦苇 广东省 深圳 江西省 良山 1973.10 江西省 新余 新余一中 lhpg@tom.com

251 一平 曹月平 安徽省 淮南市 安徽省 高亮 1976.02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二中 caoyueping@ah163.com

252 sjw521 苏金文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 双庙子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十六中学 sjw521sfy@163.com

253 徐sheng62 徐行 上海市 安徽省 黄泥 1969.03 上海市 上海靖南初级中学 xusheng621@sina.com

254 乌兰 张淑萍 山东省 淄博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建设兵团 北京市 长辛店三中 wulanbuhe@yahoo.com.cn

255 Leeson 李振华 广东省 广州市 加拿大 福建省 城关 1975.10 福建省 尤溪 尤溪一中 yxleeson@yahoo.com.hk

256 老路 广东省 深圳 江西省 北岗公社林场 1973.07 江苏省 镇江 lkluyeye@tom.com

257 北京海淀苏家坨西小
营

西小营 国外 Canada Toronto 北京市 苏家坨 1975.03 集体户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一O一中学 JM101@CANADA.COM

258 coolchun 汤鲁春 甘肃省 兰州 陕西省 城关 1977.01 陕西省 宝鸡 龙泉中学 coolchun@163.com

259 马利民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8.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铁路中学90班

260 芣苢 殷晓群 湖南省 株洲县 湖南省 南阳桥 1975.07 湖南省 株洲县 株洲县五中

261 chqtxy 重庆市 四川省 大歇 1977.08 重庆市 重庆市四十二中学 chqtxy@sohu.com

262 一言难尽 陈元 重庆市 重庆市 城南 1968.01 重庆市 QJCN06@SINA.COM

263 rys 阮养伸 福建省 宁德市 福建省 蕉城 1976.09 福建省 宁德市 宁一中 rys@ham.cn http://yiweng.cc333.com/

264 建姐 建 重庆市 山西省 小榆 1969.02 重庆市 育才中学初68级 ljian2@163.net

265 老傻子 霍建中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7.12 绥滨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七中学 hjz@eastravel.com

266 Snow Snow 北京市 England 辽宁省 1971.12 北京市 snowxue1996@hotmail.com

267 FZQ 付志强 山西省 离石 山西省 城关 1977.04 山西省 屯留 山西省屯留县中学 FUZHIQIAN@SOHU.COM

268 北风 孟振国 河北省 张家口 河北省 榆林屯 1975.03 河北省 张家口
张家口市宣化第七中
学

mzg1955@yahoo.com.cn

269 康康 康宁 江苏省 南通 湖北省 团结 1968.11 湖北省 武汉
燕马巷中学（现名
叫：75中学） kangning0424@etang.com

270 王大驴 王永生 四川省 江安县 四川省 杨柳 1969.01 四川省 宜宾市 宜宾四中 dalvw@163.com

271 月光 L 河北省 xingtai 河北省 内步 1975.09 河北省 xingtai moonlight528@eyou.com 无

272 石新民 上海市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上海市 tianmashen@sina.com / tianmashen@citiz.net

273 邱茂东 上海市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上海市 tianmashen@sina.com / tianmashen@citiz.net

274 徐惠良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275 赵成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12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276 朱金凤 上海市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上海市 tianmashen@sina.com

277 赵于白 上海市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上海市 tianmashen@sina.com

278 陆建平 上海市 上海市 吉林省 1971.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上海市 tianmashen@sina.com

279 mwy mwy 北京市 山西省 南村 1968.12 北京市
北京二十八中学67届
初二九班

mwy918@sina.com

280 老疙瘩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红旗 1976.06 辽宁省 沈阳市 xzchen_c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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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龙宫 龚乐风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鹤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lefeng9398 @ci tiz.net

282 星谷 戴国新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8.01 鹤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283 涪江舟 何志满 四川省 绵阳市 四川省 新桥 1969.02 四川省 绵阳市 绵阳县沙湾中学 heziman@my-public.sc.cninfo.net

284 漠砾 司平安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 南安 1974.05 甘肃省 兰州市 兰铁二中 sipingan@sohu.com

285 张杰峰 湖北省 湖北省 芦埠 1970.02 湖北省 ch911@whgwbn.net

286 云霄 廖云常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 石龙 1969.03 四川省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高中 xlyc@263.net

287 阿西 北京市 北京市 1973.01 北京市 ysurer@hotmail,com

288 蓝色港湾 邹榕 上海市 江西省 1970.01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江西省 shanghaigangwan@163.com

289 moofu 莫夫 河北省 甘肃省 1968.12 甘肃省 tx.t@163.com

290 yousiming yousiming 陕西省 眉县 陕西省 第五村 1968.01 陕西省 宝鸡 宝鸡长寿中学 yousiming@hotmail.com

291 豪情仍在 高焕安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9.07 兴凯湖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铁字411信箱55分队
（现十八队）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市铁路第
一中学

gha@0451.com

292 中年人 孙力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 1969.11 云南 北京市 崇文区 北京十一中 SUNLI916@SOHU.COM

293 redtom zqm 江苏省 无锡 江苏省 陆家 1975.10 江苏省 昆山 昆山中学 zqm@wx88.net

294 小熊孬孬 高小平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五师师直修理厂

北京市 110中学 gxiaoping@163.com

295 胡芝良 国外 内蒙自治区 锡勒 1976.08 内蒙自治区 zhilianghu@yahoo.com

296 叶龙 上海市 云南省 1970.08 九分场 云南建设兵团 上海市 闸北区古田中学 laosanjie@.net

297 兵团战士 程国淼 上海市 江西省 1968.01 江西生产建设 上海市 上海市建庆中学 mzl44014@sh163.net

298 chenweinian 上海市 安徽省 水口 1972.01 陕西省 chenwn@sohu.com

299 辛江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黄山 1975.09 山东省 淄博

300 fyjzhang fyjzhang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3 苏家店 上海市 fyjzhang@163.com

301 吕满红 北京市 宣武 黑龙江省 1968.07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宣武 applezhj@sohu.com

302 张忠柱 北京市 宣武区 黑龙江省 1968.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applezhj@sohu.com

303 三叶 俞敦星 上海市 闸北 云南省 1970.03 东风 云南生产建设 江苏省

304 含羞草 夏子与 上海市 闸北 云南省 1970.03 东风 云南生产建设 上海市 闸北 上海市新中中学 Xiaziyuu@citiz.net

305 weiya 卫益安 上海市 杨浦区 山西省 北相 1965.08 山西省 运城县 解州中学 weiya@crew.coscon.com shanghai

306 钱冈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markq@smmail.cn

307 听涛斋主 zhanglj 山东省 yantai 安徽省 高坦 1975.04 安徽省 hefei zhanglj9@hotmail.com

308 蓝天 王英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王庄 1968.12 陕西省 西安市

309 Alex 李永胜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省 沣东公社 1974.03 陕西省 咸阳市 咸阳市三中 alexlee5@msn.com

310 心累 郑会武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省 孙旗屯 1968.01 河南省 洛阳市
河南洛阳矿山厂子
弟中学

zhenghw1953@163.com

311 cjg 崔建国 天津市 塘沽区 内蒙自治区 三苏木 1968.09 天津市 塘沽区 滨海中学 cjg0202@163.com

312 Yvon Yvon Xu 国外 new jersey, us. 云南省 1969.05 Jinghong Yunnan 北京市 P.S.55 yunnan69513@yahoo.com

313 tangxm 唐新民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群力 1968.12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塑料化工学
校

dr_tangxm53@htmail.com

314 oxy 英子 重庆市 四川省 甘露 1969.02 重庆市 ouxiaoying57@163.com

315 沐霖 刘进科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高台 1968.12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第22中学 dahaiwuliang@163.com

316 heyan_53 何焰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 1971.02 蒲圻羊楼洞茶埸 -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第36中学 heyan_53@chinaren.com -

317 紫陌 徐文武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水口 1966.12 湖南省 醴陵 邓光塘完小 zimoxuwenwu@hotail.com www.tianchan.net

318 xh他乡客 姜大华 国外 美国纽约 美国纽约州 上海市 1974.04 星火 上海市 共青中学 dhjiang@yahoo.com http://groups.msn.com/xh1974

319 huaichen 陈淮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huaichen@drc.gov.cn

320 CMU Yan Ying 国外 New York, USA 黑龙江省 1968.09 辽宁省 Shenyang Shenyang 20th
 Middle School yy111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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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猴子爸爸 解力平 浙江省 杭州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生产建设 浙江省 绍兴 bobocat@163.net

322 69届 石小龙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一师六团二
连

北京市 北京八十五中 sys5387@yahoo.com.cn

323 杨晓沪 上海市 黑龙江省 瑷珲 1970.04 上海市 红旗中学 yangxiaohu@hotmail.com

324 hizsy 何荧 江西省 江西省 何市 1968.06 上海市

325 abcde 江西省 宜春 江西省 鸡冠山 1972.11 江西省 萍乡 上栗中学 kukumaluhello@163.com

326 秋鸣 李素 山东省 山东省 中册 1975.10 山东省 susu5766@yahoo.com.cn

327 本尼 贲有瑜 广东省 深圳 上海市 1976.04 五七农场五连 上海市 benyouyu@hotmail.com

328 泉水 张源 江西省 铜鼓县 江西省 排埠 1969.03 上海市 zydf-100@163.com

329 丁丁猫 LAD 重庆市 四川省 红星 1975.07 重庆市 lad560710@xian.com

330 嫩寒锁梦 高显成 辽宁省 朝阳 辽宁省 西大营子 1968.10 辽宁省 朝阳 朝阳第一中学 dsqcy12_25@163.com http://www.cctvt.com/cgi-bin/index.dll?
index17?webid=cctvt&userid=1054629

331 LZJCWM 杨云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 1974.10 江苏省 南京 zxxsg@sina.com

332 sun6901 袁大方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官庄 1969.01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第三十一中
学

bridge1129@tom.com

333 lih6818 安徽省 安庆 安徽省 三界 1968.10 安徽省 明光 嘉山县管店中学 lih6818@sina.com

334 北斗 徐琳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扬林 1975.02 湖北省 襄阳
湖北省襄樊市第四
中学

xsbbdx@yahoo.com.cn

335 知青 上海市 吉林省 柳杨 1968.03 上海市 上海市新群中学

336 小油子 洪光 山东省 泰安 江苏省 江心沙农场 1969.12 江苏生产建设兵
团

江苏省 徐州 第五中学 hongguang5555@163.net

337 古朱 王维铮 浙江省 德清 宁夏自治区 通桥 1965.09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四中 cmj51@163.com

338 巩嘉铠 北京市 西城区 内蒙自治区 额仁高比 1967.11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第56中学

339 pdxzm 徐佐明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吉林省 卧龙公社 1969.05 吉林省 延吉市 pdxzm@msn.com

340 gzhzp 何展鹏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1976.12 白云山 广东省 广州 hezhanpeng@21cn.com

341 卧酒担风 张礼京 辽宁省 shenyang 陕西省 新市河 1976.03 北京市 ZHLJING@263.net

342 子樱 贺樱 湖北省 十堰市 湖北省 擂古 1973.03 陕西省 西安 zyao5566@163.com

343 zhangguoming100 张国明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6 黑龙江生产建设 天津市 zhangguoming100@chinaren.com

344 彭建 彭勃 北京市 朝阳区 黑龙江省 1968.10 军川
黑龙江省生产建
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63中学 pengbo_1951@hotmail.com

345 蒙城人 上海市 安徽省 1969.01 上海市 dfhj9@yahoo.com

346 傲雪凛风 汤华 北京市 朝阳区 黑龙江省 1969.09 普阳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22中 xuejing135@163.comw 无

347 gsu 顾岁荣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 1968.01 钱江 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肖山 gsu123456@mmail.hx.zj.cn gsu123456@mail.hx.zj.cn

348 markwayne 王建敏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

浙江省 杭州 浙大附中 markwayne@163.com

349 何公起 北京市 北京市 沙麦 1968.08 北京市 hegongqi@cneec.com.cn

350 心慧 黄顺花 广东省 深圳 广东省 坪上 1969.08 福建省 福清 yuhui919@163.com

351 冯建新 四川省 四川省 1974.08 四川省

352 sx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1968.12 陕西省 xatj198@yahoo.com.cn

353 湘妃竹 傅永韡 北京市 北京市 葫芦垡 1968.12 北京市 fuyw@pku.edu.cn

354 ygc 余光诚 湖南省 岳阳 湖南省 五.七干校 1972.03 湖南省 永兴
马田公社五.七中
学

jt609@clpec.com

355 laowei 李卫群 北京市 云南省 南溪 1969.05 河口 云南生产建设 北京市 海淀区 北大附中 ibmilwq@linuxforum.net

356 刘蕴企 国外
10000 Kendale Blvd
 Miami, FL 33176
 USA

黑龙江省 1968.07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北京外语学院附校 YQLiu4786@aol.com

357 无闻 袁鲁光 上海市 安徽省 王集 1969.01 上海市 虹口区 延风中学 yuanluguang@8163.net.cn

358 婆娑 王丽莎 山东省 山东省 谢集 1975.05 山东省

359 老广 孙长兴 广西自治区 南宁 广西自治区 邹圩 1969.01 广西自治区 南宁 南宁十四中 laoguang@xsbn.net http://laoguang.wangyou.com

360 齐鲁幽幽客 北京市 陕西省 周陵 1968.10 陕西省 咸阳 铁中 lzbsg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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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361 阿芳 方素芳 福建省 闽清县 福建省 上莲 1972.03 福建省 闽清县
福建省闽清第三中
学

taosheng2432007@163.com 福建省闽清县池园公社

362 胡◇杨 王秀嵩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赛汗高毕 1968.08 北京市 wenduerzhalu@sina.com

363 老九 邱军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金台 1968.12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第三十四中
学

WHFRD@SOHU.COM

364 nyszc 沈志昌 浙江省 宁波 黑龙江省 1970.06 黑龙江 浙江省 海宁 海宁一中 nyszc@21cn.com

365 排牙山 俞跃江 广东省 深圳市 江苏省 1969.01 江苏兵团 江苏省 镇江市 镇师附中 yuyj@gnpjvc.com.cn

366 在水一方 刘平安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上罗 1973.05 湖北省 黄石市
武钢灵乡铁矿子弟
学校

lpan66@263.net http://xldgw.myrice.com

367 仓在大地 大地 陕西省 宝鸡 陕西省 香泉 1975.05 陕西省 宝鸡 宝鸡铁路一中
http://www.trueme.net/self/index.asp?name=仓
在大地

368 awykk 王玉库 河南省 郑州 陕西省 西庄 1976.04 陕西省 韩城 awykk163@.net awykk163@.net

369 dys 刘宇 四川省 宜宾 四川省 建设 1968.01 四川省 叙永 叙永四中 ljtylcx5873@sina.com

370 张伦 张伦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天津市 gzxy@eyou.com

371 张士荣 张士荣 安徽省 怀远县 安徽省 双沟 1968.12 安徽省 怀远县 怀远一中 dou419@163.com

372 wdk 魏德逵 天津市 甘肃省 1966.11 小宛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天津市 天津铁路一中 vickyway@eyou.com vickyway@eyou.com

373 笑妹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北什轴 1968.01 北京市 女一中

374 明熔居士 延石生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 各子 1968.01 北京市 yss0084@163.com http://www.zhzqw.com/bbs/

375 静静的云 北京市 河南 北京市 1975.10 北京市 河南

376 山河人 杨昱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9 山河农场 北京市 北京二十三中 yangyu2528@sina.com

377 雪舞寒冰 寒冰 黑龙江省 佳木斯 黑龙江省 向阳 1975.08 黑龙江省 佳木斯 suang-998@163.com

378 记者 郭文震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8.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gwenzhen@online.sh.cn

379 tangtang tangyaohua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 夏茂 1969.08 福建省 福州市 tangtang868@hotmail.com

380 sxz4462 沈雪忠 安徽省 宿州 安徽省 马井 1970.08 上海市 静安 市西中学 sxz4462@sina.com.cn

381 湖光山色 胡义刚 上海市 山东省 孙村 1975.12 山东省 济南 济南七中 hgg163@sohu.com

382 石庚尧 石庚尧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北京铁路二中 shigengyao@yahoo.com.cn

383 jinyue 晋粤 河南省 驻马店 广东省 1968.01 广州军区建设兵团
八师十八团三连

广东省 湛江 chenzhan1981@yahoo.com.cn

384 蓝天白云 湖北省 武汉 河南省 桃林 1968.10 知青点 河南省 潢川 xiaochen1989.student@sina.com

385 常新 范昌勋 上海市 黑龙江省 凤翔 1970.0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二师机械厂。

上海市 上海市新成中学 fancxun@sh163.net

386 阿四 盛焕亮 上海市 黑龙江省 查哈阳 1970.04 上海市 育才中学 stella85@sh163.net

387 玉笛 黄一生 福建省 明溪 新疆自治区 红卫公社 1976.06 新疆自治区 hysmzmz@tom.com

388 东胜庄 王永杰 北京市 丰台区 山西省 东胜庄 1968.01 山西省 左云 xx-xr-1977@sohu.com

389 乡友 宣卫国 河南省 许昌 河南省 葚涧 1971.03 河南省 许昌

390 波涛 郑涛 上海市 浦东新区 黑龙江省 爱辉 1968.04 黑龙江省 爱辉

391 龙龙 苏小龙 上海市 浦东新区 黑龙江省 西岗子 1969.04 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崂
山中学

LONGLONG3000

392 剑虹 lpan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 仁寿 1968.01 福建省 福州 lpan@fjcdc.com.cn

393 海的声音 杨建军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 1976.08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新疆自治区 石河子 第四机床厂 yang600730@sina.com.cn

394 陈景强 天津市 塘沽 天津市 军粮城 1975.10 天津市 东丽区 军粮城中学 pengyou9128@yahoo.com.cn

395 天马 黄铁梁 国外 多伦多 内蒙自治区 哲盟科左后旗 1969.06 金宝屯胜利农
场

天津市 天津35中学 tim3781@yahoo.com

396 笨 熊 代星鹏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禄脿公社 1975.10 重庆市 重庆四十一中 xp1956@yahoo.com.cn

397 猎鹰 朱永献 河南省 台前县 河南省 近德古 1974.04 河南省 南乐县 南乐县一中 tqzyx01@163.com http://tqzyx.126.com/

398 范鹤伶 河北省 石家庄 山西省 石北 1968.01 山西省 长治
铁三局一处职工子
弟中学

399 科斗 林以雄 广东省 揭阳市 海南省 1970.10 西达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揭阳县 锡场中学 linkedou@tom.com

400 yyc_1105 云南省 大理 云南省 弄璋 1969.02 云南省 昆明市 第十二中学 yyc_11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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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401 youq1253 幼强 广西自治区 柳州市 广西自治区 樟木 1965.08 广西自治区 玉林市 玉林二中 youq1253@tom.com

402 杨可荻 广东省 汕头市 海南省 1969.06 南林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ykd258@126.com

403 岷江牧童 墨山 福建省 福州 福建省 洋墩 1975.03 北京市

404 陈和平 国外 美国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东城区
原灯市口中学，现二
十五中

hepingchen101@hotmail.com

405 sheng 老盛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西洞庭农场 1972.03 西洞庭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4中 sheng9110@163.com

406 崇明哈 baogen 上海市 上海市 1968.10 长征 上海市 baogen@citiz.net

407 68届 郑南翔 北京市 山西省 曹村 1969.01 北京市 宣武区 菜市口中学 maya@263.net

408 不老的鸟 杨加利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双河 1969.01 湖北省 钟祥市

409 田文阁 田文阁 河北省 邢台市 河北省 宴家屯 1969.01 天津市 河西区
河西区谦德庄中学
（现天津106中学） xttwg2003@163.com www.hbrz.com.cn

410 秋实 伍浩 重庆市 重庆市 东坝 1969.03 重庆市 ＷＸＺ５０２５@YAHOO.COM.CN

411 无限 无法逃 福建省 长乐 福建省 金沙 1970.03 福建省 长乐 长乐二中

412 下乡人 施蔷君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 1970.11 乔司
浙江生产建设兵
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十二中 yulan@hz.cn

413 徐秋月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 1970.04 浙江省 杭州

414 老大哥 覃文军 湖北省 荆州 无 湖北省 马山 1976.08 湖北省 荆州 湖北枣阳师范学校 qinwenjun-58

415 徐秋月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 1970.05 浙江建设 浙江省 杭州市

416 高峰（等） 高峰 陕西省 宝鸡市 陕西省 苏坊 1974.02 陕西省 宝鸡市
宝鸡市红战校（现龙
泉中学）

jxfyd45@sohu.com

417 老狼 刘世元 湖北省 恩施 湖北省 林集 1969.01 湖北省 恩施 恩施二中 laolang0101@163.com

418 老三届 李华 辽宁省 锦州 辽宁省 金星 1968.10 辽宁省 锦州 四中 huajian4229@eyou.com

419 三轮车工人 李弘 上海市 普陀区 黑龙江省 1969.03 引龙河农场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中学 lihongct@citiz.net http://lihong516.nease.net

420 小孟 孟庆华 天津市 河北区 内蒙自治区 苏独伦 1968.07 天津市 和平区 成都道中学

421 allen 梁锡伦 国外 广东省 明城 1968.10 广东省 广州 广州三中 lg13282000@yahoo.com

422 过客 杨学明 国外
Kingsville, Ontario,
 Canada 吉林省 1975.07 吉林省良种繁

育场
吉林省 长春 长春市第79中学 xuemingy@hotmail.com

423 那年15岁 小乐 澳门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 北京市 janet3939@sina .com

424 szg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 石扬 1969.01 上海市 上海市梅陇中学 shzhgang@mail.hf.ah.cn

425 老知青 李俊 湖北省 湖北省 1968.12 军垦 湖北省

426 lq 刘琪 山东省 德州市 山东省 廿里铺 1968.12 山东省 济南市 lq163ok@163.com

427 孟庆莉 李军 山东省 泰安市 山东省 刁镇 1968.12 天津市
和平区南海路泉
山里5号 天津十二中 mqljun@yahoo.com.cn

428 老谋深算 韦广文 吉林省 白城市 吉林省 丰收公社 1968.11 吉林省 大安市 why771220@yahoo.com

429 李飞 北京市 云南省 沙河 1975.08 北京市

430 小李 李秀珍 山西省 河曲县 山西省 楼子营 1968.01 北京市 朝阳区 十七中 zxqg@163.net

431 江雪 廖雪莲 湖南省 永州市 湖南省 回龙圩 1975.03 湖南省 江永县 下层铺 yzxuelian@163.com

432 乘云驾雾 于乘云 北京市 蒙特利尔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天津市 汾水道中学 yuang28@hotmail.com

433 老中杜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1965.09 桃川农场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一中

434 bzc 巴忠诚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黑柳子 1968.06 天津市 天津市第55中学 bazc@three-u.com

435 fishman 李雨滨 北京市
阿联酋迪拜Jebel ali自
由区

黑龙江省 1968.01 荣军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北京铁路二中 lyb@crecg.com http://fishing.myrice.com/fishing.html

436 鲍特浩 鲍特浩 浙江省 台州市黄岩区 内蒙自治区 1969.06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

浙江省 台州市黄岩区 黄岩中学 baotehao@tom.com

437 自由人 肖渊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 莒口 1969.10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三中 ZNH6@YAHOO.COM.CN

438 张亚丽 河南省 洛阳市 山西省 黄采 1969.12 山西省 太原市 weiquan830@sohu.com

439 zbl zbl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 浙江省 翁梅 1968.01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 余杭临平劳动中学

440 cwz7486阿文 陈文忠 浙江省 建德市 浙江省 大同公社 1968.10 浙江省 建德市
浙江省建德县新安江
中学202班（67届） CWZ7486@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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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0925 吴素珍 浙江省 建德县 浙江省 大同公社 1968.10 浙江省 建德县 新安江中学 CWZ7486@hotmail.com

442 刺猬 李琦玮 北京市
昌平区东小口丽
水园1-3-402 山西省 窑湾 1969.11 北京市 ciweili@yahoo.com.cn

443 阿五头 荣菊新 江苏省 无锡 江苏省 1969.03 琼港农场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五中学 awutou@eyou.com

444 鸿鹄 李学广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 大师 1972.01 吉林省 lxg540915@163.com

445 墩头 童金生 浙江省 杭州 宁夏自治区 李俊 1965.09 浙江省 杭州 杭州第12中学

446 郑清诒 北京市
6277 Potrero Dr. Newark,
 CA94560 USA 陕西省 壶口 1968.12 北京市 海淀区 北大附中 qz2003@hotmail.com

447 guoyz 上海市 虹口 云南省 1969.05 孟定 云南生产建设 上海市 虹口 虹口中学 guojing2167@yahoo.com.cn

448 ZW 祝文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zhuwen226@hotmail.com

449 远古石器 远古石器 广东省 广东省 1976.01 广东省 ZJEAGLE@SOHU.COM

450 世界与星球 黄力之 上海市 湖南省 山枣 1968.11 湖南省 湘乡县 湘乡二中 huanglizhi1950@yahoo.com

451 张知青 张洙清 浙江省 杭州市 新疆自治区 1965.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浙江省 杭州市 zzq11@126.com

452 zx121we 蟋蟀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新港 1968.12 湖南省 长沙市十一中

453 老太婆 林薇 北京市 吉林省 胡力吐 1969.04 北京市 北京十九中学 linwei_20082@sina.com

454 金寨人 钱本猛 安徽省 马鞍山 安徽省 黄龙 1970.03 上海市 徐汇区 枫林中学 qbmzhl@hotmail.com

455 Long 罗龙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luolong@sohu.com

456 WXP 王小平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wxp@bet-scan.com

457 ZW 周炜 北京市 陕西省 党湾 1969.01 北京市 北航附中 myzhou1949@hotmail.com

458 RSN 荣朔南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rshn@bj1860.com

459 GSJ 郭世杰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60 JDB 金德本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61 TH 唐华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62 BZ 柏铮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baizheng1@263.net

463 JTM 金铁鸣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tmjin@x263.net

464 ZTK 张铁铿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65 WTL 王泰立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8.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66 CS 陈肃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1 北京市 北京铁二中

467 CXT 崔希通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68 老关 关肇达 河北省 保定 黑龙江省 1969.03 长水河 上海市 上海市江宁中学

469 黑旦儿 李秀鲁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董家 1968.01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八中 lixiulu@easteat.com

470 陈鸿燕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博里 1969.01 江苏省 南京 mandycen@sohu.com

471 老杰克 于杰克 辽宁省 大连旅顺 辽宁省 花院 1968.11 辽宁省 大连旅顺 旅顺一中 yjkemail@yahoo.com.cn

472 ZBQ 张宝麒 国外 NEW YORK/USA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73 LZJ 廖致杰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74 ZYH 张延宏 北京市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75 MZ 门中(陈中一) 香港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476 7083部队 陈建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70.05 鹤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
四十五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二中 chen_jian_022@sina,com

477 苏树 周久霖 江苏省 扬州 云南省 1974.12 陆良华侨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云南省 陆良 陆良一中 zjlyz32@yzcn.net

478 伟克 于伟克 辽宁省 大连旅顺 辽宁省 花院 1968.11 辽宁省 大连旅顺 旅顺一中 yjkemail@yahoo.com.cn

479 老长 张永滨 辽宁省 大连旅顺 辽宁省 花院 1968.11 辽宁省 大连旅顺 旅顺一中 zyb1750@yahoo.com.cn

480 长顺 李长顺 天津市 塘沽区 无 黑龙江省 无 1970.05 鹤山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5师45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二中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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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481 大名 张同春 天津市 塘沽区 无 黑龙江省 无 1970.05 鹤山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5师45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二中 无 无

482 宇科 张宇科 天津市 塘沽区 无 黑龙江省 无 1970.05 鹤山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5师45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二中 无

483 山侠 湖北省 鹤峰 湖北省 民主 1971.01 湖北省 鹤峰 鹤峰一中 hbxkl@tom.com

484 王玉琪 北京市 朝阳区 山西省 北韩 1968.12 北京市

485 guxiuzhi 顾秀芝 北京市 河北省 姜泡 1969.02 天津市 guxiuzhi@eyou.com

486 suancai 张建国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 1968.12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隆福寺小学 suancaisuancai@hotmail.com

487 张庆华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yuquanyeke@sina.com

488 队长 马华 天津市 和平区 黑龙江省 无 1969.10 鹤山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5师45团 天津市 和平区 建物街

489 局长 张士杰 河北省 黄骅 无 黑龙江省 无 1969.01 鹤山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5师45团 黑龙江省 鸡西

490 宝林 孙宝林 天津市 和平区 无 黑龙江省 无 1968.01 鹤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5师45团 天津市 和平区

491 老农民 曲伟年 北京市 海淀区 辽宁省 中固 1968.09 辽宁省 铁岭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 q13701196464@163.com http://www.zjy.bjs.cn

492 成渝舜 重庆市 重庆市 大顺 1969.12 重庆市
重庆复旦中学（原
重庆第十二中学）

ytmiii331@163.com

493 梅 寒芳 山东省 淄博 吉林省 大勃吉 1976.07 辽宁省 桓仁 东方红学校 hanfang7003@sina.com

494 冰霜泪 冰雨儿 广西自治区 百色 广西自治区 加尤 1974.09 广西自治区 凌云 bsl5178@163.com

495 海鱼 白 北京市 河北省 任丘于村 1968.12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一中 baihxtj@xinhuanet.com

496 负离子 广东省 广州市 湖南省 1974.05 湖南省 安化 peng.ming.001@163.com

497 楚天山水 猴哥 湖北省 松滋 湖北省 1973.04 湖北省 松滋 松滋一中

498 心曲 雷惟蔷 北京市 湖北省 拜郊 1968.12 湖北省 舞台巷中学 ＸＵＮＬＷＱ＠１６３．ｃｏｍ

499 荒唐言 荒唐言 江西省 黑龙江省 抚远县海青 1968.12 浙江省 杭州市 huangtangyan@sina.com

500 黑兔 安学英 北京市 陕西省 寿峰 1969.01 北京市 太平路中学初68届 axy520112@sohu.com www.sohu.com

501 mingming 李鸣 北京市 东城区 河北省 黑堡 1974.01 河北省 保定 保定第三中学 liming5502@sohu.com

502 周晓震 浙江省 杭州市 黑龙江省 新乐 1968.03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十一中学 xiaozhen_zhou@hotmail.com

503 雪山青松 汤关兴 上海市 安徽省 濠城公社 1969.01 上海市 上海市海防中学 tgx@133sh.com

504 sqy 石秋雨 贵州省 都匀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河北省 保定 保定三中 dysqiuy@public.gz.cn

505 白木化十 白桦 北京市 宁夏自治区 巴镇 1974.03 宁夏自治区 银川市 huabai2000@263.net

506 啊惠 刘晓惠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 岗集 1968.11 安徽省 合肥 四中 TCMCO@PUB.GGNEI.GD.CN

507 一叶 刘岐佛 江苏省 四川省 关庙 1975.10 四川省 乐山 yifanv66@sina.com

508 海韵 海玲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70.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原河大附中(现新华
中学) yanghailingling@eyou.com

509 大不了 张宁 甘肃省 兰州 甘肃省 黄泥弯 1975.02 甘肃省

510 湘儿 阳承湘 广东省 江门市 湖南省
宁乡县龙凤山
茶场

1974.04 湖南省 湘潭市 宁乡县第八中学 ycx117@yahoo.com ycx117@126.com

511 香雪海 刘 延 国外 USA 云南省 1969.01 江苏省 yanaliu@yahoo.com none

512 丫头 徐士英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上海市 dasini825688@hotmail.com

513 qingquan3795 韩世泉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天津市塘沽三中 qingquan3795@sing.com

514 好多故事 焦刚 广东省 肇庆 江苏省 1969.12 五图河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南京 下关方家营中学 62691@163.com
http://www1.haoge-
china.com/music/Show1.asp?
Specialid=39

515 湖边丛林 徐重林 湖南省 岳阳市 湖南省 加义 1974.04 湖南省 平江 平江一中 conglinxu@yahoo.com.cn

516 邵平 四川省 成都 海南省 1969.10 西流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ping_shao2002@yahoo.com.cn

517 小启东 张汉中 上海市 上海市 1966.09 长征农场 上海市 onlyjady@hotmail.com

518 井淑英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三中 qingquan3795@sina.com

519 王全利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三中

520 朱秀敏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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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王顺有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三中

522 康和林 河北省 廊坊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lfxmzhan2013726

523 杨海明 杨军 广西自治区 百色市 广西自治区 朝东 1973.11 广西自治区 贺县 新路矿中学第三排 yhm_132503@163.com

524 于希棠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一师五团

北京市 yuxitang@SINA.COM

525 邓宣风 滕学峰 浙江省 杭州 浙江省 杨村桥 1970.08 浙江省 杭州 暂时没有

526 xj 萧筠 天津市 塘沽区 黑龙江省 1968.01 克山 黑龙江兵团5师54团 天津市 塘沽区 塘沽区第二中学

527 GreatHua Xiao Feng 北京市 MN, USA 安徽省 Long-xin 1968.01 安徽省 Hefei Hefei 8th High
 School xiaof1_2000@yahoo.com

528 旷野晨风 孙海东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兵团一师三团五
连、十连、团部警卫
班、兵团司令部警通
连

北京市
北京新街口中
学69届8班 hdbgs@sohu.com

529 辽西布衣 张兴库 辽宁省 朝阳 辽宁省 大平房 1968.10 辽宁省 朝阳 工读中学 dsqcy12_25@163.com

530 辽西女侠 许民杰 辽宁省 朝阳 辽宁省 西大营子 1968.10 辽宁省 朝阳 第一中学 dsqcy12_25@163.com

531 沙田下佬 刘显伦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南林农场 1968.11 南林农场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六中学 addwe1997@yahoo.com.cn yahoo.com.

532 大山居士 裴楚江 江苏省 镇江市 江苏省 1969.03 临海 江苏生产建设 江苏省 镇江市 五中 ppj@zhenjiang-net.com.com

533 纯纯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古荥 1970.12 河南省 郑州 郑州24中 wang195309@hotmail.com

534 远行 贵州省 贵州省 1974.02 贵州省

535 光源 陕西省 陕西省 文川 1971.12 陕西省 gy_feng@yahoo.com.cn

536 老聃 单建华 江苏省 东台市 江苏省 富东 1969.01 江苏省 东台市 dtjhm@pub.yc.jsinfo.net;jhm126126@126.com http://ywzy.51.net

537 张金森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 马庄 1968.12 河北省 石家庄 石家庄第二中学

538 魏林杰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 马庄 1968.12 河北省 石家庄 石家庄第二中学

539 蓝蓝 蓝继红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68.11 西庆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

广东省 广州 华南师院实验学校 lanlan.yun@163.com http://www.jerichorose.com/wenji/lanlan/index.htm

540 罗德建 罗德建 河北省 广阳区 吉林省 那尔轰 1970.03 吉林省 luodejian_igge@sohu.com

541 甄心笛 甄二真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北京第六十三中学 zhenerzhen@yahoo.com

542 兔老三 jingyalin 宁夏自治区 青铜峡市 北京市 头台 1968.09 辽宁省 抚顺市
抚顺市第十八初级
中学

jingyalin1@sina.com jingyalin1@sina.com

543 zhaowei59 赵伟 辽宁省 抚顺 辽宁省 曙光 1976.09 辽宁省 沈阳市 zhaowei59@sina.com

544 笑薇 国外 美国 山西省 眉阳 1968.01 北京市 NIKE11383@YAHOO.CN.COM

545 吴孟光 吴行东 广西自治区 柳州市融安 广西自治区 大坡 1969.01 广西自治区 柳州市融安 融安高中 wuxingd@peoplemail.com.cn http://wuxingd.html.533.net/index.htm

546 九鬼 bavtvk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潇江 1964.09 湖南省 长沙市 bavtvk@public.cs.hn.cn

547 思宁 江虹 江苏省 洪泽县 江苏省 双沟公社 1969.11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九中学 jh1030_54@hotmail.com

548 ww wmk 山西省 辽宁省 1968.09 辽宁省 wmksx36@yahoo.com.cn

549 无无 王秋霞 北京市
海淀区聂各
庄东路

河南省 郭陆滩 1973.05 － －－ 河南省 郑州 郑州二十三中学 qxw00307@yahoo.com.cn 无

550 柳彦安 湖北省 武汉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建设 北京市
北京市清华园中
学69届 wanhuayebaiqian@sina.com

551 高芳 高芳 河北省 邯郸 山西省 1975.03 白龙 山西省 霍洲 霍洲一中 yeqingzhijia@163.com

552 大鸟 罗瑞康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固东 1969.01 云南省 昆明 13中学67级 l6699rk@sina.com

553 hongliu 家新 北京市 新疆自治区 1968.03 伊吾军马场 北京市 tianshanhongliu@sina.com

554 红红 李红 上海市 吉林省 1969.03 上海市 lihong@citiz.net

555 亚亚 江亚平 上海市 黑龙江省 嫩江农场 1969.03 上海市 jyp6666@citiz.net

556 xinwei 凌基干 浙江省 杭州市 湖南省 南托 1974.04 湖南省 长沙 长沙第十中学 xinweinet@126.com

557 老乡㊣ 潘汉生 湖北省 潜江 湖北省 福田河 1974.11 湖北省 武汉 laoxiang@21cn.com

558 相宜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6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tjkxiangyi@yahoo.com. cn

559 杨玉辉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河北省 韩村 1965.09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yyh7749@YAHOO.CN

560 渭北怀人 吴俊发 陕西省 三原 陕西省 马额 1968.11 陕西省 三原
三原县城关镇民办
中学

njwujunfa@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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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阿刚 王利刚 江西省 南昌市 浙江省 永建 1974.08 江西省 抚州市 抚州一中 qiqibm＠yahoo.com.cn

562 xxd xiexiaodong 天津市 塘沽 内蒙自治区 干召庙 1969.05 天津市 南开 第五十中学 xxdnh@hotmail.com

563 老罗 罗耀曾 国外 加拿大温哥华 江西省 马埠 1968.11 上海市 上海新力中学 yminvest@canada.com

564 老王 黄随生 陕西省 临潼 陕西省 1968.01 陕西省 西安

565 新宁老农 李江帆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都斛 1968.11 广东省 台山 台山一中 drljf@163.com http://mns.zsu.edu.cn/ccssr/ljf/index.asp

566 建儿 阳承建 广东省 中山 湖南省 营口 1975.03 湖南省 怀化 怀化三中

567 jpw 蒋佩文 江苏省 苏州 安徽省 南坪 1969.01 上海市
黄浦区民办金东
中学

yy760723@online.sh.cn

568 海浪 上海市 江苏省 1970.05 江苏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桃花红遍·桃花岛

569 顽石 曾小坚 上海市 江西省 砚溪 1965.08 峡江茅坪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九中
学

zeng0606@sina.com

570 格格不入 周捷音 浙江省 温州市 黑龙江省 1974.11 宁安农场 黑龙江省 海林县 海林一中 jyz6@msn.com

571 杨锦波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8.01 嫩北 上海市

572 qianggangdayu 西惕泽 湖南省 衡阳市 湖南省 岭茶 1971.03 湖南省 衡阳市
原仁爱中学，后
四中，现田家炳
实验中学

ctzz1100@tom.com

573 老牛破车 胡飞林 浙江省 乐清市 黑龙江省 筑路大队 1970.12 图强林业局 浙江省 乐清市

574 老三 駱少偉 香港 海南省 1968.11 西華
廣州軍區生產建
設兵團

广东省 廣州市 廣州七中 laosan_l@hotmail.com(電話:97007293)

575 龙太郎 何光宁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 东风 1968.01 贵州省 贵阳 long_tai_lang@hotmail.com

576 隋超 山东省 烟台 山东省 东村 1968.01 山东省 海阳 海阳一中

577 anlaho 赵光宏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26中（汇文中
学）

zhaoguanghong52@yahoo.com.cn

578 王渝辉 上海市 江西省 梅港 1970.03 上海市

579 童龙归 孙优民 浙江省 天台 黑龙江省 中和 1970.04 浙江省 ttsx@mail.tzptt.zj.cn

580 雪城 崔学礼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8.11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铁路中学 cuixueli41398@163.com

581 王立中 河南省 安阳市 河南省 辛店 1968.10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市宣武区北
京小学

pyglwlz@163.com

582 老憨 孟凡昂 黑龙江省 鹤岗市 黑龙江省 1971.04 莲江口农场三
分场

黑龙江省 鹤岗市 kxdq@public.hr.hl.cn

583 zojjml 老左 内蒙自治区 通辽 内蒙自治区 新河 1968.09 天津市 天津十中 tlzojjml@tom.com

584 天津68届 李连珍 天津市 河西区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天津市 河西区 二十七中

585 荣顺 北京市 海淀 陕西省 1968.12 北京市 海淀 海淀中学

586 朱延华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 毛坝 1968.10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市第六中学

587 国华 国华 重庆市 四川省 宝华 1971.12 重庆市

588 王小平 北京市 陕西省 郑庄 1969.01 北京市

589 zhangjinda 张泽沛 北京市 山西省 龙居 1968.12 北京市 zhangjinda@sina.com

590 大沙河 ding 上海市 金山 云南省 勐捧 1969.11 勐捧 云南省生产建设 上海市 金山

591 lll 刘玲玲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 西岔 1968.01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市第二十七
中学

gslzlll@21cn.com

592 bn310 王开荣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6 勐捧 北京市 banna310@yahoo.com.cn

593 董福选 福建省 莆田 福建省 1969.10 福建省 莆田

594 远方的人 李建设 湖南省 怀化市　 河南省 白牛 1974.04 河南省 洛阳市 洛阳铁二中 LJS＠123456。

595 紫冰 小云 河南省 平顶山 河南省 1975.11 河南省

596 齐鲁知青 MINGJIE 山东省 潍坊 山东省 程戈庄 1976.12 山东省 潍坊 潍坊四中 zlmj786@tom.com

597 陈栋才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广东省 广州市

598 zjz915 张建中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第二
中学

zjz915@sina.com

599 追梦 王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王场 1968.12 湖北省 武汉市 华农附中 wcr.9836@163.com

600 傻女人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 独塘 1974.04 河南省 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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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秋叶 权小非 四川省 达州市 云南省 1971.05 金平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重庆市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
第17中学 7888482@qq.com

602 jj 刘家喜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7.03 北京市 ljy6607113@tom.com

603 毛毛虫 董君玲 天津市 河西 黑龙江省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天津市 oliveyy@163.com

604 蔡文清 蔡文清 北京市
加拿大蒙特利尔
市

云南省 杨林 1969.04 上海市 南市区 嵩山中学高一(4)班 wcai@hotmail.com

605 雪花飘飘 曹燕燕 江苏省 宿迁 陕西省 姚店 1968.01 陕西省 延安 cyy523668@sohu.com

606 黄河清 广东省 湛江 海南省 1970.07 新星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遂溪县 遂溪一中 gdzjhhq@163.con

607 紫藤 康珂 河南省 平顶山 河南省 大新店 1968.10 河南省 平顶山 平顶山市一中 mali122998@msn.com

608 小矮子 姜友箴 香港 安徽省 湖陽 1968.12 上海市
上海市井崗中
學68屆初中7班 hk2919@hotmail.com

609 知青族 石新华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8.11 青龙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牡丹江

610 老崽子 張明穗 上海市 江西省 白圩 1968.11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七中学 zms1128@yahoo.com.cn

611 重庆古蔺 郭友新 广东省 深圳 四川省 复兴 1972.01 重庆市 二十中学 gyx9988@21cn.com

612 慎独 李惠友 辽宁省 朝阳 辽宁省 西大营子 1968.10 辽宁省 朝阳 朝阳市第一中学

613 赵美英（之
子）

北京市 黑龙江省 温春 1968.01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hunteryu1971@yahoo.com.cn

614 小国 张国英 北京市 良乡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良乡 豆店子弟学校 wangz2003@peoplemail.com.cn

615 qiao qiao 山西省 平遥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fighterqiao@hotmail.com

616 申生 徐一申 江西省 新干 江西省 桃溪 1968.11 上海市 xuyishen@163.net

617 liuxisheng 刘希圣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徐家渡 1968.11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
第23中学 liuxisheng327@sina.com

618 小张 张伟利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建设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和平中学 zwl@ynet.com

619 董继军 北京市 海淀 黑龙江省 1968.06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西城 北京丰台三中 zacefe@sina.com

620 cyberboy 宋京京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一师六团三营直
属排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
中学

sung@xiaotong.com.cn

621 冰冰凉凉 张思云 云南省 曲靖市 云南省 建设 1976.09 云南省 昭通县 昭通地区第四中学 ywsqzsy@126.com

622 dmyh21 毛毛 安徽省 安庆 安徽省 黄埔 1968.10 安徽省 安庆 第一中学 dmyh21@163.com http://dmyh21.2000y.net/

623 制动礅 吴守建 四川省 德阳中江 四川省 回龙 1976.07 四川省 德阳中江 wushoujian@vip.sina.com

624 八年难忘 杨承彦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长岭 1968.12 湖北省 武汉 黄石八中 ycya818@vip.sina.com

625 徐志刚 山西省 沁县 山西省 迎春 1976.01 山西省 沁县 qxzgang@163.com

626 hdb hdb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 先锋 1972.02 四川省 成都 成都21中学 dhucn@yahoo.com.cn

627 Liyixiang118 普通老百姓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省 长岭 1968.12 湖南省 醴陵县 醴陵四中

628 郑建栋 郑建栋 国外 加拿大多伦多 黑龙江省 1969.03 龙镇 上海市 zhengjd@hotmail.com

629 TLP 唐路平 广东省 深圳 内蒙自治区 1971.04 高力罕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市三中 tlp86@126.com

630 李小祥 天津市 甘肃省 小宛 1966.08 小宛 甘肃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吉林路中学 yanyuxq@sohu.com

631 茅塞顿开 危行八 福建省 邵武市 福建省 大埠岗 1968.12 福建省 邵武市 福建邵武第二中学 weixingba@tom.com

632 胡眼镜儿 胡义迁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 1965.08 五道箐 四川省 成都 小天民中 hyqcd2003@tom.com

633 卢克尼达姆 王家琚 北京市 东城区 陕西省 枣园 1969.01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二十五中学 JIAJVW@YAHOO.COM.CN

634 安邦 周志国 山东省 单 山东省 张集 1970.09 辽宁省 抚顺 zzg624@sohu.com

635 王北农 四川省 黑龙江省 1968.11 黑龙江省

636 顾雪芳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7 黑龙江德都县生产
建设

北京市

637 梦北农 河南省 黑龙江省 1968.11 北安农场五分场 黑龙江省

638 38团 韩天宁 浙江省 宁波市 黑龙江省 1969.05 850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二中 hantn@nbip.net QQ：76018545

639 dcl 董春莲 上海市 浙江省 茅山 1968.01 上海市 上海市陆行中学

640 1969 庄春民 天津市 河北省 小石柏 1969.01 天津市 天津市利民道中学 zhuang.m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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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641 镭射 zhushenglei 上海市 普陀 江西省 大桥 1970.01 上海市 大境中学 zhushenglei@vip.sina.com

642 随心所欲 钱燕英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6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北京师范学院附中 qianying001@sina.com

643 小毅 王倬行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青山 黑龙江省建设兵团 天津市 nedtwo49@yahoo.com.cn

644 chnfag 陈方 广东省 深圳 河南省 老城 1976.09 河南省 淅川 淅川县一高中 chnfag@163.com tel:13028887821

645 西西 西西 山西省 忻州市 山西省 五台山林局 1976.03 山西省 繁峙县 太钢峨矿子弟学校

646 老小孩 王敏 天津市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查哈阳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天津市 汉阳道中学 wm126@126.com

647 狗熊 狗熊 山西省 朔州 山西省 五台山林局 1974.12 山西省 宁武 187厂子弟学校

648 风机 风机 山西省 降县 山西省 五台山林局 1976.03 山西省 宁武 187厂子弟学校

649 吕赟 吕赟 山西省 忻州 山西省 伯强林场 1976.03 山西省 繁峙 繁峙红卫中学

650 双插 高继明 国外 比利时 吉林省 石河 1975.07 吉林省 辽源市 白泉中学 gseed@hotmail.com

651 寒江雪 lxw 广东省 兴宁市 广东省 合水 1973.11 广东省 兴宁市 一中 lxwchina@126.com

652 02227714910 赵枫亭 天津市 天津 天津市
小西关富兴花
局30号 1968.01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天津 无 无

653 追鸿 王劲华 广东省 深圳市 北京市 1968.01 吉林省 wjh8898@163.net www. owner21. cpm

654 zhst 施同 广东省 珠海 江苏省 1969.03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十一中学 zhst@vip.sina.com

655 刘德玺 刘德玺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 花园口 1965.11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第三中学 rb323@sina.com

656 田成春 田成春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 上海市 临川中学 tyhyl@sina.com

657 王锦兰 王锦兰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1.09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 上海市 临川中学 tyhyl@sina.com

658 小河清清 施玉华 江苏省 通州市 江苏省 石港 1969.03 江苏省 通州市 石港中学 www//540301@com.163

659 方介 方介 北京市
加拿大，温哥华，东林荫
大道5840号308室 北京市 王四营公社 1974.05 北京市

北京市，朝阳区，
八里庄中学

jiefang@hotmail.com

660 晓竹 祝跃进 湖北省 宜昌 湖北省 长乐坪 1975.08 林场 湖北省 五峰 zhu－1957◎163.com xzch1957.2000y.net

661 小网 WZY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铁力） 浙江省 杭州 杭州二中 cyjsk@qianlong.com

662 tys tys 北京市 陕西省 洛川县武石上花塬 1969.01 北京市 monitys@sina.com

663 江鹰 江鹰 江西省 鹰潭 江西省 1970.05 江西 上海市 南市 new-76@163.com

664 65届侨中 广东侨中知青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白云山农场 1965.09 白云山 广东省 广州 广东华侨中学 65qz@91x.net http://65qz.91x.net/

665 王晶珂 王晶珂 北京市 海淀区 内蒙自治区 阿镇 1975.07 内蒙自治区 海拉尔 wangjingke@vip.sina.com

666 上官太白 朱士奇 北京市 方庄 北京市 勐卯 1969.05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
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南池子 北京四中 zhu1005@163.com

667 木棉 少斌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重庆市 重庆捍中

668 c723 陈晓波 北京市 美国、纽约 海南省 崖城镇 1968.11 南滨农场、红卫
队

广东省、海南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四十六中
学

shiromajo@hotmail.com

669 ninasmith1 郑效慈 国外 美国纽约州 云南省 1968.12 勐远分场 上海市 徐汇中学 maggie.zheng@turbnco.com

670 凭海临风 雁塔人 陕西省 西安市 辽宁省 下八会公社 1975.07 辽宁省 辽阳市 蓝家区第二中学 8055811@SINA.COM

671 贺兰山 平罗西大滩 北京市 宁夏自治区 1970.01 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
青年连

北京市 人大附中 hl1689@sina.com

672 555 新佩 天津市 红桥区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建三江农场25团 天津市 天津5中学 muyana@hotmail.com -

673 ZWP 频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洋西 1966.06 上海市 闸北区

674 千思思 方琴如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07 黑龙江建设兵团30团6连 浙江省

675 suitu 孙海 北京市 北京 吉林省 大林子 1969.04 北京市 北京127中学 suitu@sohu.com

676 孙桂凤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1 嫩江农场四分场 钢字501信箱 上海市 闸北第六中学 sun-guifeng@tom.com

677 浑河人 辽宁省 抚顺 内蒙自治区 解放营子 1975.10 辽宁省 抚顺

678 szm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1 天津市 szm-6@163.com

679 jiali YJL 江苏省 常熟 江苏省 碧溪 1970.01 江苏省 常熟 YJL1953@163.com

680 王向韶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西集 1973.07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0101xs@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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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秀才 徐修才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9.08 七星 黑龙江 黑龙江省 牡丹江 牡丹江第十中学 zhongpingmuye@tom.com

682 丹柯 北京市 陕西省 五星 1968.12 陕西省 安康 安康县永红中学 dankejianqiu@163.com

683 四两酒 詹长军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1976.10 东海农场 江苏省 连云港 lygzcj1960@sina.com

684 rwl255 任文利 北京市 云南省 勐满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fafafa2252002@yahoo.com.cn

685 dkxs 孔庆钢 内蒙自治区 0482 内蒙自治区 架马吐 1968.09 00 天津市 河北区 53中 k.qg-49928@qq.com

686 毛毛 游济荃 山东省 济南市 甘肃省 1965.05 武威黄羊河农场 甘肃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 youjiquan@263.net

687 静如水 关靖 四川省 攀枝花 辽宁省 中小 1968.10 辽宁省 鞍山 鞍山七中 laotu_20020817@163.com

688 DLTws 丁风林 云南省 文山 云南省 1965.12 天津市 塘沽区 第5中学 DXLDXLDXL@yn.cmli.com

689 灵芝 凌仁芝 黑龙江省 鸡东 黑龙江省 1975.07 八五一○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六中 my066@163.com

690 花岗岩子 戴文才 广西自治区 苍梧县 广西自治区 平福乡 1974.09 广西自治区 藤县东南金矿

691 xsh 徐世红 江西省 兴国县 江西省 龙岗 1969.01 江西省 城关镇 XSH19532@163.com

692 chengqun 赵承群 北京市 海淀区建设部 云南省 1969.04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海淀区建设部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
中学

chengqun5271@sina.com

693 张雁 张雁 北京市 黑龙江省 十连 1973.01 双鸭山 二十九团十连 天津市

694 冰心 王裕红 河北省 沧洲 山西省 房山林场 1976.10 山西省 晋中

695 举杯邀明月 赵铁建 湖北省 咸宁市 河北省 东里满 1968.12 湖北省 恩施 湖北恩施二中 AQAQAAQ8276699@163.COM

696 耿忠民 湖北省 武汉 河北省 1968.12 湖北省 恩施 原恩施二中

697 石荣年 湖北省 武汉 河北省 1968.01 湖北省 恩施 原恩施二中

698 牛贵宾 湖北省 恩施 山东省 1968.01 湖北省 恩施 原恩施二中

699 吴建咸 湖北省 恩施 湖南省 1968.01 湖北省 恩施 原恩施二中

700 zxcgzm 周小川 湖北省 武汉 河北省 1968.01 湖北省 恩施 原恩施二中

701 耿忠民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702 李光 李光蜀 重庆市 渝中区 云南省 1971.03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重庆市 渝中区 li71317@fc18.com

703 达观 鄢裕祥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和平 1971.02 湖北省 武汉 abc18288@yahoo.com.cn

704 东胡 郝凤亮 内蒙自治区
赤峰市赤峰第七
中学

内蒙自治区 冬不冷 1969.05 天津市 红桥区 红星中学 hfl0476@163.com www.zgbfwh.com

705 lpxx108 李平雪 北京市 海淀 内蒙自治区 1969.09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化肥厂

北京市 宣武 北京四十三中学 lpxx108@126.com

706 XSQIAO 乔雪松 北京市 陕西省 党家湾 1969.01 北京市 北京101中学 xsqiao@kjhkelec.com.hk

707 qiaoqiao qiaoxueling 北京市 北京市 张喜庄 1976.03 北京市 27中 qiao.xueling@pek.itochu.com.cn

708 赵宗杰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额仁戈比 1967.11 北京市 zzj178@yahoo.com.cn

709 蓝池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 绍水 1969.09 广西自治区 pxl136@163.com

710 老兵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1968.01 江苏省 南京 sunzb0701@hotmail.com

711 中国结 贺艳兵 海南省 海口 云南省 林角 1974.09 山东省

712 liu7701 老安 湖南省 娄底 湖南省 东山 1968.11 湖南省 邵阳 liu7701@163.com liu7701.any2000.com

713 赛音 赫佳音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乌加河 1964.08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中 hejiayin1945@163.com

714 hdr 胡德润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9 嫩江农场 上海市 dingying_1@163.com

715 箩箩 罗红 陕西省 宝鸡市 陕西省 终南 1977.03 陕西省 jiaojiao_986@163,net

716 wxl 王雪莲 山西省 山西省 水泊寺公社 1973.01 山西省 wxl6615@163.com

717 火头君 张宜 国外 美国, 加洲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上海市第五十五中学 yizhang@accountant.com

718 王伟程 辽宁省 大连开发区 江苏省 盐河生产队 1968.01 云台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苏州 szwcwang@sina.com

719 文文 段美文 吉林省 长春市 黑龙江省 1971.01 辽宁省 沈阳市 15中学

720 6师55 陈建新 河北省 唐山 内蒙自治区 1971.07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河北省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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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
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721 英 谷凤英 吉林省 吉林 吉林省 小孤山 1968.01 吉林省 辽源 辽源矿中学 shenminghypg@sohu.com

722 小虎子 王晓奇 湖南省 衡阳市 湖南省 1968.10 湖南省 衡南 衡南一中 hywxq@yahoo.com.cn

723 yanwei 张维维 北京市 海淀 北京市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通县 通县2中 yanwei545682@sina.com.cn

724 黑土地老知青 顾庭山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4 克山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5师54团 上海市 静安区 沪西中学 h25@zj.com http://h25.zj.com

725 du 杜炜建 上海市 贵州省 洛平 1969.04 上海市 长风中学 du-dudu@vip.163.com

726 草原 李树泽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大佘太 1970.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tianjin6zhong lishuze520@tom.com

727 季永利 天津市 北辰区 辽宁省 西甸子 1968.10 辽宁省 锦州 锦州六中 jiyongli@eyou.com

728 霞晖 周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68.11 东平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广东省 广州 二十四中 wenmin913@sina.com

729 红柳 王华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 1965.11 兰州军区12师3团3连 山东省 济南 济南十一中 www635628@sohu.com

730 新民 蓝新民 四川省 泸州 四川省 平坦 1969.01 四川省 内江 内江中学 lxm719@sohu.com

731 三挥手 李庆民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青海省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聚贤街小学 lqm541169@sina.com http;//lqm.our3.163.com

732 欣舞 李兴无 上海市 安徽省 原墙 1969.01 上海市 lixinwu_sh@sohu.com lixinwu88.go.nease.net

733 知青 宁文华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lqm541169@sina.com

734 知青 陈起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wuyumei05@163.com

735 知青 吴玉美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wuyumei05@163.com

736 知情 杨载昭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lqm541169@sina.com

737 知青 索玉华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lqn541169@sina.com

738 glr56 谷六如常 河南省 郑洲 河南省 楊村 1973.07 河南省 郑洲 郑洲三中 glr556@126.com

739 知青 夏中华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河东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25中学 lqm541169@sina.com

740 知青 赵世忠 山东省 东营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lqm541169@sina.com

741 知青 于世贞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6.05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lqm541169

742 陈民洲 陈民洲 上海市 吉林省 八道 1969.04 河北省 chenmz121731

743 寄鎦凝 寄鎦凝 江苏省 徐州 江苏省 1969.06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南京市 JILIUNING@126.COM

744 清风 徐国清 江西省 抚州 江西省 荣山 1975.10 江西省 临川 临川一中 xgq@163.com

745 李爱红 farmer 国外 USA 重庆市 云门 1972.01 重庆市 queerxi_18@hotmail.com

746 yangkai 杨开 江苏省 徐州市 吉林省 双榆树 1972.01 吉林省 公主岭 公主岭第一中学 sudanyangkai@yahoo.com.cn

747 咯罗咯罗 胡士伟 上海市 黑龙江省 金山 1970.04 上海市 hushiwei1@sina.com

748 韩文芳 韩文芳 天津市 红桥区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6师23团28连 天津市 南开区 南开区天明中学 lasser@eyou.com

749 崔梦莹 天津市 红桥区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红桥区 原天津四十中学

750 leini 孙蕾珍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8.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leini@citiz.net http://cn.flasher123.com/flasher123/leini/homepage/

751 紫罗兰 冯美英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70.05 万宝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浙江省 杭州 杭州第一中学 chaichai04@hotmail.com

752 游子 彭延泰 国外 美国德州 吉林省 万发 1969.03 上海市 上海市东风中学 pengliu@tisd.net

753 hunheren 辽宁省 抚顺 内蒙自治区 解放营子 1975.08 辽宁省 抚顺 抚顺市第五十四中学 ruiyi_zheng@yahoo.com.cn

754 惜时 王芷琴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建华 1968.07 天津市 sn66@sohu.com

755 ping 李萍 湖北省 武汉市 山西省 1968.12 北京市 朝阳区 64中学 liping115@hotmail.com

756 琳子 高琳 广东省 深圳 四川省 庙垭 1974.05 重庆市 sfb04@hotmail.com

757 一品 邵俊庆 浙江省 宁波 浙江省 1969.02 上海市 南市 上海市建浦中学(68) shao21@sohu.com

758 王晓芬 内蒙自治区 内蒙自治区 1969.09 内蒙古建设兵团 北京市 morsonzhang@yahoo.com

759 jygsjygs 王谦 上海市 河南省 明港 1975.09 河南省 信阳 信阳市第一中学 jygsjygs@smmail.cn

760 王冬梅 王冬梅 辽宁省 大连 内蒙自治区 白音查干 1974.08 辽宁省 大连 wdm030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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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761 远方林林 xyl 江苏省 江苏省 1972.08 江苏、江宁县五七
干校

江苏省
南京市上新河中
学72届初中 yuanxu_009@sina.com http://ylx-009.home.sunbo.net/index.php?

xname=IJFL901

762 大个 詹宝生 云南省 宣威 云南省 曼峨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 北京市 朝阳区 129中 connyjane@163.com

763 殷子 王春杰 天津市 塘沽 内蒙自治区 崞县窑 1968.09 天津市 塘沽 qingquan3795@sina.com

764 尹凤鸣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 马庄 1968.08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铁一中 yinfengming@126.com

765 徐临惠 湖北省 江西省 1970.01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江西省 景德镇市 一中 xulinhui00@163.com

766 黎京 李北 国外 比利时 内蒙自治区 1967.11 内蒙古建设兵团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七十二中
学

libei86@hotmail.com

767 zhouting 周庭 湖南省 岳阳市 - 湖南省 江南 1974.03 - -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四中学 zhouting75189@126.com -

768 haying haying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 黑龙江省 哈尔滨 haying56@yahoo.com.cn

769 zxm 赵向明 上海市 静安区 安徽省 1974.03 敬亭山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静安区 上海市成都二中 zxmgr@eastday.com

770 chan lappong 香港 hongkong 浙江省 苍山 1964.09 浙江省 hkelement@yahoo.com

771 梁子 梁裕民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 内蒙自治区 同和泰 1969.04 同和泰 内蒙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呼市二中 lxuan11@yahoo.com.cn --

772 水子 北京市 北京市 永丰公社 1975.03 北京市 立新中学 vheyl@126.com

773 五哥 刘德华 重庆市 重庆市 悦来 1968.01 重庆市

774 王火昆 王焜 上海市 甘肃省 张川 1969.10 上海市 490330534@qq.com

775 申滁宜 袁彪 上海市 浦东 安徽省 花山 1970.05 上海市 杨浦区 内江中学 yb2300@h0tmail.com

776 加点糖 杨明 河北省 张家口 河北省 1968.01 河北省 张家口 leon9652@yahoo.com.cn

777 乐 何建洛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花园口 1971.01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第十五中学 hejianluo@yahoo.com.cn

778 郑实义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二十里铺 1977.08 河南省 郑州 郑州第三十四中学 lingyun-101101@162.com

779 乌拉草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5 旭光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向阳中学

780 黄月新 上海市 长宁区 贵州省 落烘 1968.04 上海市 长宁区

781 蒙蒙 甘梦华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军山 1968.12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第四中学
（现改周南中学）

g411476@public.cs.hn.cn

782 xiao hao xiaohao 黑龙江省 黑龙江 黑龙江省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黑龙江 haying56@yahoo.com.cn

783 鸿雁 崔鸿雁 吉林省 吉林省 平岗 1968.11 吉林省 辽源 辽源市九中 ch1y@sina.com

784 npf1010 倪丕芬 浙江省 乐清 黑龙江省 1970.04 梧桐河 浙江省 乐清 npf@xiaisi.com

785 大侠 马晋京 北京市 房山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房山区
中国原子能研究院
子弟学校

pattymy@sohu.com

786 manchurose 玫瑰 广东省 深圳 陕西省 陈庄 1976.01 陕西省 咸阳 renxixi＠163.net

787 Harvestbiot Harvest Biot 北京市 北京市 定福庄 1973.04 北京市 harvestbiot@tom.com

788 梁先生 梁先生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1968.12 广东省 广州 paulpaul12345@163.com

789 MBJ GYM 江苏省 江苏省 1970.03 江苏省

790 放羊娃 姜万全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西固 1976.03 陕西省 白水 白水煤矿子弟学校 Jiangwanquan@yahoo.com.cn

791 dudu 储德平 山东省 淄博 陕西省 夫水 1976.03 陕西省 华阴 cdp863@sohu.com

792 李烨(曾用名李
继红)女 云南省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北京八中（原男八
中）

keqiusuo820@163.com

793 大鹏 徐寿鹏 新疆自治区 呼图壁 安徽省 善厚 1969.01 上海市 普陀区 曹杨中学 xshp9988@163.com

794 张犇 陕西省 武功 陕西省 河道 1968.10 陕西省 武功 武功县中学

795 黄兴智 黄兴智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 高池 1976.09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三十中学 dghxz@163.com

796 心剑 修罗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797 布可以 贾艾华 湖北省 湖北省 1968.01 湖北省 echo-96@163.com

798 董浩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799 老树根 小应 广东省 宁夏自治区 立新 1974.07 宁夏自治区 oldesttree@sina.com

800 equip 朱建 上海市 徐汇 吉林省 金山 1969.03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师院附中 zhujian@onlin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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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801 凤之林 丁凤林 云南省 文山 云南省 1965.11 天津市 塘沽 塘沽第五中学 dfl38505@sina.com

802 大风 潘公民 陕西省 宝鸡市 陕西省 桃川 1974.02 陕西省 宝鸡市 陕棉十二厂中学 pgm566@tom.com

803 柳絮 周柳斌 广东省 深圳 广东省 常平 1975.12 广东省 广州 zhlbok21cn.com

804 思维 罗道荣 广东省 广州 福建省 罗坊 1975.07 福建省 龙岩 gzldr@vip.163.com

805 金豆豆 高学仁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 1971.12 新开 辽宁省 六中 illon1@163.com

806 无名 吴喜姣 湖北省 黄石市 湖北省 丰店 1971.01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黄石路中学 ljdp31wh@avl.com.cn 无

807 hw01569 沈 华 内蒙自治区 海拉尔 内蒙自治区 阿荣 1968.01 内蒙自治区 海拉尔 海拉尔三中 hw01569@yahoo.com.cn http://www.yahoo

808 早起的鸟儿被虫儿
吃

李丽 北京市 北京市 东卲渠 1976.01 北京市

809 英 英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1970.07 上海市 li_he_yihg@163.com

810 jxgzgqb 江西省 赣州 内蒙自治区 兴仁 1969.05 浙江省 衢州 二中 skgqb2003@yahoo.com.cn

811 yp 颜萍 湖北省 荆州市 湖北省 龙洲公社 1968.12 湖北省 荆州市 湖北省荆州中学

812 eric 广东省 深圳 江西省 桥头 1970.04 上海市 粹文中学 chinoew@163.net

813 69届毕业 洪凤琴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独立三
团4营4连 北京市 苹果园中学5班 yanghong6107@sohu.com

814 zp331 zp331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 清河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沈阳三十八中 zp331@hotmail.com zp331.home.bj001.net

815 冰之梦 山东省 内蒙自治区 长胜 1967.11 北京市 mzqmb@sohu.com

816 不老翁 zyz9840 福建省 泉州 福建省 1974.11 惠安五一知青 福建省 泉州 惠安黄塘中学 zyz9840@sina.com

817 czphm 骈惠敏 山西省 长治市 山西省 大辛庄 1974.04 知青队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二中 zgphm@sohu.com

818 czgfs 郜富生 山西省 长治市 山西省 大辛庄 1974.04 知青队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一中 czgfs@sohu.com

819 czwjt 王建亭 山西省 长治市 山西省 大辛庄 1974.04 知青队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二中 sxczwjt@sohu.com

820 刘健泰 刘健泰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821 ccy1312 张 林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 虻牛哨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十二中初
一级二班

ccy1312@sina.com

822 山东人 林荣耀 山东省 德州 浙江省 姜家山 1969.03 山东省 德州 liusha8274@sina.com

823 雪绒花 lujing 山西省 长治市 山西省 大幸庄 1974.04 山西省 长治市

824 yangyaotian 杨新华[现名：
杨耀天] 内蒙自治区 五原 内蒙自治区 沙河 1968.07 天津市 第五十九中学 yangyaotian@alibaba,com.cn

825 芳草依旧 芳草依旧 河南省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
师一团三营二十一连

北京市 北京市南沙滩中学 SSZYK@SOHU,COM

826 吳際森 国外 美國修士敦 黑龙江省 1969.03 龍鎮 上海市 南洋中學 jwuzli2004@yahoo.com

827 再别康桥 康桥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1968.11 畅好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42中学 tsos@163.com

828 牛建设 牛建设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终南 1976.11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38中 jsniu001@sina.com

829 火鸟 钟青 山东省 荣成 辽宁省 董家沟 1968.09 辽宁省 大连
大连九中66届三年
级8斑 sa52sa@126.com

830 程平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 上海市 chengpin@forwadgroup.com

831 68届 张生信 上海市 贵州省 新巴 1968.01 上海市 五一中学华东师大 zhangsheng xin.1952@hotmail.com

832 GP_liu 刘国平 上海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建设兵团 上海市 gp_Liu880@hotmail.com

833 刘朝岭 刘朝岭 山东省 德州 山东省 城关 1970.05 山东省 lzllp@slof,com

834 zhangjinda 张金达 北京市 西城区 山西省 龙居 1968.12 北京市 西城区 98中学 zhangjinda@sina.com

835 达青 达青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自治区 查干补力格 1975.07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师范学院附
属中学

836 好大哥，老波涛 薛良伟 上海市 浦东 云南省 勐满 1968.12 勐满 云南兵团 上海市 虹口 上海继光中学 xuelw@citiz.net

837 湖字 陈良渠 上海市 湖北省 牛山 1969.01 湖北省 clq1022@126.com

838 一名 陈一名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9 北京市 chenyong690@sohu.com

839 老黑 张运海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建设兵团 北京市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BILLZHANG331@263.nt

840 涌泉大桦树 唐尔泉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天津市第41中学 tang32820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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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841 乡巴佬 韦兆珠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
彭山县永丰人民
公社

1969.01 四川省 成都 成都市西北中学 adslwzz@mail.sc.cninfo.net www.xiang-ba-lao.com

842 伊小跳 吴卫平 广东省 汕头市 广西自治区 流河 1975.08 广西自治区 宜山县 weipingwu@21cn.com

843 梦回内蒙 徐梅英 浙江省 宁波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内蒙古建设 浙江省 宁波 gsh1981004@sina.com

844 深山老妪 河南省 济源 河南省 思礼 1968.01 河南省 郑州 shenshanlaoyu@163.com

845 chyx118 陈永学 广西自治区 桂林 陕西省 宋村 1975.03 陕西省 户县 chyx118@126.com

846 小黑豆 王永春 天津市 红桥区 黑龙江省 1970.04 建三江 黑龙江建设兵团6师25团52连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市勤俭中学

847 大个 李秀英 天津市 和平区 黑龙江省 1970.04 黑龙江建设兵团6师25团52连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市十七中学

848 王淑英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0308WSY@163.com

849 liu liu57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卞庄 1975.09 山东省 临沂苍山 一中 山东济南

850 liu liufeng 江苏省 徐州 山东省 1975.09 山东省 苍山 一中 江苏

851 醉倚闲窗 尚永海 辽宁省 阜新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黄浦区 洋泾中学 syhwyx@sina.com

852 xia 夏友成 山东省 济南 河北省 良种场 1974.01 河北省 石家庄 平山中学 山东

853 liu57 刘慧敏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卞庄 1975.09 山东省 苍山 苍山一中

854 一一 闫一知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查哈阳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yizhi.yan@mail.ia.ac.cn

855 定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69.08 国营红岗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 kariyan1230@hotmail.com

856 唐老鸭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加乐 1968.11 红岗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 397629057@qq.com

857 南山酒徒 万晓农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 茶店 1965.09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七中 wanxn2005@126.com

858 川 麦永川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1968.11 国营红光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四十六中
学

QQ442430751

859 求索 广东省 SZ 广东省 沙井 1964.09 广东省 GZ WANG-Z-R@SOHU.COM

860 李国庆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70.05 乌兰布和 内蒙古生产建设 天津市

861 马车夫 广东省 肇庆 湖南省 蔡家岗 1968.12 湖南省 长沙 十二中七十二班

862 花开花落 P.Lee 国外 英国伦敦 陕西省 武功公社 1976.09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师大一附中

863 胡则清 浙江省 浙江省 1968.01 浙江省

864 红毛衣 魏金铭 北京市 昌平 无 黑龙江省 1963.10 友谊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月坛 无

865 离乡背井 张天河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油田 山东省 好声 1975.01 山东省 淄博市

866 被井离乡 张天河 山东省 东营 山东省 好声 1974.05 山东省 淄博 淄博5中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

867 云建 渝人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3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重庆市

868 渝人 和平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3 河口农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
兵团

重庆市 重庆市第25中学校

869 晚秋天使 涂薇萍 江苏省 苏州 江苏省 1970.01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苏州 xt491221725@sina.com

870 金秋 徐文驹 江苏省 江阴市 安徽省 棋盘 1971.11 上海市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中学 wx.goog@163.com

871 何心灵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872 老猫 齐双庆 吉林省 磐石市 北京市 石嘴 1968.11 吉林省 磐石 石嘴 qsq490805@163.com

873 sz_yxf 余小芳 湖南省 株洲市 湖南省 大同桥 1966.09 湖南省 攸县城关 sz_yxf@hotmail.com

874 兵团战友 吴国强 浙江省 杭州 内蒙自治区 1971.09 新安农场 内蒙古兵团 浙江省 杭州 love-jit2004@126.com

875 落霞孤鹜 文刀每文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胜峰 1968.12 湖南省 长沙 湖南师大附中 lm8386@cina.com

876 老广 欧阳 广东省 新疆自治区 1963.10 丰收三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feiyan2266@sina.com

877 weiyang2008 梁转源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9.09 名山 沈阳军区建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53中学 weiyang2008@163.com

878 孤羊 杨宝喜 北京市 西城区 云南省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 北京市 西城区 guyang7611@126.com

879 闪光 周景光 河南省 新乡 河南省 1974.09 河南省 新乡 新乡凤泉区

880 达靖国 北京市 东城区 内蒙自治区 树林子 1969.06
内蒙兵团二师十二团一连（沙
头）、五连（二顺才）兵直一
八零发电厂（乌拉山）

北京市 东城区 dajingguo88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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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
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881 刘勇 刘勇 四川省 四川省 1975.03 四川省 lzszdn@163.com

882 bxxblhp 刘和平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bxxblhp@126.com

883 高炮 高生宝 上海市 上海 黑龙江省 一营 1968.01 29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上海 March_gao@yahoo.com.cn 11

884 大海 李富 山西省 大同市 山西省 水泊寺 1973.12 山西省 大同市 大同二中 li_rich@sina.com

885 游蟒 龚燕蟒 安徽省 宣城市 黑龙江省 富海 1970.06 上海市 普陀区 黄陵中学 gongyanmang2000@yahoo.com.cn

886 fuyishen 马志宏 安徽省 蚌埠市 吉林省 桦树公社 1968.11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三中 fuyishen@sina.com

887 在野本 许少力 广东省 汕头 海南省 1971.11 建设兵团 广东省 汕头 368499210@qq,com

888 火腿老法师 何建源 上海市 新疆自治区 1964.05 新疆生产建设 上海市 oijanry@hotmail.com

889 神 苏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安徽省 马厂 1968.10 安徽省 天长 天长中学 car08@tom.com

890 hamba7ap 杨志立 湖南省 娄底市 湖南省 上江圩 1964.11 湖南省 长沙市　 ba7ap@163.com

891 秋风 立冰 四川省 南充市 四川省 争胜 1969.01 四川省 绵阳 三台一中 zhanglibo2806@sina.com

892 轱辘 刘新迪 湖南省 华容县 新疆自治区 1969.0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893 孙小妮 孙桂荣 天津市 河东区 河北省 昝新屯 1969.01 天津市 wss6401@vip.sohu.net

894 金文华 上海市 上海 江西省 1968.01 上海市 alfa9shao@hotmail.com

895 追忆 追忆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70.08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
设兵团

北京市 lanlan0821@sina,com.cn http://xz8.2000y.net/admin/uploadfile/200491417234071873.gif

896 dsq 戴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 1967.1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四十四中学 dsq@cueb.edu.cn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资处

897 雨中等你 张泽荣 湖北省 恩施洲巴东 无 湖北省 溪丘 1978.12 无 无 湖北省 恩施洲巴东 巴东三中 zhangzeronh2001@yahoocom.cn 无

898 abang 阿浜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abang1954@sohu.com

899 晓晨 陈胜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chensheng1952@sina.cn

900 陶美萍 陶美萍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黄浦区 kitty-908@163.com

901 本溪知青 刘杰 青海省 西宁 辽宁省 高官公社 1968.10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高级中学

902 知了 胡昌珊 浙江省 台州市 黑龙江省 盘古 1970.11 盘古林场 林业局 浙江省 海门 海门中学

903 一丁 邹粤闽 福建省 龙岩市 福建省 河田 1973.03 福建省 长汀 长汀一中 yueminzou@tom.com

904 69届 浦银娣 安徽省 霍山 安徽省 西寺坡 1970.01 上海市 上海东新中学 puyindi@163.com

905 闫振泰 闫振泰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 孝义 1975.12 山西省 太原市 晋机中学 yanzhentai@freemail.sx.cn

906 陈志 陈志 陕西省 黄陵县 陕西省 桥山 1969.11 北京市 朝阳区 垂杨柳一中 aercal@126.com

907 老任 任志钢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建设兵团五
师48团7连 北京市 北京铁三中 rengangy@sina.com

908 绿茵 王伟 北京市 海淀 陕西省 新市河 1968.12 北京市 海淀
北京师范学院附
属中学

- -

909 zhuzhu 朱振洪 北京市 吉林省 东河公社 1969.03 上海市 上海比乐中学 zhuzhenhong940@sohu.com

910 杨跃进 湖北省 红安 湖北省 高桥 1975.09 湖北省 红安 占店中小学

911 年轻——牛 骆大群 天津市 河北区 甘肃省 玉门 1964.07 饮马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 天津市 河北区
天津市河北区昆
一小学

luo0217@sina.com

912 17岁 张跃 重庆市 沙坪坝区 重庆市 忠兴 1975.08 重庆市 沙坪坝区 重庆市24中学 blzhangyue@sina.com

913 松松 宋向东 江苏省 宜兴 黑龙江省 1968.08 北京市 sxd1141@hotmil.com

914 染估佬 文全林 江西省 江西萍乡 江西省 1970.01 建设兵团 江西省 江西萍乡 江西萍乡一中 Wqlxp@163.sina.com

915 丁正新 河南省 郸城 新疆自治区 1969.0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库尔勒

916 王金生 新疆自治区 玛纳斯 新疆自治区 1969.0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玛纳斯

917 刘其新 新疆自治区 库尔勒 新疆自治区 1969.0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918 单伯阳 山东省 文登 新疆自治区 1969.0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919 潘立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六中 panli@hqcec.com

920 细雨润无声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 bfypbs@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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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921 冬至 HO 香港 广东省 河口 1968.10 广东省

922 刘斌香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923 北部非洲 刘北飞 广西自治区 梧州市 广西自治区 大坡 1969.02 广西自治区 梧州市　 梧州一中 lbf2738@263.net

924 寻梦者 张庆秋 广西自治区 柳州市 广西自治区 洛崖 1974.11 广西自治区 柳州市 柳铁一中 zhqingq@lz.gx.cninfo.net

925 我能 郎留柱 江西省 彭泽 江西省 爱民 1968.11 江西省 南昌 南昌八中

926 美子 mz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自治区 大塘 1976.10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927 西北风 苏洪 广东省 河源 甘肃省 河西堡 1976.03 河北省 定州 金昌中学

928 过来人 范金龙 甘肃省 天水市 云南省 1970.10 景洪 原云南生产建设 上海市 南市区 fyw8363419@163.com

929 遊子 ｚｈｇａ 国外 日本 内蒙自治区 成吉思漢 1975.08 内蒙自治区 扎蘭屯市 第三中学 kj-tokyo@dream.ocn.ne.jp

930 老程 程宝民 天津市 河北省 北窝铺 1969.01 天津市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laocheng53@12.com

931 张福春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依龙 1970.04 上海市 上海市沪东中学 zfc530409@hotmail.com

932 一想就寒心 余秉忠 湖北省 襄樊 湖北省 新市 1969.02 湖北省 武汉 xflaoyu@263.com http:qmrj.icpcn.com

933 求浩 北京市 浙江省 1969.01 浙江省 杭州市

934 知命客 杨世经 贵州省 余庆 贵州省 新台公社 1968.11 贵州省 遵义 第二中学 ysl19562000@yahoo.com.cn

935 老黄 黄显明 四川省 攀枝花 四川省 广田 1974.08 四川省 隆昌 隆昌二中 huangxm0303@sina.com

936 yingzi 李颖 山东省 枣庄 江苏省 赵庄 1970.05 江苏省 徐州 徐州一中 yingzi.nihao@126.com

937 英雄男儿 袁尚志 广东省 深圳 河北省 振头 1975.04 河北省 石家庄 石家庄第二十三中学 yszmr@163.com

938 英夫斯基 张家荫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安丰 1969.01 湖南省 长沙 四中

939 c.p. chan ping 国外 山西省 三管 1968.12 北京市 东城24中 ping.chan@shuion.com.cn

940 快乐女神 媛媛 广东省 深圳市 辽宁省 德兴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八中学 wen0531@21cn.com

941 shihan 施汉昌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沙麦 1967.10 北京市 hanchang@tsinghua.edu.cn

942 昔日小伙变成老
哥

郑文宽 福建省 厦门 福建省 武东 1969.09 福建省 厦门 xrxhbclg@163.com

943 心慧 黄顺花 广东省 深圳 广东省 坪上 1968.01 广东省 梅州 yuhui919@126.com

944 海潮 安顺 广东省 深圳 江西省 1968.08 江西农建师一团一
连

江西省 南昌 八中 ftsjxas@163.com

945 1234 谢凤琴 内蒙自治区 临河 内蒙自治区 新华 1965.08 北京市 朝阳 女四中 13154785466

946 fanl30 忆青 浙江省 宁波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 fanl30@163.com

947 68届 张文钦 河北省 张家口 河北省 阎家堡 1969.04 河北省

948 武振宗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74.12 前哨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第四十九中学

949 lz 刘勇。刘琴。刘
波

四川省 阆中市 四川省 共和 1975.03 四川省 阆中市 东风中学 Lzszdn@163.com

950 aa 王琴 四川省 阆中 四川省 石子 1975.03 四川省 阆中 东风中学 Lzszdn@163.com

951 mafeng 天津市 云南省 1966.02 天津市

952 卢克强 芦晋安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 梁源 1968.11 甘肃省 兰州市 兰州七中 lujinan_china@sina.com

953 流思 张侠 辽宁省 大连 辽宁省 莲花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zspkp@yahoo.com

954 海之韵 安徽省 蚌埠 安徽省 桃圆 1968.10 安徽省 haizhiyun0928

955 霓裳怨 孙文慧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陶店 1968.1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七中 sunwenhui555@sina.com

956 王庆忱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wangqingchen@cctv.com

957 乔中青 香港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兵团 北京市 qiaozhongq@yahoo.com.cn

958 蹉跎年华 一平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徐堤公社 1971.02 湖北省 武汉市

959 junlin JunLin 国外 新西兰 福建省 城关 1972.01 福建省 仙游 仙游二中 junslin1@yahoo.com

960 江岸 董玮琳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自治区 百育 1973.10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南宁市第十六中 dongweil@126.com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7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8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09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0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1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5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961 樊更国 吉林省 珲春市 吉林省 哈达门 1968.09 吉林省 图们市 图们铁路中学 hc_fgg@126.com

962 小解 解淑琴 吉林省 珲春市 吉林省 密江 1969.03 上海市 虹口区 临潼中学 hc_fgg@126.com

963 胡冀平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临淮 1968.11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八中 hujp@jstvu.edu.cn

964 812682 郭锦波 广东省 连 广东省 1970.06 前进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连

965 李秀明 河南省 河南省 百尺 1968.12 河南省 MINGXIULI2005@YAHOO.COM.CN

966 耕耘居士 杨昌林 云南省 昭通 云南省 苏甲（建设） 1975.09 云南省 昭通 昭通地区第二中学 gengyunjushi@163.com

967 易铭 吴用昭 吉林省 长春 北京市 两家 1969.03 北京市 西城区三里河 北京十三中 yongzhaowu@126.com

968 杜长福 北京市 丰台/ 河北白沟 内蒙自治区 1969.04 西山嘴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东城区 帅府园中学[166中] weidong0506@sohu.com

969 老骥伏枥 赵建国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里庄 1968.11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新宁中学 zjg_tqq@hotmail.com

970 吕鉴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民族 1969.05 天津市 第十二中学 lujian1951@126.com

971 李宝强 北京市 西城区前帽8号 黑龙江省 1969.08 青龙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五团十连

北京市 清华附中69届 123697635@QQ.com

972 羊楼 王铁明 浙江省 宁波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北京军区内蒙古
建设兵团

浙江省 宁波 forever-0574@msn.com

973 荒村沽酒 刘荫民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榆树农场 1970.08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铁路中学 lym_cn@163.com

974 风铃 袁慧琴 湖南省 湖南省 花数 1975.03 湖南省 yhq5578@sina.com

975 小朱先生 朱述勇 江苏省 淮阴 江苏省 东辛 1968.10 江苏省 淮阴 清江中学 zhushuyong51@yahoo.com.cn

976 朱仔 朱天红 广东省 兴宁市 广东省 1970.03 国营珠碧江农
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兴宁市 兴民中学

977 zxc zhouxiaochuan 湖北省 wuhan 河北省 1968.03 北京市 jyzx@znufe.edu.cn

978 知音。老人家 雯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70.02 南俸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

979 断鸿声里 广东省 深圳市 河南省 卡房 1968.09 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十九中学 gengjinggong@yahoo.cn.com

980 陈渔生 广东省 珠海 海南省 1966.01 和岭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

广东省 澄海 yusheng4040@163.com

981 smh532002 沈明华 浙江省 临海市 内蒙自治区 乌拉山化肥厂 1971.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乌拉山化肥
厂

浙江省 smh532002@yahoo.cn.com

982 yehc31869 叶宏昌 安徽省 马鞍山市 安徽省 双桥 1968.11 安徽省 蚌埠市 蚌埠市第七中学 yehc31869@hotmail.com 老三届

983 有信心 霍丽君 陕西省 志丹 陕西省 顺宁 1976.01 陕西省 志丹 zdhlj@163.com

984 知音 老人家 文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70.02 南奉
广州生产建设兵
团

广东省 广州 457544359

985 阿芳 芳姐姐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68.09 南奉
广州生产建设兵
团

广东省 广州 457544359

986 zbl09 河南省 郑州市 湖南省 新圩 1976.08 湖南省 新田县 新田县一中 zbl09@163.com

987 大宋 宋达熹 广东省 深圳 广东省 1968.11 幸福农场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市第十五中学 dasong@21cn.net http://dasong1949.photo.163.com

988 云中鹤 梁德如 安徽省 合肥 安徽省 三十铺 1968.12 安徽省 六安 六安二中 zhule@ah163.com

989 太古真人 郭小林 广东省 广州市 湖北省 罗杨 1968.10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十四中 gxlin50@163.com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旭景东路35号

990 何平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盈口 1975.04 湖南省 怀化市
怀化三中（亦称怀化
直属中学）

heping20052005@126.com

991 胡文慧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陕西省 xshit@eyou.com

992 二胖 再学 云南省 昆明 黑龙江省 红旗生产队 1968.10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桦林 橡胶厂子弟中学

993 雨笠烟蓑 华平一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交道公社 1968.12 陕西省 hpytop@vip.sina.com http://hpytop.nease.net

994 我这一辈子 张生 河北省 邯郸 河北省 1973.08 河北省 邯郸三中 zjz550914@163.com

995 季风 刘佰平 辽宁省 营口市 辽宁省 三台子 1968.09 辽宁省 营口市 jialiulaosi-00@163.com

996 老儿 汪元林 贵州省 都匀 贵州省 上隆 1973.08 上 贵州省 罗甸 罗甸民中 342385479@qq.com

997 也走上 贵州省 都匀 贵州省 上隆 1973.09 上隆 贵州省 独山

998 老木疙瘩 杜泰杰 安徽省 马鞍山市 安徽省 金集 1973.12 上海市 黄浦区 浦光中学 dutaijie@tom.com

999 河海 曾秋云 湖南省 怀化市 湖南省 滩头 1972.03 湖南省 邵阳市 zengqiuyun@126.com

1000 刊心果 开心果 上海市 加定 云南省 1971.04 -师六团十四营三
连

上海市 加定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2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3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3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3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3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3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3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4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5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6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70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001 不可多说 张大军 陕西省 西安市 乌克兰 陕西省 零口 1974.04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二十一
中学

zhangdajun2000@hotmail.com

1002 姜梦山 北京市 北京市 1969.07 北京市

1003 翠花 王翠花 上海市 普陀区 安徽省 1972.11 果园场 建设 上海市 普陀区 wxx13@hotmail.com

1004 老漆树 刘绍文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liushw2005@sohu.com

1005 朱英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依牛堡 1968.09 北京市 沈阳市第一中学 xinyu361@tom.com

1006 柳贵波 广东省 潮阳 海南省 1969.11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

广东省 潮阳

1007 大漠之狼 徐泉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杨陵 1975.10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二十六
中学

xxuqquan@eyou.com

1008 mfz 孟繁忠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mfz5062@yahoo.com

1009 卢介坤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3 襄河种马场四
分场

上海市 杨浦中学68届 ljkaa@sina.com

1010 『蹉跎岁月』超
然

四川省 成都市 云南省 1971.04 勐撒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二十五中 qi_08091091767@sina.com

1011 锐利 晋黎彪 山西省 晋城 山西省 停河铺 1968.01 山西省 黎城 黎城西井

1012 大胡子 陈长乐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北京四中 chchle@sina.com

1013 石头屏 肖翠屏 北京市 朝阳区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省建设兵团 北京市 bjhkxcp@sohu.com

1014 冰雨 国外 河北省 1975.10 河北省 jian1982_01@sina.com

1015 知青子女-樱子 李国梁 上海市 新疆自治区 1963.01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二师三
十四团

上海市 liying_26@hotmail.com

1016 pkq1949 pkq 湖南省 湖南省 砖桥 1968.12 湖南省
原长沙市第二中
学

pkq@tom.com

1017 田野青青 刘启碧 重庆市 江北区 重庆市 石龙 1972.01 重庆市 江北区 203中学 lqb198@sina.com

1018 雅石 唐先生 湖南省 邵阳 湖南省 塘田 1976.10 河边 湖南省 邵阳 tsh96@126.com 无

1019 兰天上的白云 兰天上的白云 辽宁省 抚顺 辽宁省 1968.01 辽宁省 抚顺

1020 xiyang jiangnvshi 黑龙江省 mudanjiang - 黑龙江省 caihe 1970.12 - - 黑龙江省 mudanjiang - - huaxia

1021 17ruey 常江 广东省 东莞 江苏省 古柏 1968.10 江苏省 南京 南京第四女中 17ruey@sina.com

1022 夏日 四川省 河南省 1969.08 河南省 xiari@163.com

1023 赤色火焰 陕西省 陕西省 1969.12 陕西省

1024 情缘 刘建华 山东省 青岛 甘肃省 1965.06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 山东省 青岛 bobby00@public.qd.sd.cn

1025 QQ 周康荣 上海市 上海 云南省 建设 1968.01 上海市 上海 求实中学 jiayi@sohu.com

1026 亚瑟 赵军 浙江省 宁波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

浙江省 宁波市 青年中学 nbzhaojun@163.net

1027 老聃 山建华 江苏省 东台 江苏省 富东 1969.01 江苏省 东台 dtjhm@pub.yc.jsinfo.net http://www.dtqp.com.cn/ywzy/

1028 qiqi 刘凤岐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6 独立三团4营2连 天津市 汉阳道中学 tianjinhm@163.com

1029 RENJD renjd 江苏省 南京 四川省 五一 1968.12 四川省 成都 renjd@fujitsu-nfcp.com

1030 四眼 李世春 北京市 宁夏自治区 1965.09 平吉堡 北京市 北京63中 是纯利·126.

1031 qushumei 曲淑梅 天津市 天津市 西郊王顶堤 1976.07 天津市 qushumei_123@163.com

1032 百岁 刘梦遂 北京市 北京市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海淀区 101中学 liumeng13@sohu.com

1033 hha 贺宏安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1968.12 陕西省 西安 第22中学 hha1952429@126.com

1034 映山红 广东省 广州 江西省 1968.10 江西省

1035 映山红 广东省 广州 江西省 1968.10 江西省

1036 fanruihou 范瑞厚 江苏省 海安县 江苏省 海北 1968.09 江苏省 海安县 海安县中学 ruihou185@sina.com

1037 熊志发 熊志发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黑龙江省 1968.05 兴凯湖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铁路一
中

xy1306＠126.com

1038 小于 于 北京市 山西省 东湖 1968.01 北京市 narvita@yahoo.com.cn

1039 enqiy 上海市 安徽省 1971.10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enqiy@hotmail.com

1040 sufeiwang 王晓萍 辽宁省 大连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七中 sufeiw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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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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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041 快乐的农夫 李坚 江苏省 南京市 辽宁省 花院 1970.04 辽宁省
原旅大市现大
连市

lliijj0195@sina.com

1042 阿明 蓝瑞明 香港 广东省 1968.11 五　一　
广　州　军　区
　生　产　建　
设

广东省 　广　州 广东省实验中学 lanruimingkejiaren@yahoo.com.cn www.lanruiming.com

1043 (重复) (重复) 香港 广东省 1968.11 新疆自治区

1044 鉴河柳叶 shenjipu 广西自治区 百色市 广西自治区 1973.10 黄连山林场 广西自治区 德保 德保县东关初中 shenjipu1216@163.com

1045 良玉 白玉良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 北中马 1968.01 河北省 石家庄 baisir@yahoo.com.cn

1046 兰珍 兰珍 江苏省 无锡 江苏省 1969.03 东海 建设 江苏省 无锡 diamondlkj@hotmail.com

1047 tony933 余汤铭 国外 Lakeville, 美国明州双城 北京市 密云, 十里堡 1976.07 北京市
北京和平街二中/北
京工业学院/UofM tony933@yahoo.com http://www.geocities.com/tony933

1048 老许 许振华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燕坊 1974.07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n14944sn3@hotmail.com

1049 江上隐者 赵德邻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索伦 1968.09 天津市 zdl171@163.com

1050 冬蛙 吴汉雄 广东省 汕头市 海南省 1969.12 西庆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汕头市 红军中学 待查 0

1051 lhpxtl 罗和平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3 河口农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
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

重庆市 重庆市第25中学校 lhpxtl@163.com

1052 唐基 王宝钧 广东省 珠海市 辽宁省 东郭苇场 1971.12 辽宁省 沈阳市 WBJ@zhuhaigas.com.cn

1053 一痕 管竞新 北京市 USA 吉林省 三家子 1969.03 上海市 复兴中学 artscope@yahoo.com

1054 wjj806 wjj806 河北省 保定 广西自治区 1957.01 广西自治区 荔蒲 wjj806@sina.com

1055 阿建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 北京市 jameshuang15@yahoo.com.cn

1056 70届 李清华 山东省 济南 内蒙自治区 1970.09 北京市 zhaoweijie1979@126.com

1057 关工 郑红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 茅河 1975.08 四川省 名山县 zhenghong5910@126.com

1058 龙卷风 陈和根 上海市 嘉定区 黑龙江省 兴隆 1969.11 黑龙江省呼玛县
北疆农场

上海市 chenhegen@hotmail.com 上海市嘉定区

1059 刘乐怡 上海市 浦东 江西省 1970.03 江西生产建设 上海市 卢湾 liuleyi@citiz.net

1060 tjrlsl 王树林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6 黑龙江建设兵团 天津市 TJRLSL@163.COM

1061 mingde 李明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1968.11 晨星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

广东省 广州市 第44中学 lim@getdd.gov.cn

1062 ljf5945 魏玉敏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 1968.01 甘肃生产建设兵
团饮马场

甘肃省
兰州市红古区
海石湾

ljf5945@west100.com

1063 凌水 孙延平 辽宁省 凌源市 北京市 小城子 1965.09 辽宁省 凌源市 凌源一中 syplyq@126.com

1064 冰雹 靳世青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北州 1968.12 湖北省 武汉市
武师附中（现称：
湖北大学附中）

jincqxx2004@163.com

1065 铁力知青 张 天津市 南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独立二团

天津市 南 新港中学

1066 老笨 刘一兵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沙麦 1967.11 北京市 liuyibing@bfa.edu.cn

1067 pingping wu ping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 源头 1969.01 广西自治区 pingpinganan5566@tom.com 广西南丹

1068 平平 伍 平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 头源 1968.01 广西自治区 pingpinganan@tom.com 广西桂林

1069 shfwgs343 陈春朝 河南省 安阳市矿务局 新疆自治区 71团 1969.04 新疆自治区 库尔勒
原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工交部子女学校

shfwgs343

1070 武丽云 武丽云 北京市 丰台区 黑龙江省 1969.08 854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市女十中 grace.wang@sanofiaventis.com

1071 梁宝金 辽宁省 抚顺 辽宁省 上夹河 1968.09 辽宁省 抚顺 新宾一中

1072 姚建元 上海市 安徽省 王安 1968.01 上海市 yaojy1020@yahoo.com.cn

1073 yyyywwww 杨文义 上海市 辽宁省 土城子 1968.10 辽宁省 北票 五间房中学 yyyywwww@sohu.com

1074 老Y 老Y 广东省 珠海 广东省 长江 1974.02 广东省 仁化 长江中学 zhqcy55@163.com http://cjzq1974.anyp.cn/default.aspx

1075 Tutu 辜家英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4 河口/霸撒 雲南兵團 北京市 kujiaying@yahoo.com

1076 海豚 yangweiguo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 城关 1975.07 北京市 gzfjywg@sohu.com

1077 如兰 广东省 深圳市 吉林省 德新 1968.01 上海市 普陀区 wuaohuarulan@hotmail.com

1078 如兰 广东省 深圳市 吉林省 德新 1969.04 上海市 普陀区 wuaohuarulan@hotmail.com

1079 扇子 河南省 河南省 十八里河 1968.01 河南省 郑州市 纬五路中学 wangbr315@hotemail

1080 江姐 江先珍 重庆市 江北 云南省 打洛 1971.06 黎明 云南省建设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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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知青心曲 瑞礼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三道公社 1975.09 黑龙江省 牡丹江
国营桦林橡胶厂
子弟中学

zrk612356@sina.com

1082 Daishufen 天津市 河北区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北京市 wyfwy@126.com

1083 心仪0731 广西自治区 南宁 甘肃省 1968.01 广西自治区 南宁 BLUE_NIGHT_STAR@SINA.COM

1084 爬山藤 刘流 重庆市 重庆市 北京市 杨桥公社 1969.11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1085 永远的叶子 王西婴 陕西省 陕西省 张家 1977.10 陕西省 西安市 wxiying

1086 卢克强 芦晋安 甘肃省 兰州市 甘肃省 梁源 1968.01 甘肃省 兰州市 lujinan_china@sina.com http://bbs.club.sohu.com/list_elite.php?
b=literature

1087 苍苍 －－－－－ 贵州省 遵义市 北京市 1974.05 北京市 pingmingwang@126.com

1088 游子 汪嘉玢 湖南省 长沙市 安徽省 管店 1969.12 上海市 上海市行知中学 445073372@QQ.com

1089 兵团朋友 蒙淑华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海淀区 西颐中学 mengshuhua966@sohu.com

1090 兵团朋友 陈云霞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海淀区 西颐中学

1091 祝纪正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海淀区 北大附中 ZHUJIZHENG530212@SINA.COM

1092 翻江倒海 孟继友 辽宁省 抚顺 没有 内蒙自治区 八肯中 1975.08 辽宁省 抚顺 ５９中 tzjs49@163.com 没有

1093 老西子 赵志仁 北京市 山西省 1968.11 北京市 138中学

1094 刘宝琴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海淀区 西颐中学

1095 倾缸大雨 秦霖 湖南省 衡阳市 湖南省 岭茶 1968.01 湖南省 衡阳市
衡阳市四中（原
仁爱中学）

1096 wangiaoda521 王晓军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wanglaoda521@yahoo.com.cn

1097 mr.zyx.200508 仲明泰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 老圩 1968.01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市二中 mr.zyx.200508@163.com

1098 mr.zyx.200508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099 祥子 罗梅祥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勤业中学 yzfy912@hotmail.com

1100 郁斌 江苏省 内蒙自治区 哈日干吐 1968.09 天津市
天津市河北中
学66届高中 yubin@sina.com

1101 jiaojiao 矫江宁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 天津市

1102 下乡时代 张舰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黑龙江省 密山杨木 1968.01 山东省 daqing.z.j1968@263.net http://www.xxsd.cn

1103 河边人 李树保 广西自治区 桂林 广西自治区 两江 1974.11 广西自治区 桂林 桂林中学 不会用 不知

1104 笛风神 朱逖 湖南省 长沙市 北京市 1965.09 回农圩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二中（现
长郡中学）

cs-xy@cs-xy.com www.cs-xy.com

1105 老艺人 陕西省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anlezhang@163.com

1106 老乐 夏红雨 黑龙江省 大庆 黑龙江省 嫩北农厂 1969.01 嫩北农厂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acciden@21cn.com

1107 kiwi 徐亦兵 浙江省 温州 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鹿城区华
侨中学

AnneXv2004@hotmail.com

1108 车笠盟 王强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薛城 1968.10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三十四
中学

wangqiang_nj@sohu.com

1109 窦尔顽 武昂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乌加河 1965.09 北京市 wangxun0422@sina.com

1110 凤凰涅磐 张宝珍 天津市
武清县王庆坨
镇

河北省 巴克石营 1968.01 天津市
河北区十字街义
方巷5号

河北区十字街小
学 河东区三槐里
中学

zhe_wj@126.com

1111 冰霜 赵连刚 山西省 山西省 高村 1975.12 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

十三冶 山西省 273979583＠qq.com

1112 乔中青 香港 北京市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qiaozhongq@yahoo.com.cn

1113 张朝艺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 1970.04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Zang_cy99@yahoo.com.cn

1114 难忘69 李松澄 北京市 东城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五师边字500直属科
研三连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铁路第三中
学

lisc@ciccc.com

1115 hedana 何大拿 重庆市 大渡口 青海省 1965.10 青海生产建设兵团 甘肃省 济南一中 gougoumao04@163.com

1116 gougoumao04 何立 山东省 美国 华盛顿 青海省 1965.07 青海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一中 gougoumao04@163.com

1117 寄儿 用谦 福建省 南平 福建省 元坑 1968.01 福建省 福州 福州一中 blag@sohu.com

1118 秋霜风雪 黑龙江省 安徽省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

1119 BBC朝歌 董守良 国外 英国伦敦 湖南省 1968.12 西洞庭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二中 gsd2003@yahoo.com

1120 老灯 邓运周 重庆市 渝北区 四川省 三合 1969.11 重庆市 北碚区 朝阳中学 dyz-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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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121 youpeng 陈亚平 国外 美国，加州 黑龙江省 1968.06 名山 设字205信箱,12团，15连 北京市 酒仙桥中学 chenyaping@yahoo.com

1122 赵文辉 河北省 内蒙自治区 大黑河 1968.09 天津市 61中 abcde@inhe.net

1123 虎林 朱建宁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05 850 黑龙江建设兵
团4师38团2连 上海市

1124 小妹 朱静怡 上海市 江苏省 姚桥 1968.01 上海市 zp780826@sogou.com www.hxzq.net

1125 乌兰布和 浙江省 内蒙自治区 1969.06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浙江省 临海

1126 王邦奕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牛家 1975.07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十七中 bangyi@sina.com

1127 一木成林 于洪波 辽宁省 本溪市 辽宁省 药王庙 1968.09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市第六中学 yimu7796@163.com

1128 乐哈哈 乐哈哈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zjoh@163.com

1129 同心圆 李小维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飞山 1965.09 湖南省 长沙市 lixiaowei987@yahoo.com

1130 一粒沙 艾子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 1971.11 钱江 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浙江省 杭州市 xsycdy555@126.com QQ568055137

1131 张育志 张育志 内蒙自治区 锡林浩特 内蒙自治区 罕乌拉 1971.04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 内蒙自治区 赤峰 赤峰市四中

1132 SHML 邵明路 香港 陕西省 安沟 1969.02 北京市 北京四中

1133 ZRH 臧若华 香港 北京市 黑家堡 1969.01 北京市 北京师大女附中

1134 遥看宇宙 火柔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泛水 1968.10 江苏省

1135 五味人生 王小恽 重庆市 山东省 1968.03 重庆市

1136 大兵 吴同杰 江苏省 苏州 安徽省 炎刘 1976.12 安徽省 六安

1137 天琪公 徐昭琪 内蒙自治区 丰镇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 天津市 32中 fztqgs@163.com

1138 囡囡 刘建玲 天津市 红桥区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农 天津市 sj_zs@eyou.com

1139 袁功 江苏省 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10 北京市 njzhzhzh@jlonline.com http://www.52blog.net/user1/22343/index.shtml

1140 黎村 樊钢 北京市 宁夏自治区 1965.09 林业建设兵团 北京市 fanbo80@tom.com

1141 许彦杰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xuyanjie1953@21cn.com http://spaces.msn.com/members/xuyanjie1953

1142 杨忠杰 辽宁省 辽阳市 辽宁省 灯塔 1968.09 辽宁省 辽阳市 young7445@163.com

1143 小河水 李小兵 上海市 普陀 贵州省 谢坝 1969.04 上海市 吴淞 上海吴淞中学 lxb1115@etang.com

1144 田庆余 田庆余 北京市 丰台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宣武 136中学 siemenstian@sina.com

1145 开心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 北京市 北京127中学 guanzc220@sohu.com

1146 果珍李柰 李晓苹 河南省 郑州市 河南省 张陶 1969.04 北京市 5742568lxp@163.com 网易部落

1147 小清 王清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五星 1968.01 天津市 wq511231@yahoo.com

1148 没见过世面 杨公明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琉璃寺 1970.05 山东省 济南 ygm2728@tom.com

1149 luniuxa 陶文松 陕西省 西安 山东省 龙阳 1974.01 山东省 济宁 ttaohlx@sohu.com http://www.luniuxa.com

1150 6724 李庆平 北京市 山西省 石家庄 1968.12 北京市 bjpeiqi@126.com

1151 just and just 谢华 上海市 闵行区 北京市 1968.01 江西省 宁都 xiehuatengshun@163.com

1152 姜永良 四川省 成都 云南省 芭蕉林 1971.05 孟定
中國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
兵团

四川省 成都 hongwentang@21cn.com 四川成都市青华路31号成都文物古玩市场二
期e区-3号;

1153 suzi suzi 福建省 漳州 福建省 新圩 1969.09 福建省 漳州 suzi56@163.

1154 贤地道人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1968.08 江苏省 464082849@qq.com

1155 颠峰 贾双茂 四川省 成都 无 四川省 沙溪 1975.08 四川省 宜宾 八一二子弟校 jiashuangmao@126.com

1156 网络先丰 浙江省 黑龙江省 乐业 1969.03 浙江省

1157 张振松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8.01 黑龙江省 哈尔滨 flywanghao2003

1158 屠文彪 屠文彪 上海市 云南省
勐棒农场4分场
工程连

1969.09 勐棒农场4分场
工程连

勐棒农场4分场工程连 上海市 haijiao2@sian.com

1159 青山 柴岗 河南省 河南省 1970.01 河南省 qingshan99@yahoo.com.cn

1160 金子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8.11 名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五十三
中学

jinzi123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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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老友 陈静媛 辽宁省 大连 无 辽宁省 菠箩赤 1968.10 愤法 是是是 辽宁省 本溪 无 feiyang772340@sina.com 5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

1162 囝囝 新知青 天津市 江苏省 1974.11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苏州市第１１中学 ZHANGHONG6663@SOHU.COM

1163 云中孤帆 云帆 江苏省 无锡 北京市 1968.10 解放军第三十九军 江苏省 无锡 南京大学 hkq7777@sina.com

1164 萧雁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11 七星泡 天津市 大沽路中学 barkley@eyou.com

1165 周建设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生产建设 天津市 天津市第四中学 barkley@eyou.com

1166 daishulin 代书林 湖北省 武汉汉阳 湖北省 尺八 1977.09 湖北省 武汉桥口
武汉市桥口五七学
校

dsl@tom.com

1167 大宋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11 东方红林场 甘肃省 baijiachan@126.com

1168 范康明 上海市 安徽省 关集 1970.05 上海市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
学

kangmingfan@hotmail.com http://www2.blog.163.com/-LIx0.html

1169 知音 广东省 广东省 1970.01 广东省

1170 苹果小怪 和平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城关大塘 1969.01 湖北省 武汉 十六女中 YLHP100@SINA.COM

1171 sunm 孙勉 浙江省 温州 黑龙江省 1969.05 军川 黑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鹿城区第六
中学

1172 金山 付濂锟 四川省 成都市 云南省 1971.09 陇川拉线分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龙泉中学 flk998@sohu.com

1173 老沈 沈允安 上海市 上海 黑龙江省 西丰 1969.01 浙江省 杭州 临平中学 s581321@126.com

1174 飞白 孙书权 天津市 南开区 北京市 1965.0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ssq8765@sohu.com

1175 一起下过乡 浙江省 温州 黑龙江省 1969.06 莲江口 浙江省 温州 GYX@zjip.com

1176 颖人心悦 唐颖中 安徽省 枞阳 安徽省 老洲 1974.03 北京市

1177 鱼眼龙 Jesse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 北京市 chinavr2004@yahoo.com.cn http://www.chinavr.net

1178 古今新人 江西省 赣州 江西省 五云 1978.05 江西省 赣州 赣州四中 lmzls921@163.com

1179 为伊消得 阴元昆 山东省 聊城市 山东省 梁水镇 1974.10 山东省 聊城市
山东省工会管理干
部学院

yyk57@126.com

1180 泾河水 敬友平 陕西省 泾阳 陕西省 王桥 1968.11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41中学 www.126.com

1181 玫子 玫子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 岗集 1968.10 安徽省 合肥市 合肥第六中学 xxxx_d@sina.com

1182 何必悲秋 Chenyouhui 福建省 三明 福建省 1973.03 福建省 福州

1183 周伯通 内蒙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内蒙自治区 鄂伦春 1968.10 内蒙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铁路职工子弟中学

1184 山外青山 扈瑞芳 山东省 聊城市 山东省 许营 1974.10 山东省 聊城县 459441115@qq.com

1185 dalu 姚助国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建设 北京市 yaozhuguo@163.com

1186 大陆 姚助国 上海市 浦东新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兵团3师30团5连\汽车
连

北京市 丰台区 长辛店铁中 yaozhuguo@163.com

1187 刘冲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巴彦 1968.09 北京市

1188 wenzzq 孙勉 浙江省 温州 黑龙江省 1969.05 军川 黑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温州
温州市鹿城区第六
中学

sunm1952@yahoo.com.cn

1189 凝香梅 夏建农 江苏省 高邮市 江苏省 1971.12 江苏生产建设 江苏省 南京 abc03920479@sina.com http://1444701.anyp.com

1190 67届 奚从义 江苏省 昆山 贵州省 云里 1969.03 上海市 上海市金沙中学 xcyand514@sina.com

1191 aiwen123 申鸣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陵前 1975.05 五道塬 362 陕西省 西安市 hejiao63@yahoo.com.cn

1192 猎人 桑新光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 1969.04 农四师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工交部子校

1193 65老插 天津市 山西省 三管 1965.08 天津市 55中学

1194 北美雪狼 耿长利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75.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
八团一营二十九连

黑龙江省 哈尔滨 jidihaigou@yahoo.com.cn

1195 寒雪冰花 刘厚芬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75.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
八团一营二十九连

黑龙江省 哈尔滨 beijixuehua@163.com

1196 杨子新 北京市 山西省 崞阳 1968.01 北京市 007yzx007@sina.com

1197 海河情 费思发 天津市 山西省 城西 1965.08 天津市

1198 郑延璞 山东省 聊城 山东省 李海务 1974.02 山东省 聊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1199 黑河麻雀 乔平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楼观 1975.10 陕西省 西安市 qiaoping69220@126.com

1200 蹉跎岁月 李军 北京市 河北省 陈家 1974.10 辽宁省 盘锦 li561006@163.com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4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4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4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5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6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7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8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9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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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201 mgr 马国荣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自治区 伶俐 1969.04 国营山圩农场 广西军区生产师 广西自治区 南宁市 mgr_168@yahoo.com.cn

1202 njlbq 罗必勤 四川省 内江市 四川省 五龙 1964.09 钱盘坡林场 四川省 内江市
内江高中（现 内江
一中）

njlbq@163.com http://www6.blog.163.com/-PcHC.html

1203 Mihai 马廷铎 北京市 北京市 青格力 1968.01 北京市 any_8858@hotmail.com

1204 马五六 石鲁生 山东省 济南市 青海省 1965.10 12师 山东省 济南市

1205 理策 唐昭崐 北京市 Sydney,Australia 山西省 石上/安福 1970.04 上海市 上海市培进中学 austangcn@hotmail.com

1206 dy9527008 丁定卡 四川省 泸州市 四川省 复桃 1972.06 四川省 泸州市 泸州二中

1207 叮叮猫 任兴 重庆市 重庆市 王家 1969.02 重庆市 rt0725@126.com

1208 糖老丫 常安娜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军山铺 1969.01 湖南省 长沙市 hellosunshinehi@163.com

1209 王宝平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 六师二十七团 1969.08 北京市 丰台区 fu7gangyilang@hotmail.com

1210 沙枣花 山东省 青海省 1968.01 山东省

1211 郑沙尔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北京月坛中学 zhengshaer@163.tom.cn

1212 fj 付杰 甘肃省 天水市北道区 甘肃省 吴柴公社 1975.04 甘肃省 天水市北道区 天水铁一种 gstsbdfj@163.com

1213 肖援鲜 肖援鲜 云南省 大理 云南省 者海 1968.01 云南省 会泽
以礼河职工子弟学
校

1214 一剑 吕剑平 河南省 济源市 河南省 黄庄 1973.11 河南省 焦作市 焦作二中

1215 杨侨蓉 四川省 泸 州市 四川省 江门 1972.06 四川省 泸州市 泸州师范

1216 知蛛 朱世华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天津市

1217 冉冉 华子 辽宁省 锦州 辽宁省 金星 1968.10 辽宁省 锦州 锦州四中 baoerredu@sina.com

1218 qb500417 秦保平 重庆市 渝北 重庆市 龙池 1969.01 重庆市 渝中
重庆市第四十一中
学校(巴蜀 qb500417@163.com

1219 胡朝珍 安徽省 六安市 安徽省 1968.01 四川省

1220 liyongkai 李永凯 河南省 新乡市 国内 河南省 西王村 1968.12 d d 河南省 原阳县 国内 lianxinihewo@sina.com 2

1221 青春流浪 白巍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潘新 1968.12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第二中学 bc2608@hotmail.com

1222 紫葡萄 紫葡萄 湖南省 湖南省 1968.01 湖南省

1223 吴家宁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乌拉盖 1968.08 北京市 101中 010 6582 3725

1224 林子涛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额吉诺额 1968.08 北京市 北京85中 gwa@china.com

1225 高斌 河北省 北京市 额吉诺额 1968.08 北京市 23中 13102520142

1226 cly 陈亚仲 福建省 宁德 福建省 石后 1970.01 福建省 宁德 宁德蕉城中学 cly5205@163.com

1227 红梅 许宏镇 重庆市 云南省 1965.12 东风总埸前哨
分埸

重庆市
重庆市第四女子中
学

xhz471710@163.com

1228 车老板 初国兴 北京市 山西省 1968.12 北京市 77中学

1229 mq666618 杨铁峰 黑龙江省 大庆 黑龙江省 1968.05 黑河一师(哈青独立
营)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十五中
学

muqing_666618@163.com 没有

1230 桂芝 张桂芝 河北省 廊坊市 河北省 大陆村 1969.06 天津市 河西区

1231 深莲 马博平 广东省 广州市 湖北省 人和 1976.08 湖北省 宜昌

1232 cpb 程沛彬 广西自治区 桂林 广西自治区 凤凰 1965.10 七里 广西自治区 桂林 peibin1015@sohu.com

1233 王新中 河北省 黑龙江省 巴彦公社 1968.09 北京市 东城区 一二七中

1234 一兰 赵继红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 安居 1968.12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一中 xh1952@yahoo.com.cn

1235 阿德 李益德 国外 悉尼 福建省 村头 1974.07 福建省 福州 福州市第三中学
dede1238@hotmail.com ;
 david@creativepack.com.au

1236 龙生
郑健（阿
三）

上海市 徐汇区 黑龙江省 润津 1970.08 上海市 徐汇区 中国中学 457400924@qq.com 457400924@qq.com

1237 lhn 刘会宁 青海省 西宁 青海省 五十 1977.09 青海省 西宁 liuhuining1@sina.com

1238 网青 谈生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 决心 1968.01 上海市 虹口区 南湖初级中学 江苏南通

1239 马三 老副 山东省 青海省 1965.10 12 山东省

1240 山人 北京市 美国三藩市 北京市 长阳 1970.01 北京市 gychen97@hotmail.com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9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9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9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39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0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0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0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0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0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0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1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2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3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4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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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zd gawfwtAd 山东省 南京 内蒙自治区 1968.01 江苏省 南京 zhrthgsrghsrgawretgwrgwgwe

1242 唐丽新 唐丽新 湖北省 襄樊 黑龙江省 1969.08 856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journey.lv@vip.163.com

1243 双鱼 王瑛 河北省 唐山市 河北省 高各庄 1974.04 河北省 唐山 唐山21中 shuangyu138@sina.com

1244 一杯清茶 廉继民 河北省 唐山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1 内蒙建设兵团 北京市 丰台区 丰台12中 lianjimin@126.com

1245 王志农 王志农 河北省 唐山市 河北省 包各庄 1968.01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二中 shuangyu138@sina.com

1246 王小先 王小先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 1968.01 河北省 唐山 shuangyu138@sina.com

1247 王援朝 王援朝 河北省 唐山 河北省 上梨峪 1968.01 河北省 唐山市 shuangyu138@sina.com

1248 月兰花 月兰花 山西省 降县 山西省 霸強林场 1974.12 山西省 忻县 国营长城机器厂学校

1249 桂莲 桂莲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 五台山森林局 1975.02 山西省 代县 太钢中学

1250 润联 润莲 山西省 原平市 山西省 车厂作业组 1976.03 山西省 繁峙县 砂河中学

1251 桂荣 于桂荣 山西省 大同市 山西省 伯強林场 1976.03 山西省 宁五 187厂学校

1252 莲花 史桂莲 山西省 太原市 山西省 五台山森林局 1975.02 山西省 代县 太钢中学

1253 山鹰 易宇明 湖南省 长沙市 北京市 康家吉 1968.12 湖南省 长沙市 yiyuming1@sina.com

1254 老八板 岳春江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6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yue9452@sohu.com

1255 王玉才 北京市 山西省 冀村 1969.02 北京市
西城区宫门口横四
条8号 北京市第77中学 wangqi860@sohu.com

1256 哈哈 曹申星 北京市 陕西省 七里村 1969.01 北京市 北京七中 misscq@sohu.com

1257 张用菊 上海市 普陀区 黑龙江省 云山农场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258 raolihe 赵雪清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北京丰台三中 raolihe@yahoo.com.cn

1259 高 立 湖南省 常德 湖南省 杉板 1975.12 观山园艺 湖南省 临澧 临澧一中 ggg1958lll"yahoo.com.cn

1260 xiessiyi 谢思一 北京市 陕西省 七里村 1969.01 北京市 xiessiyi@126.com

1261 ZM 祝玫 北京市 山西省 杜庄 1968.12 北京市

1262 ZB 祝斌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dbzhubin@msn.com

1263 五石 马建军 河北省 保定 河北省 葛公 1968.01 天津市 和平区 天津九十中学 majianjun2004@sina.com

1264 鬓微霜 河南省 河南省 1968.11 河南省 开封 pipi7498@tom.com

1265 卡捷琳娜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76.07 兵团直属单位：跃进
山钢铁厂

黑龙江省 哈尔滨 YEKAJIELINNA8284@ 163.COM

1266 何志广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1 852 北京市 32中

1267 左德生 左德生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黑龙江省 1968.11 北安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zuochunling10@163.com

1268 刘老师 刘玉华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黑龙江省 1968.09 北安 黑龙江省 北安 zuochunling10@163.com

1269 老杨 杨克远 河北省 秦皇岛市 内蒙自治区 五一牧场 1969.04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市第七十五中学 yang_5205@sina.com

1270 暮春 迟本功 广东省 广州市 黑龙江省 1964.07 七星泡农场四分
汤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chibengong@hotmailcom

1271 却波 辽宁省 江苏省 1968.12 北京市

1272 知青 连福兰（连卫兵） 内蒙自治区 锡林浩特 内蒙自治区 查干诺尔 1968.08 北京市 月坛中学 sdsqlfl@163.com

1273 程显和 程显和 黑龙江省 虎林 黑龙江省 伟光 1968.01 黑龙江省 虎林 虎林一中 zbj217@163.com

1274 黄立民 北京市 崇文匹 内蒙自治区 胡热图诺尔 1968.07 北京市 hlm328@163.com

1275 网梦人朦胧 山西省 晋中市 内蒙自治区 1971.01 红旗 内蒙古建设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 二十八团子弟学校

1276 钱广 钱敏刚 江苏省 扬州 浙江省 藻溪 1975.10 浙江省 杭州 杭州十中 qianmg@joeco.com.cn

1277 飞舟 陈 重庆市 沙坪坝区 四川省 中和 1975.08 重庆市 沙坪坝区 嘉陵

1278 三七二十七 老王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6 黑 北京市 3727@people.com.cn

1279 小布衣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青化 1964.01 陕西省 西安 昆仑子校 jiang48868@126.com

1280 无悔 徐志生 广东省 广东省 1968.11 金星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十一中 sgxzs@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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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
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

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281 lsk 廖斯克 湖南省 长沙 国内 湖南省 高岭 1968.12 无 无 湖南省 株洲 株洲市第三中学 无 无

1282 往事如风 杨金斗 北京市 丰台
黑龙江
省

勤得力 1969.08 东北建设兵团 北京市 lucifer198137@hotmail.com

1283 赵鑫茂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zhaoxm@sina.com

1284 杨中芬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yangzf@sina.com

1285 贾云奉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1286 杜女士 杜传珍 湖北省 湖北省 1968.01 湖北省 双沟 rw11112222@126.com

1287 老鱼翁 宋克勤 四川省 绵阳 吉林省 新发 1974.09 吉林省 柳河 一中

1288 大乌珠 诸勇 浙江省 杭州市
黑龙江
省

1969.03 浙江省 同上 杭州第九中学 zhuyong1951@126.com

1289 dlyf 辽宁省 大连
黑龙江
省

1974.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
省

佳木斯 zgdlyf@yeahoo.com.cn

1290 巫语 莫红 河南省 漯河市 河南省 大刘 1975.07 河南省 漯河市 1957316777@sina.com

1291 张志群 湖南省 株洲 江苏省 万绥人民工社 1968.12 江苏省 常州 戚墅堰铁中

1292 球侠佐罗 韦光西 重庆市 渝北区 重庆市 枝潼 1969.01 重庆市 渝中区 重庆29中

1293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not387@hxzq.net

1294 知青 吴勇 浙江省 杭州 福建省 1976.06 福建省 南平 candyww22@163.com

1295 德山山有德 李苏祥 湖南省 常德市 湖南省 双溪口 1977.07 湖南省 常德市 市七中 hncdls@163.COM 湖南.常德

1296 曲洪强 曲洪强
黑龙江
省

佳木斯市
黑龙江
省

1970.01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qushuang0454@163.com

1297 老华 龙昌华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汪营 1969.01 湖北省 武汉 市二中 laolong49126@sina.com

1298 云中飞扬 徐维玲 安徽省 铜陵市 安徽省 西湖 1968.12 安徽省 铜陵市 铜陵市第二中学 xg5621@126.com

1299 李红 山东省 胶州市
黑龙江
省

八连 1962.01 前进 黑龙江农垦建设兵团
黑龙江
省

前进农场 szwhb66@126.com

1300 王彦斌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大黑 1975.08 辽宁省 沈阳市
东北机器制造厂第三
中学

wq_0012@163.com

1301 shilai 蒋时来 上海市 无 无 安徽省 无 1971.10 龙亢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无 上海市共和中学 shilai199@163.com 无

1302 王谦 王谦 上海市 河南省 明港 1975.09 河南省 信阳市 信阳市第一中学 jygsjygs@smmail.cn

1303 洪泥罗 河北省 石家庄 吉林省 乌拉街 1974.07 吉林省 吉林市 cangshanque@sina.com http://blog.sina.com.cn/m/hnl

1304 土人 高振华 北京市
黑龙江
省

1968.12 山河农场
黑龙江
省

鸡西 二矿中学

1305 红酒 杨广滇 广东省 汕头市 广东省 三坑农场 1975.03 三坑农场 广东省 普宁 普宁二中 emailst@163.com

1306 大浪淘沙 杨会彬 山西省 晋中市
内蒙自
治区

1969.01 红旗 内蒙古建设
内蒙自
治区

包头市 二师十八团子弟学校 yhb17199@eyou.com

1307 爱虎 崔曙光
黑龙江
省

哈尔滨平房区
黑龙江
省

场部 1968.1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
省

哈尔滨 hfcsg@sohu.com

1308 柳岩 刘雁 广东省 广州 洛杉矶 山西省 1968.10 山西省 大同 大同三中 ly@zqsc.org http://zqsc.org

1309 桑桂兰 桑桂兰 辽宁省 沈阳
黑龙江
省

1969.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
省

哈尔滨 lalala810110@163.com

1310 北极星 黎原 国外 美国明州圣保罗市 湖北省 汾水公社 1975.08 湖北省 武汉 武汉第二十六中学 johnyli50@yahoo.com

1311 石玉兰
内蒙自
治区

巴彦淖尔
内蒙自
治区

新华 1965.08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119中学 zhangjie-123443@sohu.com

1312 幸福的港湾 张贵鸿 上海市 嘉定区 贵州省 黄渡 1971.08 上海市 嘉定区 黄渡中学 zxz3485@hotmail.com

1313 老夏 夏香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子口 1970.04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贵阳中学

1314 浪漫 王登记 陕西省 渭南市 陕西省 信义 1973.08 陕西省 男 wang2200388@163com

1315 冷雪人 刘娜丽 辽宁省 鞍山 辽宁省 1969.12 辽宁省 鞍山 东北财经大学 asyitong@163.com

1316 physics 物理 北京市 云南省 1975.07 景洪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湖南省 liu@udel.edu

1317 孤舟蓑笠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御驾宫公社 1969.01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73中学

1318 萨尔温江 黄德全 重庆市 南岸区 四川省 响峒 1969.02 重庆市 大渡口区 重庆第三十五中学 jiangkuli@163.com

1319 李修臣 山东省 淄博市 北京市 1961.01 建筑工程公司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11师工程团机修连 山东省 济南市

1320 min_828 王式勇 北京市 山西省 上社 1968.11 北京市 min_828@sina.com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8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8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49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0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1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2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3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1531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
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321 星空 郑树清 天津市 甘肃省 1966.08 农业建设兵团 天津市

1322 清风 andy 北京市 通州 内蒙自治区 红砂坝 1968.11 北京市 东城区 女十三中 lwb182@21cn.com

1323 thxc402 huangjiqin 湖北省 宜昌 辽宁省 北井子 1969.01 旅大警备区 湖北省 宜昌
宜昌市第四中
学_北京机械学院 thxc402@qq.com,thxc402@hotmail.com

1324 难忘蹉跎 李李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姚店 1978.07 湖北省 宜都市 aqian288@126.com

1325 李万祥 浙江省 岱山县 黑龙江省 1970.05 597 浙江省 岱山县 东沙中学

1326 许兴旺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天津市 xxw_5189@yahoo.com.cn

1327 gg_peng 彭国光 陕西省 宝鸡 陕西省 七一(下马营) 1968.10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第九中学 ggpeng2005@gmail.com

1328 韩德广 北京市 丰台区 北京市 英华 1969.04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三十三中学 deguang.han@atechdl.com.cn

1329 胖毛 张建兵 山西省 临汾 山西省 城关 1968.01 山西省 太原 晋机二中 sxhmzjb@163.com

1330 THAH 談九成 国外 泰國 上海市 古沛 1968.10 上海市 徐匯區宜山中學 vtctham@ksc.th.com

1331 韦之强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江苏省 1969.03 江苏生产建设 江苏省 连云港市 猴嘴中学 dfjswei@163.com

1332 gtdlr luodaming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自治区 八岱 1969.01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 23中 gtdlr@yhoo,co,cn

1333 姚克忠 姚克忠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6 291二九一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
二十八团十一连

上海市 yaojie-88@163.com yaojie-88@163.com

1334 李淑学 李淑学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8 291二九一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
二十八团工程连

黑龙江省 哈尔滨 yaojie-88@163.com

1335 fgd_2009 fgd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1969.0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 鹤岗 跃进中学 saw@163.com 哈尔滨市

1336 駯样年华 立志 内蒙自治区 内蒙自治区 1970.05 锡盟 天津市 天津市四十中学 llz_1128@hotmail.com 和讯博客

1337 初雅文 山东省 辽宁省 1968.01 辽宁省 本溪 ERT8008@126.COM

1338 曾都知青 张慧群 湖北省 随州 湖北省 苏家 1970.04 北京市

1339 江湖散人 田亚东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1968.11 中坤 海南 广东省
华南师范学院附
中

jianghushanren@yahoo.com.cn http://blog.sina.com.cn/u/1230306262

1340 橡胶树 阿春 上海市 云南省 农场 1970.03 景洪 上海市

1341 记忆中的红发恰 汪莱因 北京市 延庆 黑龙江省 1972.06 北京市 延庆 zhjq2803@163.com

1342 80年代生人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 1978.12 广东省 梅州市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guanj@163.com

1343 牛司令 马以伟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69.05 鹤立河 浙江省 杭州 mayiwei_hz@sina.com

1344 云渺 国外 德国 黑龙江省 1969.07 克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
五十四团一营十五连

北京市 北京一六一中学 liya.fette@web.de

1345 马 吉林省 辽宁省 盘锦地区 1970.08 东郭苇场南井子青年营 辽宁省 沈阳市 maweiya@changchun.gov.cn

1346 xieshouhua 谢守华 重庆市 重庆万州区 四川省 新华 1969.10 四川省 万县市
四川省万县第二
中学

xieshouhua471115@sohu.com 222.182.141.*

1347 xj9003 徐坚 江西省 贵溪市 内蒙自治区
额合宝力格牧
场

1977.07 内蒙自治区 锡林浩特 锡林郭勒盟中学 xujian958@mail.china.com

1348 揸住中指做人 符加惠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家乐 1968.11 国营红岗农场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市 四十六中学

1349 镔子 刘滨铁 河南省 安阳市 黑龙江省 1968.10 857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4师42团9连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18中
学

liubintie@163.com

1350 郭琢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建设 天津市 guozhuo9935@sina

1351 润无声 mxxyt 福建省 明溪县 福建省 濯田 1969.10 福建省 南安县 侨光中学 mxxyt@qq.com

1352 北方 尹保国 辽宁省 葫芦岛市 河南省 十八里 1968.11 河南省 开封市 第十五中学 ybg1@sima.com

1353 爱民歌人 guoping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巴彦桃来农场 1968.01 巴彦桃来 天津市 guoping0615@eyou.com

1354 木碗山下 孙鲁痕 贵州省 贵阳 贵州省 青丰 1968.10 北京市 6821669@163.com

1355 孤独魂 李铁林 广东省 辽宁省 高山子 1970.08 辽宁省 mope023@126.com

1356 yangxueren19 yangxueren 江苏省 南京市 陕西省 关庄 1969.01 北京市 yangxueren19@126.com

1357 老张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70.05 内蒙古生产建设 天津市 河东区 jimo-0518@163.com

1358 任秀萍 天津市 新疆自治区 1966.0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boris981@yahoo.com.cn

1359 黑哥黑妹 荒原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hghm2009@126.com http://hghm.bokee.com

1360 zxw 赵新维 湖北省 武汉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XINWEI_ZHAO115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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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361 寒冰ly 韩新鸣 河南省 洛阳 四川省 歧坪 1974.12 四川省 南充 luoyanghxm@163.com

1362 于泳 北京市 丰台区 黑龙江省 1968.1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第一中学 yuyong_888@yahoo.com.cn

1363 xinlao4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内蒙兵团 北京市 xinlao4@yahoo.com.cn

1364 感受秋景 肖瑞文 内蒙自治区 克什克腾旗 内蒙自治区 热水 1969.03 上海市 杨浦区
鞍山中学(68届高中毕
业) neimeng12@163.com

1365 休闲鸟 小鹄 广东省 茂名 海南省 1969.08 南滨 海南生产建设 广东省 茂名 QQ67539461

1366 庄生蝶 谢几何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板桥 1965.09 湖南省 bysxz1223_jh@qq.com

1367 zhangwenqin 河北省 河北省 1969.04 河北省

1368 zhangwenqin 河北省 河北省 1969.04 河北省

1369 张文钦 河北省 河北省 1968.01 河北省

1370 企鹅 郭伟 广东省 深圳 贵州省 马岩公社 1968.11 贵州省 贵阳 guowei@bjapl.com

1371 王世玉 北京市 朝阳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bj-cxg@vip.sina.com

1372 云烟 湖北省 钟祥 湖北省 花山 1968.12 湖北省 钟祥

1373 董良 董守良 国外 湖南省 1968.12 西洞庭农场三营
一连

湖南省 湘潭 一中，二中 zhaogege@yahoo.com

1374 章广民 张光明 湖南省 张家界市 湖南省 城郊 1974.04 湖南省 大庸县 mgz560129@yahoo.com.cn

1375 回忆 吴绍卿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1970.01 赛湖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六中 jxsm8502119@163.com www.jxsm.com

1376 数列 俞小秋 浙江省 杭州 内蒙自治区 余粮堡 1969.06 浙江省 新昌 新昌中学 shuaoghh@163.com

1377 zhangpeifen 张佩芬 上海市 闵行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闸北区 上海市星火中学

1378 大老张 张新三 安徽省 蚌埠市 安徽省 安子口 1970.04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内江中学 shhzxs@163.com

1379 大伟 庄伟忠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 八巨 1968.10 江苏省 无锡市 zwz5437@pub.wx.jsinfo.net

1380 笑看天下 要武 辽宁省 本溪市 北京市 1968.10 辽宁省 本溪市 yaoxufu@163.com

1381 杨玉华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11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1382 插兄 包言炳 江西省 九江 江西省 黄段 1969.03 上海市 南市 21中学 baoyb@msn.com

1383 繁花似锦 孟繁芝 河北省 邢台市 河北省 晏家屯 1968.12 天津市 河西区 duliwang@sohu.com

1384 草原羊 潘辉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北京市 菜市口中学 panh@vip.sohu.net

1385 秦志贤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东新 1976.06 湖北省 武汉 黄石路中学 qzx2004@126.com

1386 常中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35中 changyutong@vip.sina.com

1387 朱天红 广东省 兴宁市 海南省 1970.03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广东省 兴宁县 tianh-55@163.com

1388 那一年 张定国 国外
摩洛哥王国玛拉
喀什市

山东省 1972.06 山东生产建设兵团
独立二团

山东省 临清市 mlgyyg@126.com

1389 李文生 山西省 长治市 山西省 大辛庄 1974.04 山西省 长治市 长治一中8连1排

1390 chenchangle 北京市 云南省 1969.05 北京市 chchle@sina.cn

1391 吕明敏 浙江省 新昌 内蒙自治区 余粮堡 1969.06 浙江省 新昌

1392 5306 崔群华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卧牛吐 1974.01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齐铁一中 lilili158@126.com

1393 车红玉 湖南省 岳阳市 湖北省 长春 1970.02 湖北省 宜昌市

1394 晋燎原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云台 1970.02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七中 69年毕业生 whutedu@public.wh.hb.cn

1395 张风林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 虻牛哨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沈阳第十二中
（68届）初一、二班 ccy1312@sina.com

1396 何淑芳 何淑芳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三义 1976.08 北京市 5211314zhi@163.com

1397 槛外人 黄玉娥 河南省 三门峡市 河南省 火炎 1974.04 河南省 三门峡市 smxhye16@yahoo.com.cn huangyue.blog.163.com

1398 滴水 高春华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1399 法兰克 明白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 北京市 mingbai800@sina.com

1400 竹韵 红云 云南省 楚雄 云南省 土官 1975.09 云南省 楚雄 why5323@e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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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铁骨柔情 张立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胜利农场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zhlibohrb@sina.com

1402 为爱的人 姚强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403 波涛文 王以民 江苏省 张家港 云南省 勐仑 1969.04 上海市 虹口区 华东师大一附中 wym_29404@hotmail.com

1404 万卷书万里路 焦津生 国外 美国 黑龙江省 万宝 1969.06 天津市 天津志成道中学 jiaousa2003@yahoo.com

1405 轱辘 LXD 湖南省 华容县 新疆自治区 1969.05 新疆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 59中 LXDXWH_113@.COM

1406 吴渊 北京市 安徽省 新潭 1975.01 上海市

1407 杜建文 辽宁省 大连市 LOS ANGELES, USA 辽宁省 榕花山 1968.01 辽宁省 大连市 大连市第十五中学 jygao2000@yahoo.com

1408 思念 高吉运 辽宁省 大连市 美国洛杉矶 辽宁省 俭漡 1968.08 辽宁省 新金 新金第四中学(双塔) jygao2000@yahoo.co

1409 老胡 胡安丽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查干敖包 1968.09 天津市 huanlis@eyou.com

1410 中条山人 nhy 河北省 廊坊 山西省 张店 1968.12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中学 niuhongyin@126.com

1411 王红玲 河北省 保定 内蒙自治区 1969.03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yahoo_wanghongling00

1412 儒商 王亮 北京市 朝阳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海淀区 dailong_bj@163.com

1413 苦乐年华 宋铁军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榆树 1970.08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八一中学（现沈
阳124中学） stiejun@sina.com

1414 dg 陈东 北京市 陕西省 真武洞 1968.01 北京市 dg302367@yahoo.com.cn

1415 张志明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 刘桥 1965.05 山东省 济南市

1416 郑 新 国外 美国 加州 洛杉矶 吉林省 莫莫格 1969.03 北京市 35中, 68届, 老初一. xltwwc2005@hotmail.com

1417 篮色海洋 岑路涛 国外 venezuela 广东省 1976.08 恩平县知识青年林
果场

广东省 恩平 恩城中学 lutaocen123@yahoo.com丨

1418 其其格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大石寨 1969.05 天津市 j1949@eyou.com

1419 大山 高宜杭 浙江省 杭州市 甘肃省 花海 1968.11 甘肃省 兰州市 兰铁一中 gyihang@126.com

1420 cengjing 郝楠 北京市 美国 北京市 1968.09 北京市 cengjing@yahoo.com

1421 楚天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子母城 1968.11 湖南省 长沙 长沙一中 chzm888@yahoo.com.cn

1422 寄鸿 李继红 辽宁省 盘锦市 辽宁省 1968.09 新立农场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八中学 siweishu@126.com

1423 低空飞行 高 立 湖南省 常德 北京市 观山园艺场 1976.02 湖南省 临澧 ggg21ggg@ayhoo.com.cn

1424 木木 张正 上海市 贵州省 1969.03 上海市 zhyq16888@sina.com.cn

1425 阿榕 田榕生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 西白兔 1974.04 山西省 长治 rstian0212@163.com

1426 肩负音符 阿陈子 广东省 深圳 广东省 红湖农场 1970.06 红湖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南雄 南雄中学

1427 豆豆 豆豆 广东省 深圳 广西自治区 广平 1973.12 广西自治区 梧州 梧州高中

1428 西部老土 高光宇 北京市 海淀区 陕西省 牙科 1968.12 陕西省 西安市 市立第十五中学 13801362711@vip.163.com

1429 龙 龙建新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 北相 1968.01 山西省 long5_10@sohu.com

1430 晚泊孤舟 郭光锴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下层铺 1963.09 湖南省 长沙 kai1963@163.com

1431 杭盖 缪国文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自治区 宝格都乌拉 1974.09 北京市 weiyu.choumou-50@163.com

1432 胡翠 胡翠昌 山东省 淄博 甘肃省 西湖 1966.05 西湖农场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ciweirong@gmail.com

1433 zzy 祝遵媛 北京市 陕西省 北道德 1969.01 北京市 女六中 zhuzunyuan@126.com

1434 牧草 朱伟民 上海市 宝山区 内蒙自治区 1971.09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
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宝山县 凇南中学 zhuweim@onlien.sh.cn

1435 珍惜来之不易 张长富 河南省 洛阳 辽宁省 会元 1968.09 辽宁省 抚顺 抚顺七中 zcf55@126.com

1436 常忠民 陕西省 西安市户县 陕西省 燕子砭 1968.12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二十七中学

1437 苏梦缘 邵国桢 江苏省 常州 江苏省 奔牛 1968.09 江苏省 奔牛 奔牛中学 cici_8466@hotmail.com

1438 老栗 栗永生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1974.12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LYS10066@SINA.COM

1439 张植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界头 1969.02 云南省 昆明 第二中学 zhi69228@sina.com

1440 wbs 王炳生 江苏省 淮安楚州 江苏省 季桥 1968.12 江苏省 淮安楚州
淮阴地区供销商业学
校

wbs8209@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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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gdwleo 郭德卫 北京市 朝阳区青年汇 内蒙自治区 1970.07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五
团八连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三中68届初一 gdwleo@263.net

1442 杏儿 张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1970.02 湖北省 武汉

1443 小十 杜欣原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 荣兴农场 1971.12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第八十五中
学

sydnhg@163.com

1444 小妹 许淑荣 北京市 丰台 山西省 高村 1965.08 北京市 nicemmge@163.com

1445 罗玄 张连贵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省 河湾子 1969.12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第十三中学 luoxuan1952@yahoo.com

1446 草根思者 谢沐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板桥 1965.09 湖南省 长沙 bysxz1223_jh@qq.com

1447 知哥 黄成锐 浙江省 重庆市 曹家 1974.06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hcr@21cn.com

1448 教皇 哈哈哈 山东省 烟台 山东省 大年陈 1974.08 山东省 惠民 惠民一中 yytj@163169.net

1449 艺融 方娟 北京市 宣武区 黑龙江省 1976.07 黑龙江省建三江管理
局发电厂

黑龙江省 佳木斯 FJ245568@hotmail.com

1450 Tibetan-wolf 侯荣 国外 Chicago ,USA 陕西省 英旺 1968.11 北京市 47中学 rongstudio@sbcglobal.net

1451 吕安之 吕安之 新疆自治区 奎屯市 北京市 1968.01 新疆建设兵团 北京市 xux_zi@126.com

1452 九菊 辽宁省 阜新市 辽宁省 伊吗图 1968.11 辽宁省 阜新市
辽宁省阜新市第八
中学

youshanghua@yahoo.com.cn

1453 时辉 时辉 北京市 日本东京 北京市 1969.08 黑龙江建设兵团十六
团

北京市 北京142中学 h_shi@chem-edata.com www.chem-edata.com

1454 刘德坤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三斗坪 1968.01 湖北省 巴东 巴东县城关中学 wuao2090@163.com

1455 吴先生 江苏省 宜兴丁山 江苏省 高塍 1968.11 江苏省 宜兴 宜兴第三中学 wxx2001@hotmail.com

1456 老孟 邱居亮 北京市 朝阳区 内蒙自治区 沙麦 1968.08 北京市 lillianqiuqiu@yahoo.com.cn

1457 白云 莫清白 广西自治区 宜州 广西自治区 德胜 1969.02 广西自治区 宜山 宜山县第五中学 513932852@qq.com

1458 三全 张学仁 湖北省 鹤峰 湖北省 五里 1968.12 安徽省 巢湖

1459 风雪华月 崔豪华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1968.01 河南省 原阳
省经济贸易成人中
等专业学校

cuihaohuayoujian@126.com http://cuihaohua.chinadiary.com

1460 南山 张璋 重庆市 重庆市 三桥 1968.01 重庆市 重庆市40中 tyzc2222@163.com

1461 cha ke 梁苍 广东省 深圳 四川省 涌泉 1976.08 四川省 温江 温江中学 cha_ke@sina100.com

1462 tzw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jingwang200861@hotmail.com

1463 静厅话开吧 张靖 江西省 南昌 江西省 黄马 1976.10 江西省 南昌 南昌二中 zhangjing@hgydzj.jx.cn http://www.bjhc.net/user1/5707

1464 南风 陕西省 西安 山西省 卜宜 1969.09 陕西省 西安 26中

1465 老者 李少龙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陈集 1971.02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三十三中

1466 一路走过 寻真 安徽省 安徽省 裘公 1975.12 安徽省

1467 雨伞 吴同杰 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 安徽省 炎刘 1976.11 安徽省 六安市 六安二中 wtj590310@163.com

1468 韩君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江苏省

1469 岁月有痕 张燕 上海市 吉林省 长兴 1968.01 上海市 zaihuishou2007@sina.com

1470 暂无 昌学成 北京市 经济开发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崇文区 90中学 暂无

1471 田建良 北京市 宁夏自治区 暖泉 1965.07 暖泉 北京市 西安福胡同 tianyebj1978@163.com

1472 东篱 广东省 广东省 1974.12 广东省 fshzhfshzh@126.com

1473 消雪岭知青 沙珊 广东省 广东省 乌石 1974.10 国营消雪岭 广东省 CMS-AAA@168.COM

1474 杜乐陵 北京市 陕西省 云岩 1969.01 江西省

1475 xiaofeng dongjijun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476 xiaofeng dongjijun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477 舒也 河北省 石家庄 黑龙江省 1968.11 北京市 shenbeiheshi@tom.com

1478 安丘生 安丘生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479 幸运多多 崔艳秋 河北省 石家庄 内蒙自治区 1970.10 内蒙建设兵团五
师42团 河北省 张家口 张家口探中 jinxuebh@sina.com

1480 LGM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营盘 1969.02 上海市 静安区 m270@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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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481 李国芳 李国芳 上海市 新疆自治区 1964.06 新疆阿克苏生产建
设兵团

新疆自治区 liminsha@hotmail.com

1482 侠客 赵保金 山东省 金乡 辽宁省 鲅鱼圈 1968.10 辽宁省 鞍山

1483 水晶石 石女士 北京市 北京市 陕西省 1968.01 北京市 北京市 育英中学 getgoodgold@126.com http://blog.sina.com.cn/u/1263191697

1484 北沟牧马人 舒之 河北省 石家庄 黑龙江省 1968.11 老莱农场 北京市 shenbeiheshi@tom.com

1485 清风和煦 谢露夏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林潭 1968.12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中学 www.xie506@yahoo.com.cn

1486 上海知青 郑明杰 江苏省 南京 黑龙江省 1970.05 黑龙江兵团三师十
八团九营服务连

上海市 南市区 上海市塘严中学 ZMJ5300@163.COM 163

1487 den dodo 江苏省 内蒙自治区 额吉诺尔 1968.08 北京市

1488 lzqliuqi 刘琪 上海市 黑龙江省 金山 1970.04 上海市 淮中中学 http://www.geyanqi.com/liuqi/index.htm

1489 大猫咪咪 俞蔚明 国外
加拿大卡尔加
里

江苏省 舍陈 1967.11 江苏省 扬州市 扬州中学 yuw@ucalgary.ca

1490 蓝天 蓝天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 1968.12 北京市

1491 不知名 北京市 云南省 1968.01 瑞丽 北京市

1492 大隐 范胜利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兵团6师师部 天津市 三条石 邵公庄中学

1493 李军荣 李军荣 河北省 石家庄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河北省 保定 liuming2288@sina.com

1494 刘玉堂 刘玉堂 河北省 石家庄 内蒙自治区 1968.01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河北省 保定 liuming2288@sina.com

1495 米的 刘敏 河北省 石家庄 内蒙自治区 1969.08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河北省 保定 liuming2288@sina.com

1496 腊梅 上海市 江西省 拔英 1968.04 上海市
上海京西中学初一
（2）班 yzhongmei5312@hotmail.com.cn

1497 花草甲 董玉秀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 龙家堡 1968.11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48中学 dongmama@sina.com tian.tinacc325@sohu.com

1498 星辉 刘国辉 广东省 广州 广东省 大槐 1974.10 大槐农场 广东省 广州 广州24中学 frewhui@163.com

1499 贺兰山房主人 唐世璠 宁夏自治区 银川 内蒙自治区 北疙堵 1968.07 天津市 和平区 人民中学 tangshifan@163.com

1500 无花果 李迎新 天津市 nankai 黑龙江省 平房 1968.12 天津市 hebei 33zhong li2345@126.com xinlang

1501 小白杨 小白杨 黑龙江省 黑河市 1 北京市 1 1968.01 1 北京市 1 hlzhiqingguan 1

1502 XXM 许向明 广东省 阳江 广东省 北惯 1968.11 广东省 恩平 恩平县第一中 studyjinbu@163.com

1503 淡泊人生 云鹤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房木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二中 dengjian429@yahoo.com.cn

1504 lss 刘寿生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赵光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北京新五中 liushousheng0704@hotmail.com

1505 老李 李龙 北京市 朝阳 黑龙江省 1965.09 红旗岭 刚字316 北京市 东城 七中 mlbzjj199012@126.com

1506 准知青 王意超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省 红卫 1969.04 陕西省 咸阳市 wyicao@126.com http://xywangyc.16789.net/

1507 紫日 张云 四川省 什邡市 四川省 灵杰 1972.02 四川省 什邡市 什邡城关一中 zky_19550405@163.com

1508 网事无忧 bao 河北省 承德市 河北省 水泉沟 1976.12 四队青年点 河北省 承德市 qslsbhm@yahoo.com.cn

1509 WXC 吴晓朝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1968.0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中学

WXC110652@163.COM

1510 谢家麟 北京市 朝阳区 内蒙自治区 新华 1965.08 北京市 朝阳区 第八十中学 bj_xiejin@sohu.com

1511 当年李家巷人 杨宪达 浙江省 温州 浙江省 李家巷 1971.05 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温州 279577018@qq.com

1512 UOO DAN 国外 广西自治区 1975.09 广西自治区 桂林 UOO1232001@YAHOO.COM.CN

1513 平凡 张红春 湖南省 湖南省 1968.01 湖南省 hszh333@163.com

1514 老罗 广东省 广东省 1974.07 广东省 广州七中 luo1957@tom.com

1515 舒培寧 湖南省 漵浦縣 湖南省 麻陽水 1977.10 北京市

1516 清清 甄欣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柘林公社 1968.11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三中 zhenxin1980@126.com

1517 逸轩 郭素华 四川省 成都 云南省 1971.06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
南生产建设

四川省 成都 成都木棕厂子第校 cdly5085275@163.com

1518 苦难 冯瑞生 陕西省 礼泉 陕西省 姚店 1968.01 北京市 宣武区右安门 78中学 kuzhiqing@yahoo.com.cn

1519 何玲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 南凡 1968.12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太平路中学 zjxyxb_hl@sohu.com

1520 三皮大伯 邵立波 广东省 佛山市 广东省 1969.10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肇庆市 一中 vkbdghc@21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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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521 老夕 林勃 广东省 韶关市 广东省 北乡 1968.12 广东省 乐昌市 乐昌第一中学 oldsunset@126.com

1522 秋杉 贺清信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金鸡滩 1968.12 无 陕西省 榆林 榆林一中 dadhe88@yahoo.com.cn

1523 芙蓉花 胡荣华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8 永丰农场 上海市 南市区 明德中学68届 hrh1951@hotmail.com

1524 风浪 周根胜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山荣 1970.01 乐东县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 zhou128@hotmail.com

1525 浪迹天涯 郑锦琳 云南省 丽江 云南省 1971.03 勐定 四川省 成都市 jinlin630@126.com

1526 老杨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3 上海市

1527 文庆 章月明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乃只盖 1969.03 上海市 向群中学

1528 随然 白若军 山东省 德州市 山东省 神头 1975.10 山东省 德州市 德州二中 brj197@163.com

1529 丁伦安 丁伦安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牡丹江 dinglun'an@126.com

1530 renlu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531 慈心居士 纪漫青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东河区 内蒙自治区 北疙堵 1968.07 天津市 和平区

1532 辣椒 唐文强 湖南省 攸县 湖南省 皇图岭 1974.05 广西自治区 平乐 jigulichuang@yahoo.com.cn

1533 靳知青 靳建国 新疆自治区 木垒县 新疆自治区 东风 1966.06 山西省 孝义 jinming588@163.com

1534 阿辽沙 梁宝津 辽宁省 抚顺 辽宁省 1973.01 辽宁省 抚顺 als505@126.com

1535 formosa 杜雅茹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7 852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lihunyike@hotmail.com

1536 沙弥 张安顺 江苏省 徐州 江苏省 戴庄 1970.01 江苏省 徐州 第二中学 zas18cn@sina.com

1537 落叶知秋 李勤华 湖北省 宜都市 湖北省 醒狮公社 1968.12 湖北省 宜都市 湖北宜都一中

1538 老杨 杨岱璇 广东省 深圳 内蒙自治区 乃只盖 1969.03 上海市 ydx86@126.com

1539 王月妹 王肇衍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吉河 1970.01 湖北省 武汉市 wymgxx@126.com

1540 一啸 湖南省 永州 湖南省 于家 1975.03 北京市 零陵一中

1541 yujie 余杰 上海市 云南省 1970.04 东风 上海市 向东中学 yujie4542@sino.com 新浪博客

1542 黑子 林翔云 福建省 厦门 福建省 罗东 1968.01 福建省 泉州 mdxhfff@vip.com.cn

1543 沈阳老青年 赵铁汉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东关屯人民公
社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大学 50330@163.com

1544 自已 张显华 辽宁省 黑龙江省 1974.03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二中学 zxh570527@sohu.com

1545 永不悔 xzs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金星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

北京市 sgxzs@tom.com

1546 德馨 wqf 北京市 陕西省 曹家 1968.02 北京市 wfkaxkz@hotmail.com http://www.wfka.cn/

1547 铁杆彩王 秦国安 新疆自治区 喀什市 无 新疆自治区 托克逊 1976.07 无 无 新疆自治区 阿克苏，拜城
阿克苏地区，拜城
县2中 无 无

1548 duxiu myl 河北省 廊坊 山西省 1968.11 北京市 海淀 myl195118@126.com

1549 风云 程凤云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四合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市第十六中学

1550 YJ 叶坚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3 内蒙古 北京市 yejian316838@sina.com

1551 行者 王文一 河南省 郏县 河南省 城关 1973.02 河南省 郏县 wwy286@126.com

1552 大海岸线 郭立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杨陵 1976.03 陕西省 西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shanli2725@126.com

1553 一剪梅 梅凝 河南省 濮阳市 河南省 白条河园林场 1974.03 白条河园林场 河南省 安阳市 安阳市第九中学 http://blog.sina.com.cn/pymn001

1554 bingzhouhai 尹克刚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兵洲亥 1969.09 天津市 天津十九中学 bingzhouhai·163。com

1555 zcev 计冰 上海市 安徽省 1969.03 安徽生产建设 上海市 zcec@163.com

1556 BBMM 钱爱铃 上海市 江西省 水槎 1970.04 上海市 长安中学 bnan20022002@yahoo.com.cn

1557 徐家驹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天津市 jia9ju@yahoo.com.cn

1558 于无声处 汪丽雅 山东省 青岛市 江苏省 义丰 1968.12 山东省 泰安 泰山中学 wly195207@163.com

1559 hxx540215 黄晓新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1968.01 安福
江西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hxx_540215@sina.com http://blog.people.com.cn/blog/u/hxx540215

1560 迟斋 黄务昌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70.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浙江省 杭州 Huangwc0571@hotmail.com http://blog.sina.com.cn/huangw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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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 开心果 郑茂英 上海市 安徽省 仲兴 1969.01 上海市 zmy73wl@hotmail.com

1562 陆海空 陆上一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 1976.07 广西自治区

1563 路 闫森 北京市 海淀 内蒙自治区 1969.01 内蒙生产建设 北京市 东城 LAOYANSEN@yahou.com

1564 乙未 邢鲁勇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1971.05 山东生产建设兵
团

山东省 codify@163.com

1565 晨风 陈风 辽宁省 辽宁省 1968.09 辽宁省 大连

1566 自由人 彭定成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彭泗湾 1967.05 新疆 北京市 yo0238@126.com

1567 洛河人 王小鹰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交道 1968.12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交大附中 wangxy724@126.com

1568 素手轻挽 廖笑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sushouqinwan@yahoo.com.cn

1569 石山云 陈循甫 重庆市 重庆 云南省 1971.06 勐满
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

重庆市 maskjonrobin@hotmail.com

1570 老髭须 许勃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1968.01 七星泡四分场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第五十一
中学

ywxb2001@163.com

1571 ycao 曹扬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 上海市 七一中学 ycao@forwardgroup.com

1572 老姜 姜 浙江省 舟山市 宁夏自治区 大坝 1968.09 宁夏自治区 青铜峡 青铜峡一中 jiangcuihua1951

1573 田显祖 河北省 辛集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574 沙铭 马运昌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4 内蒙古建设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
学

zefang@163.com

1575 `^`miss`~Ke~ 陈静 辽宁省 营口 广西自治区 1968.01 广西自治区 贵港 342005730

1576 曹敏 内蒙自治区 包头 内蒙自治区 二道桥 1968.12 内蒙自治区 包头 包头九中 btbgcaomin@yahoo.com.cn

1577 活神仙 国外 加拿大 陕西省 秋林 1968.01 北京市 十一学校 mazda9496@gmail.com

1578 丁志强 河南省 信阳 北京市 1968.01 河南省 信阳

1579 平静 刘薇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协尔苏 1968.06 天津市 十中 liuwei500716@163.com

1580 陈老师 陈红妹 安徽省 五河 安徽省 安子口 1970.04 上海市 杨浦区 中学

1581 飞翔天空 范宏兵 湖北省 恩施州建始县 北京市 1968.01 西藏自治区

1582 平安喜乐 建华 河北省 沧州 河北省 大官厅 1969.01 北京市 371794396@QQ.com

1583 溪流 徐兆清 江苏省 无锡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xzq_8806109@126.com http://blog.163.com/xzq_8806109@126/

1584 依风听蝉 韩小平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旧街 1967.01 湖北省 武汉 hanxiaoping986@163.com

1585 李光学 吉林省 北京市 1968.01 吉林省

1586 老调重弹 田联申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南湖 1968.12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双洞门中学 laotian0301＠sina．com

1587 nangde 庆云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柯街 1968.10 云南省 昆明
东风中学(现昆明第
十中学) qingyun@sina.com

1588 华人 张华 上海市 闵行区 江西省 绍口 1968.10 江西省 吉安市 吉安一中

1589 东风 刘本跃 湖南省 洪江市 湖南省 黔城公社 1975.02 北京市

1590 秋秋 北京市 东城区 陕西省 刘家河 1969.02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女一中 lyq5296@126.com

1591 老三届 张茂冬 北京市 宣武区 山西省 南邯 1968.01 北京市 宣武区 北京市66中学 ZMD8341@163.COM

1592 东亚病夫 周朴 国外 陕西省 谭家公社 1968.01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
学

bridge@uncle-zhou.de www,euro-asia-bridge.de

1593 胡彪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594 刘秀荣 河北省 永清县 河北省 前第五 1969.03 天津市 河东区 第六中学

1595 老三届 王勤 江苏省 南通市 黑龙江省 1969.05 859 黑龙江省生产建
设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延吉中学 5129705@163.com http://blog.sina.com.cn/wangqin520524

1596 华夏知青名录 仇胜强 上海市 中国 上海市 1968.01 勤得利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上海市双阳中学 qsq1036@citiz.net

1597 黑土地69 李丽琼 浙江省 温州市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建设兵团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华侨中学 HTD69@126. HTTP:WWW.baoquanling.net/index.asp

1598 李永利 重庆市 云南省 1971.04 云南 重庆市 liyongli398@126.com

1599 schaoyu 孙朝钰 四川省 郫县 四川省 永兴 1969.11 四川省 郫县 四川省郫县民中 schaoyu@126.com http//schaoyu.blog.163.cdituser.do

1600 向叔叔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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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方 李秀芳 北京市 陕西省 建庄 1968.01 北京市 lixiufang888@sina.com

1602 空谷幽兰 昌学兰 江苏省 昆山 黑龙江省 1969.05 兴凱湖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市 普陀 勤建中学 50682323cxl

1603 铁学愚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09 黑龙江建设 天津市 天津九十中

1604 空竹 潘星火 重庆市 綦江 四川省 普站 1972.01 重庆市 杨家坪 重庆育才中学 pxh550705@126.com http://cq69.com/?18419

1605 绿海情怀 草原知青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扎格斯台 1968.09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一中 caoyuan491024@sohu.com http://qing-huai.blog.sohu.com/

1606 不慕荣利 王长有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天津四十二中 bumurongli@hotmail.com

1607 十双草 郝荫茹 北京市 大兴区 吉林省 岔台 1969.04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39中学（原丝绸
工中）

haoyinru@126.com

1608 草原狼 吴洪文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巴彦 1968.09 北京市 北京大学127 whw00@sohu.com

1609 田振岭 国外 黑龙江省 1969.05 天津市

1610 shaoppp 邵平 河北省 廊坊市 内蒙自治区 海力锦 1968.09 天津市 河北 shaoppp@163.com

1611 千帆 尹菊英 四川省 四川省 1966.09 四川省

1612 杜冰雪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613 杨萍 湖北省 湖北省 问安 1969.01 湖北省

1614 继往开来 史敏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兰溪公社 1975.09 湖北省 武汉市 jikailai@sina.com

1615 韩陈其[博客] 韩陈其 北京市 海淀区 韓國 江苏省 1968.03 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中学 hanchenqi@163.com

1616 宋祖艳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617 单影 段贵发 天津市 天津 河北省 南中堡 1969.03 天津市 天津 爱国道中学 danying@yahoo.com.cn www.danying /com

1618 林彪 阳蓄煌 陕西省 陕西省 底张 1974.04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第22中学 putonghua@rfa.org

1619 令燕霞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宁夏自治区 西吉

1620 毛贼 毛泽东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小平 1970.01 上海市 putonghua@rfa.org

1621 方建国 北京市 上海 北京市 1970.03 风光分场 云南生产建设 北京市 西康中学

1622 林彪 变相劳改 内蒙自治区 温杜尔汗 北京市 1971.12 北京市 putonghua@rfa.org

1623 月上牛 上海市 新疆自治区 1964.05 新疆生产建设 上海市 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 yueshangniu@sian.com

1624 老拉 张田福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界头 1969.02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第二中学

1625 杨光霖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荷花 1969.02 云南省 昆明市 昆十中

1626 汤官 汤国光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固东 1969.04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十三中学

1627 老儿子 全永昆 云南省 昆明 云南省 界头 1969.02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第二中学

1628 爱立克 张晓礼 吉林省 长春 吉林省 大屯 1973.06 吉林省 长春 长春市第九中学 ailikexiaoli@163.com

1629 jyjc5579 黄江燕 河南省 济源市 广东省 1968.10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市第十中学 jyjc5579@sina.com

1630 帅哥 陕西省 陕西省 鱼化寨 1975.10 陕西省 市89中学

1631 美国老李 李元浩 国外 美国加州 北京市 格尼 1968.09 北京市 人大附中 yhl50@yahoo.com

1632 22１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9.09 七星泡 天津市 １２３０１６１６sina.com

1633 刘经理 刘长江 北京市 北京 北京市 1968.01 北京 4yy-0009876 北京市 上海 qwe668844@163.com 北京上海天津等

1634 hbdawu 杨正强 湖北省 湖北省 芳畈 1968.11 湖北省 武汉 武汉市工农兵中学 hbdawu@126.com

1635 顾蓉娣 上海市 吉林省 细鳞 1969.04 上海市

1636 shenchen 深沉 国外
2585 scenic ridge chino
 hills CA91709 江苏省 唐洋 1964.11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中学 shenchenjs@hotmail.com

1637 中国人：周朴 周朴 国外 德国 陕西省 谭家 1968.01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原‘西军电’） bridge@uncle-zhou.de www.euro-asia=bridge.de

1638 加州老李 李元浩 国外 Fremont, CA USA 内蒙自治区 格尼 1968.01 北京市 北京人大附中 yh50@sbcglobal.net

1639 脑木痕 刘波林 北京市 海淀区 内蒙自治区 沙麦 1968.08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景山学校 ncacliu@sina.com

1640 喜喜 孟宪琴 天津市 红桥区 河北省 圈头 1969.10 天津市 红桥区
天津第52中。三年九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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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641 Susan Susan 北京市 USA 内蒙自治区 1976.01 湖南省 Changsha

1642 地主 吴传国 湖北省 湖北省 洪山公社 1977.07 四川省

1643 八千里路 董洵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同上 kuzhoudong@hotmail.com

1644 居家老太 赵慧 河南省 安阳 河南省 八里营 1972.05 河南省 安阳 hjxzhq2008@163.com

1645 月光 杨平江 重庆市 云南省 1968.01 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

重庆市 ypj54@126.com

1646 kjg 孔建国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kongjianguo@sina.com

1647 王黎明 北京市 宁夏自治区 1965.11 暖泉 北京市
北京市三十三中
学

1648 张行威 江苏省 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建设兵团 上海市 zhangxingwei@sina.com

1649 bg6cy 张家琦 安徽省 淮南市 安徽省 农兴 1969.01 浙江省 淮南市 bg6cy@163.com

1650 忍剑 潘洪 四川省 成都 四川省 正东 1974.12 四川省 叙永 pn3382@163.com

1651 北票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11 八五二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1652 历下居士 刘利恩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 两城 1968.01 北京市 liulien2005＠１２６．ｃｏｍ 和讯

1653 杜学智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归流河 1969.05 天津市

1654 合川土知青 赖城基 重庆市 重庆市 1969.10 重庆市 likkil@SOHU.COM

1655 tubieliefu 王玉昌 天津市 塘沽 内蒙自治区 丰田 1969.04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第六十七中
学

tubieliefu2006@sina.com

1656 文一章 张毅文 山西省 晋城 北京市 金河 1968.08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酒仙桥中学 zhangyiwen2006@hexun.com

1657 凌文津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小街基 1968.07 天津市 ling-wen-jin @163.com

1658 老三 赵月明 天津市 红桥区 山西省 城关 1968.01 天津市 红桥区 zhaozeshun_19880@163.com

1659 苏新民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陵口 1968.01 江苏省 南京 遵义中学

1660 小沟08 xu shuming 北京市 australia 陕西省 何庄坪 1975.03 北京市 changyang qu symonxu@163.com

1661 追忆 盖晓波 吉林省 长春市 吉林省 边岗 1968.01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市第72中学 www.chianren.com

1662 王楠 北京市 朝阳区 内蒙自治区 阿拉坦合力 1968.08 北京市 nanning07@yahoo.cn

1663 中国大孢 董建国 山东省 东营 山东省 1968.01 山东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实验中学 djianguo@163.com

1664 无名 乔文金 黑龙江省 双鸭山.宝清县 黑龙江省 金厂 1969.02 黑龙江省 鸡西市

1665 识途老马 谢光德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1963.11 国营岗埠农场 江苏省 南京
南京市师范专科
学校

xgd420329@163.com

1666 火红年华 先华 安徽省 无为 安徽省 郑河 1974.03 安徽省 无为 wwyxh56@163.con

1667 雪儿 倪雪云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 广福 1975.05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大学 axunzgsx512@sina.com

1668 红梅JKX JKX 江苏省 南京 江苏省 临河 1968.01 江苏省 南京

1669 郭未末 河北省 石家庄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天津市 和平区 贵阳路中学 hbgagwm@163.com

1670 东成西就 胡曰钢 天津市 山西省 杜庄 1968.11 天津市 yghu50@163.com

1671 hg-168 黄岗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 解放 1972.02 四川省 成都市 hg-168@163.com

1672 老不死的 刺梅花 宁夏自治区 固原 宁夏自治区 1976.05 宁夏自治区 固原 lbsd@163.com

1673 老五 杨晓龙 北京市 陕西省 芋园 1969.03 陕西省 西安 363143600@QQ.COM

1674 尖鬼 梁伟生 四川省 攀枝花 四川省 石流 1968.03 重庆市 市中区 第21初级中学 35903611@qq.com

1675 重庆支边青年 陈朝敏 重庆市 南岸区 云南省 大勐龙 1971.03 东风 云建 重庆市 九龙坡区 电大 ccmcq611@yahoo.com.cn

1676 岁月不在匆匆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 王桥 1968.11 陕西省 西安市 四十一中学 yulanshu@126.com

1677 黑龙 赵大禹 北京市 陕西省 七里村 1968.01 北京市 271502365@qq.com

1678 lwt_123666 刘万田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10 黑龙江生产建设 天津市
天津市吉林路中
学

lwt_123666@126.com

1679 王再平 王再平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内蒙自治区 吉林郭勒 1968.05 北京市 http://blog.readnovel.com/user/391235.html

1680 wangyw66 jiang 广东省 海南省 1968.11 中建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华南师院附中 wangyw66"нфрщщюсщьюс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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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681 翠花 翠华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名山农场 1968.10 二师十二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1682 安隐寺西坡居士 浙江省 杭州市 黑龙江省 乐业 1969.03 浙江省 杭州市 sfyboshi@163.com

1683 smzbtb 林可 内蒙自治区 哲里木盟 内蒙自治区 1968.10 内蒙自治区 shuhuacoo1@163.com

1684 寻梦 刘文娟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市 南王 1968.12 北京市 东城区 灯市口女中 mk302108@yahoo.com.cn

1685 几米阳光 sandra 广东省 广州市 海南省 1968.08 广东省 广州市 第六中学 hling6808@yahoo.com.cn

1686 兵团四十五团战士 邵树森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黑龙江省 1968.11 鹤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shaoshusen001@163.com

1687 四无斋主人 管逸虎 江苏省 扬州市 江苏省 铜山 1968.09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仪征中学 guanyihu@yahoo.com.cn 暂无

1688 ty(天意） 李文贽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内蒙古生产建设 天津市
天津市民族中
学1968届高中毕业 daben0175@eyou.com http://blog.sina.com.cn/daben0175

1689 钱林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双沟 1968.10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第十中学 qianlin5009@tom.com

1690 卫星 蔡惠昕 安徽省 铜陵 北京市 1968.01 新疆 新疆自治区 北屯 政校 CHXLWPT@SINA.COM

1691 曾丽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1968.01 江西省 南昌市 小港中学

1692 {-⒉o08.姩 黄昕 江西省 宁都 北京市 1968.01 江西省 宁都 http://user.qzone.qq.com/407775489

1693 傲世☆浪子 杨岩 河南省 夏邑 江苏省 1968.01 河南省 江阴

1694 水立石 沈彦硕 河北省 秦皇岛市 内蒙自治区 额仁高比 1968.07 北京市 北京体育学院预科 sys141@163.com

1695 陈佳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696 宁要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697 木砚痴 陕西省 xian 陕西省 娘娘庙 1968.10 陕西省 xian shizhong muyanchi5550@163.com

1698 走过的岁月 李丙岭 安徽省 阜阳 安徽省 袁寨 1968.01 安徽省 阜阳 阜阳一中 250493141@163.com

1699 卜军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00 顾建平 顾建平 上海市 云南省 1970.03 东风 生产建设 上海市 前锋中学 sijipiaopiao@sina.com

1701 ZHAOBH ZHAOBH 北京市 山西省 怀道公社 1968.12 北京市 北京85中 zhaobh@neea.edu.cn

1702 yehua52 张业华 江苏省 启东市 江苏省 1971.04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启东市 红卫中学 yehua52@126.com

1703 王刚 安徽省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3404149334

1704 成宝善 山西省 晋城 河南省 莲庄 1975.08 河南省 宜阳

1705 六月飞霜 王庆祥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8.11 梧桐河 黑龙江省 牡丹江 WXMDJ@126.COM

1706 山楂树 董平 浙江省 杭州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上海市 零陵中学68届 dongpingszs@hotmail.com

1707 洮儿河的冬天 振环 吉林省 长春 吉林省 1969.06 洮河 吉林省 长春 六中 gao_y_cchgxs@163.com

1708 llw 吕丽雯 北京市 丰台 北京市 1969.09 黑龙江建设 北京市 1107lzw@163.com

1709 陈湘辉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10 贾 上海市 安徽省 1973.12 黄山 上海市 jiaguowei@dicnt.com.cn

1711 chaoyongsheng 曹永胜 江苏省 盐城市 11 江苏省 施庄 1968.01 11 1111 江苏省 盐城市 11 cys_88@163.com www.china-cys.cn

1712 花甲润青 润青 河北省 河北省 岳实庄 1969.01 河北省 runqing1949.@sohu.com

1713 干戈 甘国强 四川省 合江县 四川省 印子 1970.05 北京市 gang222666@sina.com

1714 刘利民 连森斌 黑龙江省 呼玛 黑龙江省 二十五农场 1970.05 黑龙江省 伊春 林业八中 lianlei2007@163.com

1715 cdd 陈定德 北京市 山西省 麽里 1968.12 北京市 cdd1948@163.com

1716 孺子牛 杨玉方 吉林省 长春 吉林省 三合 1968.11 吉林省 长春 长春第四十中学 ruziniu.china@hotmail.com

1717 珊珊 蔡文心 浙江省 湖州 浙江省 高林 1962.10 上海市 上海市马当路小学 cwxclzhzy@live.cn http://cwxclz.blog.163.com

1718 刘尨海 刘海 山东省 青岛市 新疆自治区 1957.01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钢铁学校 hail0999@163.com

1719 牛 wang　zhong　ping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建设 上海市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
中学66届初三6班 wzp1019@sina.com

1720 待人以诚 邵平 河北省 内蒙自治区 海力锦 1968.09 天津市 shaopp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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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721 幽幽人 广东省 肇庆 广东省 葛坡 1978.12 广西自治区 贺州 auqfq@163.com www.auqf36.51.com

1722 齐彼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23 天使 马桂芬 上海市 长宁区 贵州省 落洪 1969.04 上海市 长宁区 东方中学68届

1724 ZXW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25 zxw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1 北京市

1726 周贵松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27 望春 SYY 浙江省 宁波市 黑龙江省 1970.04 鹤立河农牧场 北京市

1728 小枫 小枫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 三交 1968.01 山西省 忻州 99343437@qq.com

1729 见明 李健民 福建省 福建省 1969.02 福建省 faljm@163.com http://faljm.blog.sohu.com/

1730 文龙花 宋学武 北京市 云南省 大勐龙 1969.05 东风
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sxw.hi@163.com www2008syv.spaces.live

1731 李建红 贵州省 印江 贵州省 沙子坡 1975.08 贵州省 印江

1732 刘朝顺 福建省 宁德 福建省 1968.01 福建省 宁德

1733 邢玉龄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1734 sunwk 孙先明 湖南省 岳阳 四川省 银江 1969.02 四川省 成都
第二铁路工程局成
都铁中

sun.wk@163.com http://sunwk.unionabc.com
 http://sunwk.sunwk.blog.163.com

1735 johnweida john 广东省 湛江市 北京市 1968.01 中建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湛江市 johnweida@163.com

1736 后人 曾 北京市 河北省 1968.01 北京市 zenglihua2005@126.com http://www.3nong.org/bbs/index.asp

1737 浔溪鹤 蒋争鸣 浙江省 长兴县 浙江省 城郊 1973.03 浙江省 湖州 jzm5607@sina.com

1738 王幼华 北京市 朝阳区 内蒙自治区 三家子 1968.08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三十四中学 wangyouhua2001@sina.com.cn http://blog.sina.com.cn/wangyouhua2001

1739 枫叶下的玫瑰 吴涵伟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74.11 宁安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尔滨市第１０４
中学

whw0820@hotmail.com

1740 gjp574 gengjianping 北京市 宣武区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宣武区 北京市五十一中学 gjp574@163.com

1741 慧心 鲁慧敏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省 官马 1970.02 吉林省 吉林市
吉林市第三十九中
学

lhm116@eyou.com www.vsedu.com.cn/lhm116

1742 石龍 麥蒔龍 香港 海南省 1969.09 烏石
廣州軍區生產建
設兵團

广东省 廣州市 廣州第二十九中學 makshilung@yahoo.com.hk

1743 laoshi674 史玉杰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9.08 曙光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日坛中学 laoshi674@sohu.com

1744 恒 甘正恒 广西自治区 平南 广西自治区 六陈 1978.01 广西自治区 平南 育鸿

1745 被撵出磨道的老
驴

Philosopher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北兴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勃利 www.sohu.com

1746 铁力ysj 应胜建 浙江省 杭州市 黑龙江省 1969.04 黑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第十二中学 ysj0753@hzcnc.com

1747 漂泊 陆万春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69.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上海市 chris_lumin@hotmail.com

1748 老知青 胡振文 国外 Los Angeles 广东省 1968.11 广东省 广州 广州十六中 samwoo2004@hotmail.com

1749 罗玄 张连贵 吉林省 吉林 吉林省 河弯子 1969.12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市第十三中学 344910650@QQ.COM

1750 乐乐 兴益 重庆市 重庆市 云集 1976.08 重庆市 809826517@qq.com

1751 cft cft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68.11 尾山 黑龙江省 cft_1949@hotmail.com

1752 长春老藤 滕瑞环 吉林省 吉林省 1966.08 红光 吉林省 LAOTENG1949@163.COM 乐趣园

1753 随便 穆少华 上海市 黑龙江省 赵光 1968.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十四中 956345755@qq.com

1754 汤奇龄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 双塔 1968.09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市新宁初级中
学

1755 侃阳光 邵晓芳 江苏省 z镇江市 江苏省 万石 1976.10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和桥高级中学 fang07221997@sina.com

1756 淘洗宝宝 邵晓东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 和桥 1977.10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和桥高级中学 fang07221997@sina.com

1757 中国大孢 董建国 北京市 山东省 1968.01 山东 北京市

1758 达扬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04 上海市 dayoungyoung@gmail.com

1759 兵大哥 黄洋 重庆市 四川省 川主 1972.01 重庆市

1760 hanqh 湖北省 枝江市 湖北省 百里洲 1974.10 湖北省 枝江市 hanqh@hbh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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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761 乌兰哈达 张志伟 北京市 宣武区 内蒙自治区 罕乌拉 1968.08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宣武区 和平门中学

1762 阿道克 石刚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北圪堵 1968.07 天津市 和平区 人民中学 shigang421@yahoo.com.cn

1763 0088snp 孙义品 浙江省 奉化 浙江省 萧王庙 1969.02 上海市 新力中学 0088snp@sina.com

1764 叶子 杨永河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省 白市 1968.01 贵州省 贵阳市 gyyk0057@sina.com

1765 荷叶田田 梁子 河北省 石家庄 内蒙自治区 达来东 1969.04 天津市 天津女一中 liangheyin@sohu.com

1766 石学成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 1968.01 铁力 北京市

1767 周末上网 石学成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 1968.01 铁力
黑龙江铁力县强
字20号信箱加工厂 黑龙江省 rgdhxz@168.com

1768 STEVEN 苏 国外 澳洲 黑龙江省 塔子城 1970.03 上海市 力进中学

1769 我们厂 王敏臣 河北省 涿州市 黑龙江省 1969.08 建设 黑龙江建设兵团 北京市 宣武娶 北京市第58中学 河北

1770 琅琊居士 林建都 山东省 费县 黑龙江省 1969.10 黑龙江省建设兵团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中学 lkt1953@yahoo.cn http://duliertuan.zhan.cn.yahoo.com/

1771 zongchunshan 宗春山 上海市 新疆自治区 1966.07 新疆生产建设 上海市 zongchunshan@citiz.net

1772 原野牧歌 梁荷荫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内蒙自治区 达来东 1969.04 天津市 天津女一中 liangheyin@sohu.com

1773 老山 宗春山 上海市 杨浦区 新疆自治区 1966.07 新疆生产建设 上海市 zongchunshan@citiz.net

1774 星星 张智星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洪山公社 1975.08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附中 xiangsiqing1975@163.com 知青文苑

1775 蔡成译i 上海市 云南省 1969.04 北京市

1776 青音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77 杨建群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界头 1969.02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第二中学

1778 闫金川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 界头 1969.02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二中

1779 王优清 北京市 西城 北京市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市 西城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

WANGJUN0429@HOTMAIL.COM

1780 顽主 宋克平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箭河 1968.09 河南省 郑州
郑州市半工半读初
级技术学校

1781 68届 王建文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吴家山农场 1968.01 吴家山 湖北省 武汉市 wong_5201@163. http://i.cn.yahoo.com/wong_9858

1782 马坤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83 大泽龙 张宝泽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市 任凤 1964.06 天津市 宁河 baozedemeng@163.com

1784 老贾 贾新农 广东省 珠海 内蒙自治区 阿尔善宝力格 1968.08 北京市 北京丰台三中 jiaxinnong@sohu.com

1785 七毛 李国良 重庆市 四川省 钟凤 1968.01 重庆市

1786 枫叶 庞宝林 辽宁省 丹东市 内蒙自治区 阿荣 1969.05 天津市 河西区 天津市四十二中学 ddpbl@163.com

1787 简智湘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788 laotan 谭云 山东省 青岛 山东省 1964.09 北京市 涿 aoyue871453@sina.com

1789 liuzhm731 刘正民 山东省 青岛 山东省 敬仲 1970.01 山东省 青岛 liuzhm731@hotmail.cm

1790 开心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8.11 北京市 wypwyp1950@126.com

1791 贤子 周会贤 天津市 武清 天津市 大孟庄 1966.01 北京市 东城区 女子十四中 fancy_0926@aina.com

1792 hongli hongli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市 黄坎 1976.03 北京市 东城区 ll1998@126.com

1793 旅徒 吕佩春 江苏省 淮安 江苏省 小楼 1968.01 江苏省 淮安 www.a516.ok@163.com

1794 duweijing 杜卫京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3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天津市 duweijing@hotmail.com

1795 江南春暖 石磊 广东省 深圳 江西省 洺口 1970.04 上海市 凤城中学 shilei66@gmail.com

1796 醉意朦胧 李逸峰 上海市 黑龙江省 塔子城 1970.04 上海市 红星中学 lyf_46@163.com

1797 宜城市民 孙荣长 安徽省 安庆 安徽省 红炉 1968.01 安徽省 安庆 安庆市第二中学 sun_rongchang@126.com

1798 资深美男 hqe 四川省 泸州 四川省 江门 1969.01 四川省 泸州 泸州二中 huangqingen@tom.com

1799 苦乐田 张国岳 内蒙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自治区 朝阳 1970.10 新社 **** 河北省 保定 永康书室

1800 马士萍 北京市 丰台区 黑龙江省 1969.09 859 黑龙江兵团 天津市 河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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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3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3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3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4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5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801 甜甜的爷爷 王国庆 北京市 丰台区 黑龙江省 1970.06 859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天津市 河东区 天津26中 zzhhwwaa2008@163.com

1802 大个 徐丰盈 北京市 山西省 敦厚 1968.12 北京市 frankhsu@yahoo.cn

1803 lwm 李文美 上海市 云南省 勐啊 1969.03 勐啊 云南生产建设 云南省 昆明
昆明市归国华侨补
校

liwenmei0629@163.com

1804 68届 苏晓珠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 柳树屯 1968.01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第三十二中
学

369779661@qq.com

1805 黄牛脾气 张联帆 上海市 杨浦区 陕西省 小惠 1974.04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七十二中学 a289747@163.com

1806 东方红 胡卫东 山东省 山东省 1977.07 山东省 sjhudong@sina.com

1807 朱华 云南省 加拿大 云南省 宝峰 1976.08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师院附中 zhuhua2000@gmail.com

1808 gdy1225 管德镛 上海市 徐汇区 黑龙江省 七星泡农场 1969.07 七星泡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第五十九中学 gdy1225@hotmail.com

1809 贵都寒士 常秋南 天津市 山西省 岚水 1970.05 天津市 和平区 59中学 975152825@qq.com

1810 张广兴 山西省 永济市 山西省 1968.01 天津市 河东区

1811 马志刚 北京市 海淀区 内蒙自治区 1969.03 内蒙古建设 北京市 海淀区 mjl19812@163.com

1812 君竹 李军 辽宁省 本溪 辽宁省 高官 1975.08 花岭大队青年 辽宁省 本溪 80567673@qq.com

1813 ffxxpp1007 冯孝平 广东省 珠海 安徽省 三塔 1969.01 上海市 五十四中 ffxxpp1007@yahoo.com

1814 水5.12立方 余水根 江西省 景德镇 江西省 罗家 1968.09 江西省 景德镇 539807325@qq.com

1815 孫重晔 江苏省 江宁区 江苏省 沿河公社 1968.11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一中 laoya.6666@163.com

1816 胡景南 胡景南 江苏省 南京市 内蒙自治区 阿尔巴斯 1968.10 江苏省 南京市 南京九中 hjn1948@163.com hjn1948.blog。163.com

1817 牧子 广西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 1969.01 广西自治区 306596496@qq.com http://gxzq.16bao.com

1818 单车 张克孝 辽宁省 丹东 辽宁省 石城 1968.10 辽宁省 丹东 丹东巿三中 yunguang7877@163.com 丹东巿元宝区

1819 程秉钧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1 嫩北农场三分
场

北京市

1820 风雨老三届 王建华 陕西省 西安 陕西省 嵬东 1968.12 陕西省 西安 西安市第72中学 oogen@163.com

1821 yyee 一程 贵州省 遵义市 贵州省 上坪 1968.11 贵州省 遵义市 遵义市第四中学

1822 星火 星火 上海市 天津市 1968.01 上海市 zhiqingfengchai@163.com

1823 源生 翁维生 上海市 贵州省 上坪 1968.03 上海市 永吉中学 weishengweng@yahoo.com.cn

1824 老大 宗春山 上海市 杨浦区 新疆自治区 1966.07 新疆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眉州中学 zcs65044421@sina.com

1825 浪迹天涯 彭德明 重庆市 重庆市 长沙 1968.01 重庆市 重庆林校 pdm2004963@126.com

1826 知足 靳爱军 广东省 惠州 河北省 郄马 1976.06 河北省 石家庄 wangsy668@sina.com

1827 王树伦 黑龙江省 大庆 吉林省 亮甲山 1968.11 吉林省 吉林 吉林市第七中学 wsl5110@sina.com

1828 天扬 史可扬 江苏省 泰州 江苏省 1971.04 东辛
江苏生产建设兵
团

江苏省 兴化市大垛镇 sky551109@126.com http://www.hxzq.net/asp/hxzqml/shuru.asp

1829 乐 赵金祥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jx.zhao@yahoo.com.cn

1830 小小 上海市 黑龙江省 1970.05 上海市

1831 北方的狼 XUHONGHU 广西自治区 南宁 内蒙自治区 库都尔 1971.06 内蒙自治区 呼伦贝尔 XUHONGHU@126.COM

1832 松涛云海居士 孙新国 山东省 济南 山东省 遥墙 1968.11 山东省 济南 山东师大附中 laogui_1949000@sina.com

1833 高歌 高歌 北京市 东城区 山西省 大营 1968.12 北京市 东城区 北京外管中学 ABCDEFG1950@YAHOO.CN

1834 黑河知青 李平 黑龙江省 牡丹江 黑龙江省 1968.10 新华 黑龙江省建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bm.li@163.com

1835 张盛菊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09 黑龙江建设兵团 天津市

1836 无非 唐智芬 天津市 大港区 陕西省 城关 1969.01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三十六中 tang_zf@163.com

1837 北国之秋 景泰兰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省 1976.05 黑龙江省建设兵
团

北京市

1838 春天枝 高秀君 国外 辽宁省 双庙子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第十六中学 nv54@163.com

1839 莫老爷 mmy 广东省 海南省 1969.08 新中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

广东省

1840 andafeng 北京市 海淀区 黑龙江省 1968.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上海市 虹口区 上海市市东中学 andafeng@hotmail.com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6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7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8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09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0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0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
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841 wbg 河北省 石家庄 河北省 常庄 1976.07 吉林省 吉林
解放军5704厂子弟
中学

w38556@126.com wbg.blogcn.com

1842 下岗知青 马强 河北省 河北省 1968.12 天津市 cjda4615@sina.com

1843 wudahai 吴大海 江苏省 江苏省 1962.09 东辛 江苏省 WUDAHAI1234518382003@YAHOO.COM.CN

1844 yiludieting 王宝威 辽宁省 沈阳 辽宁省 五三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沈阳市第八中学 yiludieting@163.com

1845 邢仪 北京市 陕西省 关庄 1969.01 北京市 xingyi47@yahoo.com.cn

1846 胖鱼 俞戊孙 广东省 深圳 四川省 上游 1969.01 四川省 成都 成都石室中学 yuwusun2003@yahoo.com

1847 潭城老王 王建平 湖南省 怀化 湖南省 岔头 1975.03 湖南省 湘潭 湘潭大学 wjp@xtu.edu.cn

1848 子莹 北京市 北京市 1969.04 北京市

1849 亨利 朱建国 上海市 shanghai 江西省 黄州 1968.01 上海市 shanghai zhjg@fait.org.cn

1850 杨清芳 河北省 任丘 黑龙江省 1968.09 天津市 河西区 41中 panpan_deming@163.com

1851 雨伞 吴同杰 江苏省 苏州 安徽省 炎刘 1968.01 安徽省 六安 六安二中 WTJ590310@163.COM

1852 珍 - 重庆市 - - 四川省 1969.10 - - 四川省 - - sheffey@sohu.com -

1853 老张 张健福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尖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zhangjianfu@happyinsurance.com.cn

1854 小哥儿 陈平 广东省 中山市 海南省 1971.11 国营西庆农
场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

广东省 中山市 中山市小榄镇一中 502730963@qq.com

1855 西风瘦马 赵福康 天津市 河北省 毛大坝 1969.03 天津市 第十八中学 fukangzhao@hotmail.com

1856 过来客 陈华山 福建省 莆田 福建省 罗坊 1969.02 福建省 莆田 chenhsh728@sina.com

1857 曹守德 上海市 杨浦 安徽省 新德（标里） 1969.01 上海市 虹口 caoliangqiong@gmail.com

1858 摩萨得 玲玲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泡桐 1971.02 湖北省 武汉 linjli@163.com

1859 春雨 梅建国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 葛武 1969.01 江苏省 盐城 盐城师专附中 mijg@sina.com

1860 大老张 张新三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zhhzxs@163.com

1861 天地一沙鸥 刘会宁 青海省 西宁市 青海省 五十 1968.01 青海省 西宁市 西宁铁二中 liuhuining1@sina.com

1862 冰冰 赵 山西省 太原 山西省 高村 1975.12 河北省 张家口 273979583@qqq.com

1863 春雨 张福春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依龙 1970.04 上海市 zfc1970@163.com

1864 范最之 范敏 海南省 海口市 广东省 和庆 1972.10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华侨中学 fanmin2600@sina.com

1865 东北知青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866 姜登华 北京市 四川省 1968.01 四川省 叙永

1867 郁琪 杨郁琪 广东省 深圳 甘肃省 下河清农场 1966.09 农建11师三团 天津市 耀华中学 yuqiwnj@sina.com http://blog.sina.com.cn/wnjyuqi

1868 柳晓玲 北京市 福建省 八都 1974.05 北京市

1869 whcbedu 袁星火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 问安云台 1970.02 湖北省 宜昌市 宜昌七中 whcbedu@126.com

1870 lmh 李明华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8.0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41团团直学校 上海市 杨浦区 上海市吴淞中学 lmh0306@126.com

1871 雷雷 袁信雷 上海市 吉林省 双城堡 1969.04 上海市 408041887@qq.com

1872 wjw 王建武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68.01 黑龙江 天津市 wjw518@eyou.com

1873 wzq48 王志强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 荷湖 1968.11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四中 wzq48@126.com

1874 zzz 朱兆中 上海市 江苏省 1969.03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无锡 无锡市第二中学 z1z2z3@peoplemail.com.cn

1875 森林 李守锋 河北省 任丘 辽宁省 台集屯 1968.09 辽宁省 锦州 辽宁 南票矿中 河北 沧洲

1876 青山 xuhong 河南省 郑州 河南省 b 1970.01 河南省 郑州 dashan268@yahoo.cn

1877 宋刚刚 宋刚刚 上海市 安徽省 马店 1969.01 上海市
上海市三好中
学68届高中 songganggang@sohu.com

1878 liyonghu liyonghu 上海市 xu hui 黑龙江省 xing bei 1969.03 上海市 chang ning liyonghu@yahoo.com

1879 北方的狼 徐洪 广西自治区 南宁 内蒙自治区 库都尔 1957.06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

内蒙自治区 海拉尔市
原林林业职工中小
学校

XUHONG

1880 风云 程凤云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四合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1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2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3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1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2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3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4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5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6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7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8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49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50
http://www.hxzq.net/asp/hxzqml/liulanx.asp?d1=2151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881 丁文慧 浙江省 杭州市 云南省 水利兵团 1969.12 水利四团四营十
四连

上海市 杨浦区 少云中学 dingwenhui0716

1882 苹果 徐舒萍 安徽省 六安 安徽省 张家店 1976.11 安徽省 六安 六安二中 ping-guo0626@163.com

1883 孙鑫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1884 快乐老太 何广珍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70.05 建三江黑龙江建
设

天津市 heguangzhen501125@yahoo.cn http://i.cn.yahoo.com/07906766616

1885 heart1950 心心 广东省 佛山市 江西省 1968.07 原劳改劳场
江西生产建设兵
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师范学院附
中

heart1950@163.com http://vheartv.blog.sohu.com/

1886 无影的风 赵凯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沙德盖 1969.06 天津市 tjtpzk@163.com

1887 qilinzhang1122 张宗麟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房木 1968.01 北京市 qilinzhang1122@sohu.com 地址：http://blog.sina.com.cn/qilinzhang1122324

1888 红旗飘飘 马红旗 辽宁省 辽宁省 凉泉 1968.01 北京市

1889 晨晨奶奶 曲 天津市 内蒙自治区 俄体 1968.07 天津市

1890 马号 徐 内蒙自治区 包头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北京市 xuxiaomin888@yahoo.com.cn

1891 芝士 黄楚芝 广东省 揭阳 海南省 1970.08 西流 西流 广东省 揭阳 chyqoqo@163.com

1892 heart1950 心心 广东省 佛山市 江西省 1968.07 原劳改农场
江西生产建设兵
团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师院附中 heart1950@163.com http://vheartv.blog.sohu.com/

1893 劳夫 上海市 浦东新区 贵州省 双龙 1969.04 上海市 杨浦 dtf917@yahoo.com

1894 李宁 李宁 北京市 大兴区 吉林省 五棵树 1968.01 北京市 西城区 lining47@yahoo.cn

1895 李婵英 李婵英 广东省 惠州 广东省 公庄 1963.10 广东省 惠州

1896 布笔国画山水 吴松涛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 1968.10 七星泡农场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干部职
工大学

wusongtao888@live.cn http://www.dsj.cityyouth.cn/guinness_detail.asp?id=609

1897 张工 张洪志 四川省 彭州市 陕西省 洪水 1976.06 洪水 陕西省
铜川市（金锁镇
何家坊）

铜川市3号信箱
（跃进机械厂）
子弟学校

1115855330@qq.com

1898 潘艳君 江西省 江西省 1968.01 江西省

1899 天上云 王侠 陕西省 陕西省 1969.02 北京市

1900 马龙霞 北京市 江苏省 1968.01 江苏省 仪征

1901 小颜 颜春凤 上海市 虹口 黑龙江省 1970.05 永丰 上海市 虹口 hyacinth_girl@126.com

1902 蒋二 蒋 四川省 成都 云南省 1971.06 孟定
云南生产建设兵
团

四川省 成都 jiangxuegangxwj@126.com

1903 石头 石慎景 天津市 河东区 黑龙江省 1969.06 名山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天津市 南开区 ysssj@126.com

1904 彭道兵 河南省 南阳 河南省 1968.01 河南省 南阳

1905 黄邵伟 福建省 三明 北京市 1968.01 福建省 三明 604263375@qq.com

1906 邓乃诸 邓乃诸 天津市 天津市 黑龙江省 1970.06 黑龙江生产建设 天津市 天津市 新大路中学 811652138@qq.com

1907 陈静 重庆市 四川省 1968.01 四川省

1908 幽深飘渺 王惠 湖南省 长沙 新疆自治区 东风 1968.04 湖南省 长沙 新疆博乐二中 396760695@qq.com

1909 吴风娟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湖北省 阳新

1910 奈英子 沈玉华 浙江省 台洲 北京市 1968.01 - 江西省 乐平

1911 liujixin 刘继新 贵州省 石阡县 贵州省 1968.01 贵州省
第二次全国农业
学大寨会议

jinqiao-GZ@163.com

1912 张增友 江苏省 徐州 江苏省 1970.01 滨淮 江苏生产建设 江苏省 徐州 徐州市第七中学

1913 阿龙道 吴云龙 江苏省 南通 黑龙江省 1969.03 永丰农场 上海市 F4A555@126.COM

1914 心剑拍拍 郭为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994430556@qq.com

1915 一世风流 莫增成 广西自治区 柳州 广西自治区 柳江 1968.11 中国成信 中国成信 广西自治区 柳州
桂林市凯风中等
技术学校

cmcc2007@tom.com http://hi.baidu.com/mcgg2008

1916 十二团一连 徐效敏 内蒙自治区 包头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5 北京市 xuxiaomin888@yahoo.com.cn

1917 日暮孤帆 王以 重庆市 重庆市 双河 1969.03 重庆市 wangyi_1221@163.com http://blog.sina.com.cn/u/1465148983

1918 YH 于红 河北省 秦皇岛 黑龙江省 1968.05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qhdyhzp51@163.com

1919 Tim TimTsai 国外 加拿大多倫多 福建省 石獅 1969.02 福建省 泉州 泉州第六中學 timtsai@yahoo.cn

1920 陈颖 上海市 安徽省 1969.01 上海市 虹口区 长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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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921 荒友 尹志明 北京市 石景山 黑龙江省 1969.08 通北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zhimingyin@tom.com

1922 molihua 山东省 东营市 山东省 塘坊 1977.07 山东省 淄博市 wangaihua-2005@163.com

1923 云中云 阳照云 广东省 中山市 四川省 前进 1975.07 重庆市 梁平县 红旗中学高75级 CX_cnc@126.com

1924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广东省 中山 广东省 坦洲 1965.06 广东省 广州 广播中学 wu88833279@zsemail.com

1925 兰兰 朱春兰 湖南省 长沙 湖南省 西洞庭农场 1972.03 湖南省 长沙 zhuchunlan315@163.com

1926 何德林 北京市 黑龙江省 1969.08 黑龙江生产建设 北京市 朝阳中学

1927 fww4104 wwf 北京市 朝阳 山东省 于官屯 1974.08 山东省 德州 一中 fww4104

1928 小溪 江燕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1969.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

北京市 xiaodong_333@sina.com

1929 腾云驾雾 庄则明 上海市 安徽省 相官 1971.10 上海市 原 上海市民立中学 www.your.name@21.cn.com 腾讯网）http://1055041128.qzone.qq.com

1930 连森斌 连森斌 黑龙江省 呼玛县 黑龙江省 25农场 1971.05 黑龙江省 伊春市 林业8中 lianlei2007@163.com

1931 老猫 齐双庆 吉林省 磐石 吉林省 东来 1968.11 吉林省 磐石石嘴镇 石嘴铜矿子弟中学 qss5404@yahoo.com.cn

1932 李玉耀 黑龙江省 鹤岗市 黑龙江省 1968.06 黑龙江省建设兵
团

黑龙江省 鹤岗市 weiping1950@gmail.com

1933 赵卫平 黑龙江省 鹤岗市 黑龙江省 1968.10 鹤立河二分场 黑龙江省 鹤岗市 weiping1950@gmail.com

1934 yy 辛台号 河南省 河南省 1975.08 北京市 xintaihao060225@163.com

1935 傻pig 章华 广东省 汕头市 海南省 下蓬 1967.12 文昌育种站
广州军区生产建
设

广东省 汕头市

1936 青年 北京市 北京 北京 甘肃省 1968.01 北京市 北京 北京 270535848@qq.com

1937 宋效奇 山西省 长治市 山西省 司马 1970.09 山西省 太原市 太原五中 sxq1953@163.com

1938 笔谈 罗家俊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 新建 1969.01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十七中学校 ldyso@163.com http://shutong.org.cn/

1939 好摄 张炳胜 北京市 山西省 常隆公社 1968.01 北京市

1940 今日艺术 刘雨 北京市 北京市 1968.01 北京市 maojing2003@163.com

1941 野山 宗春山 上海市 杨浦区 新疆自治区 1966.07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疆军区生产建
设

上海市 杨浦区 zcs65044421@sina.com

1942 顾月影 乔敏如 湖南省 怀化市 北京市 甘棠 1969.03 湖南省 洪江市 洪江二中 1123116143@qq.com

1943 齐实青 齐实青 黑龙江省 齐市 无 黑龙江省 1968.11 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

黑龙江省 齐市 实验中学 无 百度空间

1944 弯弯 王琴 湖北省 黄石市 湖北省 程潮 1968.12 湖北省

1945 nyx ning 重庆市 四川省 庙垭 1964.10 重庆市 nyxaaa@msn.c0m

1946 仙童 王承跃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省 洪山 1969.01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123中学 wcy7707@qq,com

1947 长水河鹤岗知青 孟宪成 河南省 商丘 黑龙江省 1968.10 长水河 黑龙江省 鹤岗 1179619780@qq.com

1948 王律 王云华 天津市 南开区 河北省 温泉屯 1969.05 天津市 南开区 wangyunhua1011@163.com http://wangyunhua1011.blog.163.com/edit/

1949 徐卓亚 北京市 荷兰 黑龙江省 1970.06 黑龙江生产建设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华侨中学 china-ie@live.nl

1950 醉秋风 四川省 资阳 四川省 远景 1972.02 四川省 成都 609775078@qq.com

1951 阎氏采风居 闫鲲 安徽省 阜阳市 安徽省 1975.06 插花猪场 安徽省 阜阳县 854370421@qq.com

1952 zhiqing53 沈志庆 浙江省 海宁市 浙江省 丁桥 1969.05 上海市 南市区 建浦中学 zhiqing5355@sina.com

1953 晨露叶子 程哲令 上海市 闸北区 安徽省 张大屯 1970.08 上海市 黄浦区 新成中学 chenluyezui33163.com

1954 老九.刘 湖北省 武汉 湖北省 1972.01 湖北省 武汉 laojiu.liu@163.com

1955 蒋利先 湖南省 湘潭市 湖南省 八团 1968.01 湖南省 湘潭市 湘潭市一中 jianglixian88@sina.com

1956 老树 郑向民 河北省 赤城 河北省 龙门所 1969.03 天津市 zhengxiangmin165@163.com

1957 牧猪人 徐小平 江苏省 常州 新疆自治区 1965.09 大宛其 江苏省 常州 常州市四中 czhmxp04@yahoo.com.cn

1958 瀚海孤舟 辽宁省 锦州 辽宁省 老官堡 1968.11 辽宁省 锦州 铁合金子弟学校 LNJZYINGHAI@126.COM

1959 细宇 刘继红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黑龙江省 1969.09 黑龙江生产建设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1960 旬邑土桥知青 赵勇 陕西省 咸阳市 陕西省 土桥 1969.01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安市四十中 598693015 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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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
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1961 fighterjet 郑新 国外 美国洛杉矶 吉林省 莫莫格 1969.03 北京市 35中 xltwwc2005@hotmail.com

1962 xiehuida 谢惠达 广东省 深圳 四川省 礼州 1968.12 四川省 成都 xiehuida99·126.com

1963 西部知青 李江 甘肃省 嘉峪关市 甘肃省 上坝 1974.05 甘肃省 嘉峪关市 lijiangjyggs@sina.com

1964 黄建国 上海市 徐汇区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9.11 上海市 奉贤县 胡桥中学

1965 周予德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8.01 上海市

1966 王素兰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8.01 北京市 嘉定 真如中学

1967 王贵金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8.01 上海市

1968 赵静芬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8.01 上海市 静安区

1969 曹伟如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8.01 上海市 静安区

1970 戴丽萍 上海市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68.01 上海市

1971 张曙 上海市 静安区 黑龙江省 伊西肯 1970.04 上海市

1972 李增年 李增年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 1974.08 勃利种马场 黑龙江省 哈尔滨 哈铁一中 http://blog.sina.com.cn/lizengnian

1973 静静的星河 武国梁 北京市 丰台区 内蒙自治区 1969.09 内蒙古生产建设 北京市 西城区 北京八中 jichu68@sina.com http://hexun.com/wuguoliang/Default.html

1974 泉 李海泉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1972.10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广州 dickmao1982@qq.com 广州

1975 大井 武川大井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东红胜 1968.09 北京市

1976 兰天 马烈 北京市 东城区
加拿大温哥
华

湖北省 三合 1968.01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汉市十四中
（武大附中）

jm@canadakind.com

1977 龚子耶 龚晓飞 湖北省 襄樊市 湖北省 张集 1975.07 - -- 北京市 gonglopngfz@163.com -----------

1978 崔铁鹏 辽宁省 铁岭 辽宁省 三面船 1968.09 辽宁省 沈阳 沈阳一中

1979 果果的妈妈 北京市 甘肃省 1973.10 北京市 lubq@sina.com

1980 huifururu 王乃洳 天津市 山西省 陌南 1968.10 天津市 天津市女六中 huifururu@163.com

1981 7219部队 李江陵 北京市 朝阳区 河北省 老鸭庄 1972.01 河北省 张家口市 第一职业中学 ljl7219@yahoo.com.cn

1982 金马鹿 云南省 云南省 1968.01 云南省

1983 美丽的云 王侠 陕西省 西安 北京市 1969.02 北京市 tsndmldy@tom.com

1984 时光老人 谭晓平 湖南省 澧县 湖南省 大坪 1969.01 大坪公社知青农场 湖南省 澧县 a19550323@163.com

1985 tiangongcai 北京市 changqu 云南省 1969.05 yifenchang shengchanwutuanyiyingxuexiao 北京市

1986 氩氧精炼 李中朝 辽宁省 沈阳市 吉林省 黑林子 1968.11 吉林省 怀德 第二中学 AODLI@163.COM 无

1987 一路走来 张刃秋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黑龙江省 1968.12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第三中学 ice925@163.com http://blog.sina.com.cn/ice925

1988 yry 太阳的儿子 广东省 江门市新会区 广东省 1969.12 幸福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 新会县
广东省新会一
中

yry_yry@163.com

1989 小李敖 杨振东 浙江省 温州市 黑龙江省 1969.05 莲江口国营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十中六八
届

653453358@qq.eom 知青专栏

1990 钱均安 北京市 内蒙自治区 沙麦 1968.08 北京市 qianyunan@sina.com

1991 谷茂伦 谷茂伦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八棵树 1968.10 辽宁省 沈阳市
沈阳铁路中
学，初二八班

谷茂伦 辽宁省，沈阳市

1992 幻想中人 XXSSPP 山东省 泰安市 湖北省 红旗 1968.01 湖北省 襄樊市 襄樊五中 750222482@qq.com

1993 老三届 陕西省 宝鸡 陕西省 蜀仓 1968.01 陕西省 宝鸡 大庆战校 http://987834952.home.qq.com http://987834952.home.qq.com

1994 风云 程凤云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 1968.09 辽宁省 沈阳市 第十六中学

1995 雷雷 上海市 吉林省 1969.04 北京市

1996 静气平心 董静 湖南省 郴州 湖南省 市郊 1976.10 湖南省 郴州 三中 czgsdjb@sina.com.cn

1997 lgongl 陆公亮 上海市 吉林省 双城堡 1969.04 上海市 lgongl@hotmail.com

1998 my37210 商一兵 陕西省 宝鸡 陕西省 蜀仓 1968.01 陕西省 宝鸡 大庆战校 http://987834952.home.qq.com

1999 苦海无涯子 徐玉珍 湖北省 钟祥 新疆自治区 1964.05 新疆建设 上海市 南市区 782533241@qq.com

2000 老江湖 朱建国 上海市 徐汇区 江西省 黄州 1968.01 上海市 徐汇区 上海共青中学 zhjg08@sina.com http://zzhhuu08.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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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顺序浏览华夏知青名录　(详情点击编号) －－－　V 1.2 共有2893人　

序号 网上称呼 姓名 现住省 现住市县 现住国外 下乡省市区 下乡公社 下乡时间 农场 兵团 原住省 原住市县 原学校 电子邮件 主页地址

2001 wap 王安平 贵州省 凯里 贵州省 白市 1968.12 贵州省 贵阳 贵阳第十六中学 lzqwap@163.com 无

2002 沙衍钸 沙衍钸 上海市 安徽省 界首 1969.12 上海市 上海东风中学 shayanbu@gmail.com

2003 二丑 李静茹 辽宁省 大连 黑龙江省 1968.11 鹤立河 黑龙江省 牡丹江

2004 二丑 李静茹 辽宁省 大连 黑龙江省 1968.11 鹤立河 黑龙江省 牡丹江

2005 QQQQQ 周根胜 广东省 广州 海南省 山荣 1970.01 山荣 广州军区生产兵团 广东省 广州 ZHOU12888@126.COM

2006 王庆孝 山东省 山东省 平原 1968.12 山东省
济南第四十五中
学

2007 天涯浪子 赵大明 浙江省 杭州 宁夏自治区 李俊 1965.09 浙江省 杭州 qianjd@zhdx.gov.cn

2008 ajnjl5n3ew 陈龙峰 浙江省 安吉 浙江省 1968.01 浙江省 安吉 383716857@qq.com

2009 苏凝紫嫣 李风云 广东省 深圳 河北省 万里 1975.01 河北省 沧州 肃宁一中 leesuning@126.com

2010 孔庆刚 内蒙自治区 乌兰浩特 内蒙自治区 架马吐 1968.09 天津市 河北区 53中

2011 大自然 韩维彬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北京市 1968.0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

北京市 hwbhd@163.com

2012 哥巴 谭世通 广东省 广州市 湖南省 樟市 1965.09 长沙 湖南师院附中` Tanshitong2@126.com blog.163.com/Tanshitong2@126/

2013 知天乐 马不平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省 新曹 1969.12 新曹 苏州市 市二中 maleoin.g@163.com

 

 

湖南省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江苏省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2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3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4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5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6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7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8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29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0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1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2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3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4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5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6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7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8 1 1 上海市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39 1 1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2040 1 1 1 1 1 1 1.1 1 1 1 1 sample@email.t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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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知青博物馆获批成为国家二级博物

馆（作者：王兴民)

●《铁生 铁生》首发凝聚亲友回忆（作者：张

知依)

●海湾园：第九届“永恒的青春祭”公祭活动 ●记嘉兴知青赴大兴安岭五十周年盛会（作

者：张铭华)

●浙江知青(传记)典藏书系 年度公益计划 ●《知青老照片一一上海知青在市属农场》首

发

●追铁生心志 传独立精神——2019史铁生纪念

会之话剧《史铁生》展演（作者：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

●武汉，负重前行——“封城”七日记

●武汉加油！ ●知青老照片集《上海知青在内蒙古》首发式

今日举行（作者：晓歌/图大宝，海哥)

●中国知青协会成立大会第二届全球知青人峰

会知青关爱慈善专项基金研讨会在沪召开（作

者：柴春泽网站)

●《中国知青图书要目》和《那人那情那命

运》近日首发（作者：庄曼菁 黄建华)

●知青网站网页即将进入国家档案（作者：苏

苏)

●南通市海门九龙岛知青园知青群塑落成庆典

隆重举行（作者：徐桂国 宋爱国 薛松鹤)

●黑龙江之旅——纪念知青下乡五十周年回访

活动浙江对接会圆满举行（作者：张惠)

●上海知青赴嘉荫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在上海举行（作者：苏海洋)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暨2019年中国

梦·中国红春晚在汉隆重举行（作者：华闻视

线)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全国知青相聚

草原

●大明千古豁达音容犹在，石头今别布朗运动

永存

●知青网站汇

●知青博物馆巡展在北京开幕 ●刘建会见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

长阮显忠一行

●《华夏知青时代》征稿及购书启事（作者：

更的的)

●值得期待的《知青时代报》（作者：震亚)

●【首屆中國知青藝術節】籌備方案（初

稿）（作者：更的的)

●全国知青艺术汇演大赛 文博宫开赛

●河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开馆 300知

青忆青春

●中国“知青村”申请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作者：阿陀) ●知青博客《七连人》文选《飞鸿踏雪》出

版（作者：王铁军)

●北京知青捐款第二故乡（作者：林小仲) ●孙伟《青春咏叹（续集）--知青歌集》出版

知青新动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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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知青》于5月29日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

●【寻人】原北京女四中王春荣寻找昔日同窗

●【寻人】罗佳寻找知青父母 ●凉山州政协：把西昌知青博物馆建成青少年

爱国教育基地

●上海知青博物馆在上海奉贤海湾园正式开馆 ●广西首届知青运动会将于10月18日~19日在南

宁开赛

●柳城将举办知青文化狂欢节 ●华夏知青网站域名连接出故障

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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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名知青重相聚 ●中国知青组歌唱响美国卡内基

●重庆一中老三届开县知青团2010年集体返乡 ●武汉知青专题文艺晚会

●庆贺上海知青网成立十周年聚会 ●申城首家知青关爱基金启动

●粤海知青艺术团慰问综艺晚会举行 ●第一家由政府投资的知青博物馆在西昌开馆

●知青专列将赴西昌知青博物馆参观 ●43位知青脚印烙上知青广场

●500知青聚首忆青春 ●中国知青第一村友谊破土动工

●老知青情系玉树赈灾义演晚会开始售票 ●十大精英 这盘全选“知青”

●“知青春晖植树活动”在贵阳举行 ●贵阳将建中国知青纪念林

●老知青举办情系红土地赈灾义演（作者：海

宽搜集)

●北京佑安医院开展关爱知青健康服务公益活

动(图)

●40年前在进化裘家坞村的知青重团聚 ●海南农垦天然橡胶博物馆广征文物文献

●上海市长韩正：正研究长效机制改善老知青

生活水平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出版

●全国知青网站首次联办《知青春晚》（作

者：刘宏海)

●"知青墙"世博期间沪上落成 将征5万知青姓

名

●资助200名困难老知青 红十字山河智能牵手

知青

●中国知青诗歌论坛昨举行

●哈尔滨市首发“北大荒知青奖章” ●2000名全国各地知青欢聚重庆 共度知青节

●福建省长泰县江都村两委到漳州看望老知

青（作者：郑德鸿)

●黑龙江伊春嘉荫县知青园建成竣工

●大型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唱响国家大剧院 ●西双版纳打起“知青”文化旅游牌

●第三届知青文化艺术节在崇明闭幕 ●《重庆知青会刊》：为重庆知青建交流平台

●哈尔滨将首发知青奖章 请市民参与推荐 ●第四届长三角知青文化研讨会于10月23日在

安徽省石台县隆重召开！（作者：田钧祥)

●广东知青中大聚首 歌舞联欢庆国庆华诞 ●重庆永川市民青睐知青红色经典

●重温激情岁月 广西首届知青资料展9月举行 ●中国第一家知青博物馆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开

馆

知青新动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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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知青纪念活动简讯（作者：朱蕴忠) ●凤凰花文丛昨首发知青作者集体拜师

●知青主题书画展在京开展 ●仙桃胡场邀武汉知青“回家看看”

●中国最长“知青墙”惹争议 ●京沪知青同台联欢，携手共祝祖国康盛

●福建知青档案图片展在福州举办 ●“知青广场”上午奠基

●750多个宁波知青踏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 ●知青档案征集活动:寻找当年的知青说出你的

故事

●大兴安岭呼中区老知青纪念馆开放 ●回返北大荒旅游专列将启程 欲参加请报名

●“知青窗口”服务老知青 ●厦门知青今晨重返龙岩 纪念插队闽西40周

年(图)

●BTV《五星夜话》五一特别节目再现知青情

怀(图)

●照片、手稿 百余件知青藏品入藏首都博物馆

●光华知青关爱基金在京成立 ●2000知青流泪相聚 返乡游本月启动

●回城未招工知青医险新规定 ●株洲首开先河 老厂和知青点成文保单位

●400名老知青组志愿服务队 义务劳动服务大

冬会

●富阳提高农婚知青生活困难补助费

●千名知青 欢聚一堂 ●“知青学术研讨会”昨举行

●人民网特推出“与共和国同行——知青40年

再聚首”活动

●表不完的知青情

●“我和知青文学”系列活动将在沪举行 ●沈阳：画家创作巨幅国画《知青岁月》

●开封知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

激情上演

●邢燕子亮相辽宁大剧院

●“知青偶像”签售《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一代青春》邮资明信片（作者：显瑞邮事)

●“北大荒知青摄影展”11月23日结束 ●葬身云南37年成都知青“回家” 墓碑永藏

●纪念上山下乡40年科尔沁《知青岁月》雕

塑8日奠基

●大丰建成知青博物馆

●陕西万名老三届知青40年后再相逢 追忆难忘

岁月

●丁宇要求：规划建设好上海知青纪念馆 使之

成为接受上海辐射的载体和平台

●全国老知青爱心接力救灾送蚊帐记实（作 ●关于发起捐献蚊帐活动的说明（作者：大石

知青新动态（三）

者：曲博 嘉木)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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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个人主页

这些2002年前曾经活跃的知青网站，现在还存在的已经太少，让我们记住他们知青网络的先驱。

■知青主页查询

 按版主查找： 

 按网站查找： 

天外天

知青网络天地 浩 谱

火热的苍凉 老康蓝屋

思之家 清雅阁

高先生的主页 一板二眼看世界

大青树的纺织天地

白云鸟的天空

曾经草原

滴水岩的叶子

温馨酒吧老笨叔讲故事 康巴情浓

 山涧鹿鸣  菏 萍  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简介

 中国法官  中国西部知青  美国南加州知青网站

 久久的风雨亭  贺思聪的主页  抗癌者俱乐部

 黑白故事  老画眉的林子  田小野和她的朋友们

 三更罗  中国法官之窗  承德知青

 西里村  艺术－中国  悉尼中国知青

 知青族  七彩人生  青岛老三届知青网

 阿猪文集  老刘天地  柴春泽网站

 中华知青网  老三届工作室  北大荒知青网络

 上海知青  昆鹏网城  休斯敦知青联谊会

 马金文苑  兵团战友  猫论天下猫眼看人

 映山红  老知青论坛  陈军川的艺术世界

 浙江知青网  老知青之家  广州真光中学老三届

 国江苑  春华秋实  微风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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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小山村  我们知青的故事  荒野小站

 王东秀之家

 笑笑娱乐园地  格桑梅朵  学军中学——高三（3）班

 青岛江楠的家  小杨树的家  英雄少年

 一中六班  相月的主页  活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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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论坛汇集

论坛名称 版主

 南加知青 南加州知青

简述

美国南加州知青协会论坛

 老三届论坛 老三届网络工作室

 上海知青

 浙江知青

 西部知青

 承德知青

 老小孩论坛

 陶然亭 鹿鸣

 牵手 小路

 笛韵书吧 笛韵如水

 大青树下 大青树

 温馨酒吧 杰夫

 蓝色大卫论坛 大卫

 三更罗论坛 三更罗

 如歌的行板

 快闪论坛 沪上老康
一个网页制作技巧交流的园

地

 老知青论坛

 岁月如歌 西里村

 闲登小阁看新晴 渔唱

 中华知青

 老画眉林子 知了

 康巴情浓

 老笨网友论坛 老笨

 春华秋实

 菏萍港湾 菏萍

 明熔阁 明熔居士

 久久油坛 久久

 泡菜坛 宇鹏

 滴水岩 大石头

 癌症患者家 ca

 谈说之地 号子 交朋接友,网络佳文共赏

 天津草原情

 学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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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音高比队（作者：李礼)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老照片6（作者：骈惠

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老照片5（作者：骈惠

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老照片4（作者：骈惠

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老照片3（作者：骈惠

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老照片2（作者：骈惠

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老照片1（作者：骈惠

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聚会照片（作者：骈

惠敏)

●山西长治市小辛庄知青75年合影（作者：骈

惠敏)

●北京知青郑同（作者：大萝卜)

●革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剧本选（作者：荷萍) ●革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封底

●革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附注（作者：荷萍) ●革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员花名册（作者：

荷萍)

●革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日志（作者：荷

萍)

●革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纪念册（作者：徐光

华)

●俺们的宣传队（作者：荷萍) ●文革前的知青

●武汉知青老夏（作者：武汉知青老夏) ●欢送知青上大学

●东北知青老王（作者：东北老王) ●刚到农村

●业余宣传队 ●北京知青孙晶晶(2)

●北京知青孙晶晶(1)（作者：孙晶晶) ●天苍苍，野茫茫

●红卫兵 ●进入新天地

●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 ●林场领导与知青团支部合影（作者：白云鸟)

●给自己创造欢乐（作者：白云鸟) ●四班女知青（作者：白云鸟)

●多少难忘的甜蜜 ●民兵女排长（作者：白云鸟)

●这是我们在林场时的小书房（作者：白云鸟) ●马车到平化（1959年〕

●与贫下中农一起 ●内蒙古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 1968年

●在北大荒安营扎寨 ●柴湖农场的上空永远弥漫着忧郁的雾（作

者：大青树)

知 青 照 片

●桃花江畔（作者：大青树)

●四川知青大青树（作者：大青树)

●营房前（作者：大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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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通知书（作者：李兴无) ●◇ 文革邮票

●◇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3日) ●◇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4日)

●◇ 知青酒 ●◇ 知青邮票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知书 ●◇ 上海知青当年用过的集体乘车证、学生

证。

●◇ 女“知青”彩瓷雕像 ●◇ 回城通知书

●◇ 毛泽东题字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准书

●◇ 文革时期宣传画 ●◇ 黑龙江建设兵团通行证

●◇ 光荣证 ●◇ 通知书

●◇ 准考证 ●◇ 通行证(2)

●◇ 通行证 ●◇ 劳动手册

●◇ 集体乘车证 ●◇ 当年的内蒙古地图

●◇ 一师一团全体现役军人 ●◇ 牧羊海农场信笺

●◇ 十六团照相袋 ●◇ 杭州战友赴内蒙光荣证

●◇ 兵团介绍信 ●◇ 内蒙古生产兵团战士结婚证

●◇ 知青慰问团的奖品 ●◇ 喜报

●◇ 连队远景规划图 ●◇ 连队户口簿

●◇ 病退接收函 ●◇ 知青办信函

●◇ 内蒙古生产兵团战士通行证 ●◇ 知青乘车证

●◇ 内蒙古生产兵团户口迁移证 ●◇ 内蒙古生产兵团入兵团通知书

●◇ 内蒙古生产兵团政委倪子文手迹 ●◇ 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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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收藏

●◇ 木刻 ●◇ 文革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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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G伏枥 一个知青子女的真实故事（作

者：莲溪)

●三十年一笑（作者：号子)

●◇ 一个弃儿告上海知青书（作

者：jiangluoyuan)

●◇ 女儿出国（作者：阿灵)

●真为有这样的知青好子女骄傲（作者：老笨) ●“知青后代”辩（作者：山西老插)

●知青后代本来就带有“知青”烙（作者：枫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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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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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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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与 华 知

●《我与华知》征文启事 （华知工作室） ●俺是华知同龄虫（作者：虫二）

●奠定基础,开拓前进（华知工作室） ●网上寻“巢”记（作者：老地）

●贺周年/flash（作者：沪上老康） ●旧贴重翻庆周年（作者：老糊涂）

●握手，华知（作者：老城） ●我与华知（作者：大小猫）

●上网三月之体会（作者：河水） ●网上的家（作者：LY）

●我们的精神园地（作者：呼伦河） ●我在网上的安身之地（作者：杰夫）

●我的寄托（作者：wenjunq） ●井底之蛙华知识天下（作者：板筋）

●沁园春·周年纪念（作者：TK） ●天上飞过闪亮的星（作者：滴水岩）

●我随华知到永远（作者：号子）
●我为什么对知青网情有独钟---作者：承德夏

雨

●庆祝华知一周年联欢会记趣（作者：河水） ●走进华夏知青网（二篇）---承德秋风、春雷

●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作者：读书人）
●走进夕阳-有关知青网的新年感言（作者：老

例

●春节团拜会——漏了你别生气（华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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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知三周年宣传片（作者：老康) ●◇ “华知”宣传二（作者：《华夏知青》网

络工作室)

●◇ “华知”宣传一（作者：《华夏知青》网

络工作室)

●◇ 华知猴年贺卡（作者：《华夏知青》网络

工作室)

●◇ 贺工作室两周年（作者：《华夏知青》网

络工作室)

●◇ 华知羊年贺卡（作者：《华夏知青》网络

工作室)

●◇ 贺工作室一周年

上一页 下一页

华夏知青网站专辑*网站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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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知三周年宣传片 作者：老康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 “华知”宣传二 作者：《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 “华知”宣传一 作者：《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 华知猴年贺卡 作者：《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 贺工作室两周年 作者：《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 华知羊年贺卡 作者：《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 贺工作室一周年 

http://hxzq.net/

http://www.hxzq.net/


知 青 纪 念

●悼念吕一平 ●情关红河谷

●永恒的漂流瓶 ●圆周精神永垂不朽

●大明千古豁达音容犹在，石头今别布朗运动永存

●悼念王耀明网友

http://hxzq.net/index.asp
http://cn.netor.com/m/box200302/m23183.asp?BoardID=23183
http://hxzq.net/zqjn/okok/ok.html
http://hxzq.net/zqjn/okok/ok.html


悼念吕一平

●吕一平先生治丧小组公告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唁电

●南加、华知网友悼词（摘选）

●华坛痛悼－集体

● 吕一平先生网上纪念堂

●风雨人生最多情－吕一平（遗作）

●璀璨的北极光－吕一平（遗作）

http://hxzq.net/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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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谷报道

·悼念红河谷-【网上纪念馆】

·看望红河谷-【承德夏雨】

·红河谷，可敬的勇士   【清平】

·红河谷的心愿

·红河谷的现状  【清平】

·红河谷近况报道

·网友爱心跟帖

·相聚在深圳网友们签名图

·真情相伴到永远【天娇】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清平】

·情系红河谷【柳絮】

·红河谷“必然同根相连”有感

·红河谷好精神 【清平】

·今天的红河谷

·一座心中的雕塑【柳絮】

·真实的述说――红河谷与死亡 【清平】

·清平到底为了什么？ 【清平】

·和红河谷通电

·追随红太阳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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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圆周网友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敬挽

●圆周精神永垂不朽

●泪中追思好人李远洲

●让我们唱着赞美诗送圆周上路

●沉痛哀悼....

●鞠 躬

●陕西汉中科教扶贫服务社集会祭奠圆周先生

●在圆周的遗像前....

●圆周先生电子纪念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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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石头网友

●郑大明先生网上灵堂

●怀念石头兄(白云鸟）

●石头走了（天心）

●石头兄，送你一首诗（林子）

●悼石头（老金）

●石头走了(天娇）

●哭大明送君远游(Amy)

●石碎了，我心也碎了(渔樵耕摄)

●送石头(小路)

●悼大明吾兄（妞子..小石头）

●一个健硕的人走了，谁的心还能坚如磐石？！（笛韵如水）

●郑大明（大石头）先生告别仪式 （笛韵如水）

●问石头 （KK）

●视频: 郑大明，我们永远怀念你 (南风）

●视频: 泣别郑大明 (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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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okok网友

●王耀明先生网上纪念馆

●沉痛悼念OK兄！....,,昆明 笛韵

●悼念OKOK网友......华知老三届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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