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日 星期五 翟常绪 周金燕

4月2日 星期六 张延波 张瑾弟

4月3日 星期日(清明) 张延波 苏利钢/陈永生

4月4日 星期一(清明) 宋培红 徐小旗/马五星

4月5日 星期二(清明) 游  鹏 孙  强/苏增勤

4月6日 星期三 宋培红 金  果

4月7日 星期四 游  鹏 李  妮

4月8日 星期五 徐  凌 张伟敏

4月9日 星期六 李红强 关丽君

4月10日 星期日 文志成 王锡璋

4月11日 星期一 康现军 李洪芳

4月12日 星期二 王明高 付建峰

4月13日 星期三 李红强 张  静

4月14日 星期四 文志成 杜  坤

4月15日 星期五 翟常绪 望效民

4月16日 星期六 翟常绪 苏  丹

4月17日 星期日 张延波 李效芳

4月18日 星期一 张延波 刘艳艳

4月19日 星期二 宋培红 张立丽

4月20日 星期三 游  鹏 邓道兵

4月21日 星期四 徐  凌 张云飞

4月22日 星期五 康现军 高松奇

4月23日 星期六 宋培红 亢长丽

4月24日 星期日 王明高 任伟红

4月25日 星期一 李红强 袁  波

4月26日 星期二 文志成 张  燕

4月27日 星期三 翟常绪 李晓利

4月28日 星期四 张延波 李永亮

4月29日 星期五 宋培红 苏利钢

4月30日 星期六（五一） 徐  凌 马炬光/王秀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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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星期日（五一） 康现军 周  伟/王俊伟

5月2日 星期一（五一） 王明高 张  凯/韦怀有

5月3日 星期二（五一） 李红强 温军巍/韩月莲

5月4日 星期三（五一） 文志成 关丽君/吴  博

5月5日 星期四 游  鹏 王耀辉

5月6日 星期五 徐  凌 秦伟强

5月7日 星期六 康现军 吴  娟

5月8日 星期日 游  鹏 金  蕾

5月9日 星期一 王明高 徐小旗

5月10日 星期二 李红强 孙  强

5月11日 星期三 文志成 马炬光

5月12日 星期四 翟常绪 郝  远

5月13日 星期五 张延波 刘石磊

5月14日 星期六 徐  凌 乔洪亮

5月15日 星期日 康现军  张慧玲

5月16日 星期一 宋培红 周  伟

5月17日 星期二 游  鹏 张  凯

5月18日 星期三 徐  凌 孙澎涛

5月19日 星期四 康现军 刘艳芳

5月20日 星期五 王明高 温军巍

5月21日 星期六 王明高 王志强

5月22日 星期日 李红强 任锁柱

5月23日 星期一 李红强 关丽君

5月24日 星期二 文志成 王锡璋

5月25日 星期三 翟常绪 苏  丹

5月26日 星期四 张延波 李效芳

5月27日 星期五 宋培红 亢长丽

5月28日 星期六 文志成 武勇锋

5月29日 星期日 翟常绪 亢海英

5月30日 星期一 游  鹏 金  蕾

5月31日 星期二 徐  凌 乔洪亮

6月1日 星期三 康现军  张慧玲



6月2日 星期四 王明高 王志强

6月3日 星期五 翟常绪 王锡璋/郑银虎

6月4日 星期六 张延波 乔洪亮/邓文娟

6月5日 星期日 宋培红 任锁柱/殷媛媛

6月6日 星期一 李红强 任锁柱

6月7日 星期二 文志成 武勇锋

6月8日 星期三 翟常绪 亢海英

6月9日 星期四 张延波 郭洪军

6月10日 星期五 宋培红 刘金光

6月11日 星期六 张延波 郭洪军

6月12日 星期日 宋培红 刘金光

6月13日 星期一 游  鹏 齐建磊

6月14日 星期二 徐  凌 张之鸣

6月15日 星期三 康现军 石慧斌

6月16日 星期四 王明高 安  红

6月17日 星期五 李红强 金云鹏

6月18日 星期六 游  鹏 齐建磊

6月19日 星期日 徐  凌 张之鸣

6月20日 星期一 文志成 王国正

6月21日 星期二 翟常绪 司振宇

6月22日 星期三 张延波 王庆瑞

6月23日 星期四 宋培红 崔晓燕

6月24日 星期五 游  鹏 高清平

6月25日 星期六 康现军 石慧斌

6月26日 星期日 王明高 安  红

6月27日 星期一 徐  凌 赵丽霞

6月28日 星期二 康现军 崔玉军

6月29日 星期三 王明高 朱建灵

6月30日 星期四 李红强 牛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