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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联〔2020〕11号

关于表彰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

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各镇区团委（团工委）、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

各基层少工委，市直属学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工作部

署，我市于2020年5月启动了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先

进集体和个人表彰活动申报工作，经市级评审和公示无异

议，现决定授予沙煌等324名少先队员2019—2020年度“中山

市优秀少先队员”称号；授予黄珊珊等179名辅导员2019—

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授予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少先队大队等73个大队2019—2020

年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大队”称号；授予中山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三（3）中队等144个中队2019—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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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中队”称号；授予中山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中心小学等73个学校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

队工作先进学校”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少先队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当好表率，

在新起点上继续砥砺前行。全市各级少先队组织、少先队工

作者、少先队员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坚定

信念，锐意进取，不懈努力，扎实地推动我市少先队事业再

上新台阶。

附件：

1.2019—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少先队员”名单

2.2019—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名单

3.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大队”名单

4.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中队”名单

5.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工作先进学校”名单

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少先队中山市工作委员会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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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少先队员”

名单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沙 煌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大队

彭铄淇（女）中山火炬开发区博凯小学大队

麻睿彤（女）中山纪念小学大队

黄乐瑶（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大队

朱嘉晋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大队

赖炜昊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大队

甄泽希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大队

何琳琳（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大队

黄心妍（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小学大队

曾 茗（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大队

吴辰煜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四小学大队

陈彦乔（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大队

易子墨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六小学大队

曹腾纬 中山火炬开发区第八小学大队

邹禹政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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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

谢颐兰（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中学大队

林 乐（女）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小学）大队

余建树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大队

陈文淏 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大队

文雅婷（女）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小学）大队

骆逸民 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小学）大队

黄欣盈（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新苗学校大队

蒙祥熹 中山市育英学校（小学）大队

石岐区

覃昱衡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大队

谭语童（女）中山市石岐区厚兴郑伟权学校大队

杨俊蕾（女）中山市石岐实验小学大队

罗韶德 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大队

顾 朗 中山市石岐太平小学大队

方 圆（女）中山市石岐区员峰小学大队

云姿烨（女）中山市石岐张溪郑二小学大队

魏旭聪 中山市石岐第一小学大队

吴怿侨（女）中山市石岐第一小学大队

王朝艺 中山市石岐西厂小学大队

翟洁莹（女）中山市石岐启发初级中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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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从（女）中山市石岐启发初级中学大队

何君林（女）中山市石岐中学（初中）大队

陈 颖（女）中山市石岐中学（初中）大队

王子悠（女）中山市杨仙逸小学体育路学校大队

东区

吴俊良 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大队

宋王杰 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大队

蒋思源（女）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大队

刘羽洁（女）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大队

陈新颖（女）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大队

林 昊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大队

钟秉函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大队

袁乐瑶（女）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大队

张心懿（女）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大队

罗尉豪（男）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大队

许宸熙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大队

倪莘贝（女）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大队

林普晴（女）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大队

邓雅涵（女）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大队

李雨轩（女）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大队

徐欣慧（女）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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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力嘉 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大队

西区

何雨凌（女）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大队

李 灿（女）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大队

刘宝瑶（女）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大队

钟天瑜（女）中山市西区中心小学大队

谢紫清（女）中山市西区中心小学大队

蔡佳殷（女）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大队

孟语希（女）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大队

龙倩怡（女）中山市西区西区小学大队

叶梓轩 中山市西区西区小学大队

杜奕潼 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大队

敖子祁（女）中山市中山一中西区中学大队

代沛融（女）中山市中山一中铁城中学大队

刘雨桐（女）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大队

付钧阳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大队

张可馨（女）中山市实验小学蓝波湾学校大队

柳伊然（女）中山市实验小学蓝波湾学校大队

余文煊 中山市西区翠景东方小学大队

陈嘉丽（女）中山市西区翠景东方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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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

黄小桐（女）中山市南区竹秀园中心小学大队

吴美婷（女）中山市南区良都小学大队

卢家琳（女）中山市南区北台小学大队

梁 靖（女）中山市良都中学（初中）大队

姚凯悦（女）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小学）大队

陆彩诗（女）中山市恒美学校大队

五桂山

宋祉谆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小学）大队

吕凯琳（女）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初中）大队

伍瑶瑶（女）中山市五桂山桂南学校（小学）大队

彭思宇（女）中山市龙泉学校大队

林灵枝（女）中山市龙泉学校大队

小榄镇

黄楚茵（女）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大队

洪嘉琪（女）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大队

杨 曦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中心小学大队

岑金燕（女）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小学大队

林诗淇（女）中山市小榄镇联丰小学大队

邓子琪（女）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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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晴（女）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大队

李承鑫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大队

苏子童 中山市小榄镇永康小学大队

梁棋坤 中山市小榄镇永康小学大队

吴君临 中山市小榄镇西区小学大队

李嘉文 中山市小榄镇西区小学大队

张健炜 中山市小榄镇埒西一小学大队

李芷澄（女）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小学大队

杨 淇（女）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二小学大队

黄梓晋 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小学大队

黄欣婷（女）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小学大队

覃炎梅（女）中山市小榄镇德星小学大队

黄绮梦（女）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大队

何睿桐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大队

汤 宜（女）中山市小榄镇菊城中学（初中）大队

朱嘉莉（女）中山市小榄镇华侨中学（初中）大队

欧洪涛 中山市小榄镇第二中学（初中）大队

初雨桐（女）中山市小榄花城中学（初中）大队

黄宇澄 中山市小榄花城中学（初中）大队

鲍 蕾（女）中山市小榄华晖学校大队

周嘉怡（女）中山市菊城小学大队

冯熙雯（女）中山市菊城小学大队



一 9 一

蒋俊逸 中山市菊城小学大队

汤振熙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大队

王若谷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大队

冯乐天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大队

郑歆玙（女）中山市小榄福兴学校大队

陆方坪 中山市小榄翔鸿学校大队

古镇镇

吴晓彤（女）中山市古镇小学大队

陈雨彤（女）中山市古镇镇曹一小学大队

陈昊祯 中山市古镇镇曹二小学大队

戴明熠 中山市古镇镇曹三小学大队

邓泽恒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一小学大队

区栩彤（女）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二小学大队

王可馨（女）中山市古镇镇古一小学大队

曾梓涵（女）中山市古镇镇古二小学大队

魏子晴（女）中山市古镇镇古三小学大队

罗格格（女）中山市古镇镇镇南小学大队

贾子宜（女）中山市古镇初级中学大队

李凯瑶（女）中山市海洲初级中学大队

王紫菱（女）中山市古镇新徽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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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栏镇

喻芊芊（女）中山市横栏小学大队

梁梓聪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大队

曾金晶（女）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大队

黄泳姗（女）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大队

罗梓城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大队

吴梓晴（女）中山市横栏镇三沙小学大队

岑诗渝（女）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大队

黄智幸（女）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大队

唐诗涵（女）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大队

刘宇涛 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大队

卢雅泳（女）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大队

付雨欣（女）中山市横栏伟智学校大队

李 璇（女）中山市横栏华文学校大队

东升镇

麦语轩（女）中山市东升镇东方小学大队

刘 昱（女）中山市东升镇东方小学大队

李泽霖 中山市东升镇高沙小学大队

张誉祺（女）中山市东升镇利生小学大队

付楚涵（女）中山市东升镇利生小学大队

汪子奥 中山市东升镇兆隆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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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咏霖 中山市东升镇兆隆小学大队

黄 奕 中山市东升镇兆隆小学大队

尹长治 中山市东升镇太平小学大队

沈心怡（女）中山市东升镇同茂小学大队

莫皓智 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小学大队

梁宇菲（女）中山市东升镇胜龙小学大队

银海茵（女）中山市东升镇新胜小学大队

洪志昂 中山市东升镇新胜小学大队

梁晓彤（女）中山市东升镇东升小学大队

霍 晟 中山市东升镇旭日初级学校大队

关伊言（女）中山市东升镇旭日初级学校大队

姚 灏（女）中山市东升镇旭日初级学校大队

黄钧灏 中山市丽景学校大队

杨子萱（女）中山市丽景学校大队

黄子轩（女）中山市东升桦珑学校大队

李梵桐 中山市东升桦珑学校大队

李楷渤 中山市东升桦珑学校大队

港口镇

何 晔（女）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大队

苏巧琳（女）中山市港口镇西街小学大队

周梓莹（女）中山市港口镇中南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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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敏（女）中山市港口镇下南小学大队

莫蕊宁（女）中山市港口镇大丰小学大队

谭康妮（女）中山市港口镇群众小学大队

梁素妍（女）中山市港口镇石特小学大队

秦芷芊（女）中山市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大队

林乐嘉（女）中山市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小学大队

钟菲儿（女）中山市港口镇港源学校大队

沙溪镇

罗昕玥（女）中山市沙溪镇龙瑞小学大队

莫 铭（女）中山市沙溪镇濠涌小学大队

陈昱淼（女）中山市沙溪镇港园小学大队

李膺灏 中山市沙溪镇康乐小学大队

吴羽盈（女）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学校大队

方欣妍（女）中山市沙溪镇下泽小学大队

朱秋莲（女）中山市沙溪镇象角小学大队

王玺覃 中山市沙溪镇圣狮小学大队

徐语恬（女）中山市沙溪镇云汉小学大队

吴锦灏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大队

王语晴（女）中山市溪角初级中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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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镇

罗健馨 中山市大涌南文小学大队

李乐淼（女）中山市大涌镇岚田小学大队

何睿淳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大队

伍栢淇 中山市大涌镇旗南小学大队

敖思婷（女）中山市大涌镇安堂小学大队

杜锋颖（女）中山市卓山中学（初中）大队

严 峰 中山市大涌旗风学校（小学）大队

黄圃镇

肖钰煊 中山市黄圃镇对甫小学大队

余春敏（女）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大队

罗诗韵（女）中山市黄圃镇石军小学大队

杨光诺 中山市黄圃镇团范小学大队

刘梓涵（女）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小学大队

易 鑫 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大队

谭慕贞（女）中山市黄圃镇横档小学大队

张杰凤（女）中山市黄圃镇大岑小学大队

刘满钦（女）中山市黄圃镇新沙小学大队

黎梓扬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大队

苏欣琦（女）中山市黄圃镇吴栏小学大队

张雨菲（女）中山市黄圃华洋学校（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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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又（女）中山市黄圃雏鹰学校大队

南头镇

冯政轩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大队

吴汐珣（女）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大队

毛哲源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大队

李铖轩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小学大队

罗贤熠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小学大队

何胜男（女）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小学大队

董祖嫣（女）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小学大队

白轩怡（女）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大队

张雅乐（女）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大队

张力仁 中山市南头镇三鑫学校大队

东凤镇

饶 岚（女）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大队

钟雨辰（女）中山市东凤镇凤鸣小学大队

高沛岚（女）中山市东凤镇民和小学大队

谭乐晨（女）中山市东凤镇永益小学大队

吴淑敏（女）中山市东凤镇东罟小学大队

高静欣（女）中山市东凤镇西罟小学大队

李俊良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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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泽贤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大队

张霈辉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大队

刘楚欣（女）中山市东凤镇吉昌小学大队

龙希墨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小学大队

易凡茹（女）中山市东凤中学（初中）大队

刘 沅 中山市东凤镇第二中学大队

王紫轩（女）中山市东凤东海学校（小学）大队

张 婷（女）中山市东凤穗成新徽学校（小学）大队

阜沙镇

屈子煊 中山市阜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胡淑涵（女）中山市阜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张展瑞 中山市阜沙镇中心小学大队

梁婧琪（女）中山市阜沙镇丰联小学大队

郭 权 中山市牛角初级中学大队

黄星童 中山市牛角初级中学大队

三角镇

李铖蹊 中山市三角镇沙栏初级中学大队

万紫凌（女）中山市三角镇中心小学大队

赵文熙 中山市三角镇三角小学大队

刘雨嫣（女）中山市三角镇沙栏小学大队



一 16 一

黄浩桐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小学大队

谭语涵（女）中山市三角镇蟠龙小学大队

梁紫焕（女）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小学大队

蔡潮辉 中山市三角中学（初中）大队

民众镇

戴远航 中山市民众镇育才小学大队

陈艺涛 中山市民众镇民众中心小学大队

吴子杰 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小学大队

张禹微（女）中山市民众镇接源小学大队

胥铃虹（女）中山市民众镇育才小学大队

罗圣音（女）中山市民众镇浪网小学大队

郭恩彤（女）中山市浪网中学（初中）大队

肖柏霖 中山市民众镇三民学校大队

林像曜 中山市民众锦标学校（小学）大队

颜 艳（女）中山市民众新徽学校大队

叶希怡（女）中山市民众德恒学校（小学）大队

南朗镇

岑颖茵（女）中山市南朗镇云衢小学大队

刘欣妮（女）中山市南朗镇翠亨小学大队

曹可薇（女）中山市南朗镇榄边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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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茜（女）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大队

潘钰盈（女）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小学大队

邓紫轩（女）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初中）大队

张秀莹（女）中山市南朗旗风学校大队

三乡镇

梁 怡（女）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中）大队

杨婷婷（女）中山市博爱初级中学大队

陶鹏皓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大队

罗文龙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环小学大队

林煜棋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大队

王明泽（女）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大队

马紫清（女）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大队

庄立城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大队

陈雯雯（女）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大队

钱芷懿（女）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大队

张钰稚（女）中山市三乡镇雍陌小学大队

付巧悦（女）中山市三乡镇初级中学大队

王紫阳（女）中山市三乡镇初级中学大队

贺飞雪 中山市博爱初级中学大队

施乐怡（女）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小学）大队

陈启均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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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佳昕（女）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中）大队

叶飞妍（女）中山市三乡镇东华学校大队

周凤娴（女）中山市三乡平东学校（小学）大队

赖思怡（女）中山市三乡平东学校（初中）大队

程嘉欣（女）中山市三乡南峰学校（初中）大队

吴轶伦 中山市三乡南峰学校（初中）大队

彭卓琳（女）中山市三乡南峰学校（小学）大队

陈诗涵（女）中山市三乡镇新民学校大队

陈俊聪 中山市桂山君里学校大队

坦洲镇

陈思彤（女）中山市坦洲镇林东小学大队

苏彤彤（女）中山市坦洲镇联一小学大队

黄晓琳（女）中山市坦洲镇新合小学大队

王雅然（女）中山市坦洲镇合胜小学大队

蒋思琪（女）中山市坦洲镇永一小学大队

彭泽欣（女）中山市坦洲镇永二小学大队

陈彦孜（女）中山市坦洲镇群联小学大队

郭颖岚（女）中山市坦洲镇前进小学大队

卓子然 中山市坦洲镇七村小学大队

吴佩儒（女）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小学大队

钟钰铭（女）中山市坦洲镇裕洲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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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雅（女）中山市坦洲中学（初中）大队

张薏庭（女）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初中）大队

王梦娴（女）中山市坦洲华特雅学校（小学）大队

徐紫珊（女）中山市坦洲明德学校（小学）大队

陈妍言（女）中山市广大汇翠学校（小学）大队

何文瑜（女）中山市坦洲镇安阜小学大队

板芙镇

周天皓 中山市板芙镇湖洲小学大队

苏靖儿（女）中山市板芙镇湖洲小学大队

黄钧鸿 中山市板芙镇深湾小学大队

曾润恒 中山市板芙镇深湾小学大队

梁乐怡（女）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小学大队

侯雅新（女）中山市板芙镇广福小学大队

崔梦珍（女）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初中）大队

凌燕棋（女）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初中）大队

神湾镇

谭健骢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大队

黄雨桐（女）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大队

梁昊婷（女）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学（初中）大队

潘超浚 中山市神湾神舟学校（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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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宝坤 中山市神湾育才学校（小学）大队

市直属

杨雅淇（女）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中）大队

容婧熙（女）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队

李美妮（女）中山市实验小学大队

刘家玮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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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2020年度“中山市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名单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黄珊珊（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六小学大队辅导

员

黄锭君 中山市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凯小学大

队辅导员

赖艳霞（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大队辅

导员

高 洁（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中队辅导

员

梁少飞（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中队辅导

员

黄旭萍（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中队辅导

员

王 筱（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四小学中队辅导

员

罗俏丽（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中队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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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罗秋婵（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八小学中队辅导

员

刘秋婷（女）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中学中队辅导

员

徐旭红（女）广东博文学校中队辅导员

徐 艳（女）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中队辅导员

石岐区

何丽明（女）中山市石岐区厚兴郑伟权学校中队辅导员

邓南海 中山市石岐区太平小学中队辅导员

谭丽碧（女）中山市石岐区西厂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小青（女）中山市石岐区第一城小学中队辅导员

伍金连（女）中山市石岐区石岐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霍敏芝（女）中山市石岐区高家基小学中队辅导员

周锐鹏 中山市石岐区张溪郑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王 惠（女）中山市石岐区大信学校中队辅导员

东区

汤珏敏（女）中山市东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陈 瑶（女）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阮永红（女）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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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琳（女）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大队辅导员

徐秀婷（女）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中队辅导员

樊 慧（女）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中队辅导员

彭钰文（女）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中队辅导员

黄小燕（女）中山市东区起湾学校大队辅导员

黎美莹（女）中山市东区白沙湾学校大队辅导员

西区

罗志远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中队辅导员

黄岸芹（女）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中队辅导员

吴子健 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大队辅导员

袁伟玲（女）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中队辅导员

李晓军 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大队辅导员

阮建镔 中山市中山一中铁城中学大队辅导员

董春雷（女）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中队辅导员

汪 涛（女）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中队辅导员

许芳香（女）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中队辅导员

王 植（女）中山市实验小学蓝波湾学校大队辅导员

南区

曹文轩 中山市南区北台小学中队辅导员

雷泳娥（女）中山市南区良都中学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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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君政（女）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大队辅导员

五桂山

吕 琪（女）中山市龙泉学校大队辅导员

魏其标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大队辅导员

梁颖瑜（女）中山市五桂山桂南学校大队辅导员

小榄镇

郑泳华（女）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王晓宇（女）中山市小榄镇永宁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张 宇（女）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雪莹（女）中山市小榄镇联丰小学少先队辅导员

郑方芳（女）中山市小榄镇埒西一小学中队辅导员

谈焕珍（女）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中队辅导员

梁燕霞（女）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小学中队辅导员

徐圆圆（女）中山市小榄镇西区小学中队辅导员

郑燕秋（女）中山市小榄镇永康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凤兴（女）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小学中队辅导员

余嘉文（女）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中队辅导员

杨茜羽（女）中山市小榄镇德星小学大队辅导员

谢桂芳（女）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小学中队辅导员

朱小惠（女）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小学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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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欢 中山市小榄镇华侨中学大队辅导员

关泳钏（女）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小学大队辅导员

廖丽君（女）中山市小榄镇丰华学校中队辅导员

李柯成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中队辅导员

黎 燕（女）中山市小榄镇翔鸿学校大队辅导员

古镇镇

周敏斌（女）中山市古镇镇曹二小学中队辅导员

谭玉娥（女）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二小学中队辅导员

卞 琦（女）中山市古镇镇镇南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燕卿（女）中山市古镇镇古一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 瑜（女）中山市古镇镇古三小学大队辅导员

魏圆妙（女）中山市古镇初级中学中队辅导员

涂伟玲（女）中山市古镇新徽学校大队辅导员

横栏镇

许 炽（女）中山市横栏镇横栏小学中队辅导员

王曼文（女）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林显芳（女）中山市横栏镇三沙小学中队辅导员

叶柳星 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大队辅导员

王京京（女）中山市横栏中学大队辅导员

祝凤姣（女）中山市横栏镇伟智学校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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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敏（女）中山市横栏镇华文学校中队辅导员

东升镇

陈银玲（女）中山市东升镇东方小学中队辅导员

陈海路（女）中山市东升镇高沙小学中队辅导员

陈华华（女）中山市东升镇利生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玲欢（女）中山市东升镇兆隆小学中队辅导员

蔡妙玲（女）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小学中队辅导员

韦颜婵（女）中山市东升镇东升小学中队辅导员

李强枝 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小学校外辅导员

黄少少（女）中山市东升镇新胜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少梅（女）中山市东升镇旭日中学中队辅导员

李春红（女）中山市东升镇华盛学校中队辅导员

杨 欣（女）中山市东升镇求实学校中队辅导员

宋 丹（女）中山市丽景学校中队辅导员

港口镇

曾凡苑（女）中山市港口镇大丰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倩恩（女）中山市港口镇民主小学中队辅导员

黄雁明（女）中山市港口镇西街小学中队辅导员

黄施雅（女）中山市港口镇中南小学大队辅导员

陈娴玉（女）中山市港口镇下南小学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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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冕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小学大队辅导员

沙溪镇

许伟平（女）中山市沙溪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吴彩婷（女）中山市沙溪镇港园小学中队辅导员

魏 英（女）中山市沙溪镇濠涌小学中队辅导员

佟 琳（女）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学校中队辅导员

张伟庆 中山市溪角初级中学中队辅导员

王丽清（女）中山市沙溪镇华强学校大队辅导员

大涌镇

林干慈（女）中山市大涌镇安堂小学中队辅导员

罗 锦（女）中山市大涌镇岚田小学中队辅导员

蔡静娜（女）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中队辅导员

陈青山 中山市大涌镇旗风学校中队辅导员

黄圃镇

黄伟容（女）中山市黄圃镇大岑小学大队辅导员

许萍仙（女）中山市黄圃镇横档小学大队辅导员

杨培芬（女）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中队辅导员

唐 贺（女）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中队辅导员

杜秋红（女）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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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欣欣（女）中山市黄圃镇新沙小学中队辅导员

周伟航 中山市黄圃镇中学少工委副主任

南头镇

梁青娇（女）中山市南头镇将军小学大队辅导员

庄诗倩（女）中山市南头镇民安小学中队辅导员

黄间娇（女）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小学中队辅导员

蔡丹阳（女）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光连（女）中山市南头华晖学校中队辅导员

东凤镇

陈美良（女）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黄红云（女）中山市东凤镇安乐小学大队辅导员

邓 蕾（女）中山市东凤镇凤鸣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月梅（女）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小学中队辅导员

黄巧凤（女）中山市东凤镇永益小学中队辅导员

张丽玲（女）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中队辅导员

吴小红（女）中山市东凤镇民和小学中队辅导员

李金凤（女）中山市东凤东海学校大队辅导员

阜沙镇

叶柳娟（女）中山市阜沙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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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鹏 中山市阜沙镇罗松小学中队辅导员

陈芳兰（女）中山市阜沙镇牛角小学中队辅导员

梁巧娟（女）中山市阜沙镇牛角小学中队辅导员

三角镇

昝燕娜（女）中山市三角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越琼（女）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小学中队辅导员

谭 莹（女）中山市三角镇光明小学中队辅导员

胡淑娟（女）中山市三角镇蟠龙小学大队辅导员

民众镇

胡颖臻（女）中山市民众镇少先队总辅导员

黄溶斌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小学大队辅导员

杨帮科（女）中山市民众镇浪网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玉婷（女）中山市民众镇育才小学大队辅导员

谭 琼（女）中山市民众镇三民学校大队辅导员

冼旺弟（女）中山市民众锦标学校大队辅导员

南朗镇

黄 柔（女）中山市南朗镇翠亨小学中队辅导员

郭培辉 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小学大队辅导员

杨 勇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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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平（女）中山市南朗旗风学校中队辅导员

三乡镇

李 茜（女）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吴秋芬（女）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环小学中队辅导员

梁伟旋（女）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大队辅导员

萧泳仙（女）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中队辅导员

张锦杏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大队辅导员

吴沛如（女）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中队辅导员

王小燕（女）中山市三乡镇雍陌小学中队辅导员

阮小兰（女）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中队辅导员

欧阳佩红（女）中山市博爱初级中学大队辅导员

李 莉（女）中山市三乡镇初级中学大队辅导员

李 霞（女）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中队辅导员

倪小云（女）中山市三乡镇平东学校中队辅导员

李晶晶（女）中山市三乡镇东华学校中队辅导员

吴惠敏（女）中山市桂山君里学校中队辅导员

赖秋英（女）中山市三乡镇南峰学校中队辅导员

坦洲镇

冯彩娟（女）中山市坦洲镇合胜小学中队辅导员

甘海凤（女）中山市坦洲镇联一小学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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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树杰 中山市坦洲镇林东小学中队辅导员

李结晶（女）中山市坦洲镇群联小学中队辅导员

卢冠婷（女）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小学中队辅导员

王 丹（女）中山市坦洲镇永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张秀华（女）中山市坦洲镇永二小学中队辅导员

刘燕侦（女）中山市坦洲镇裕洲小学中队辅导员

冉金华（女）中山市广大汇翠学校中队辅导员

吴小芳（女）中山市坦洲镇安阜小学中队辅导员

板芙镇

钟淑燕（女）中山市板芙镇广福小学中队辅导员

余文婷（女）中山市板芙镇湖洲小学中队辅导员

黎小洁（女）中山市板芙镇深湾小学中队辅导员

何文娇（女）中山市板芙镇新联小学中队辅导员

神湾镇

阮雪华（女）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刘春艳（女）中山市神湾镇神舟学校中队辅导员

陈丽清（女）中山市神湾镇育才学校大队辅导员

市直属

贾金珠（女）中山市纪念中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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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利新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一年级中队辅导员

刘允霞（女）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一 33 一

附件3

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大队”

名单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山市博凯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少先队大队

石岐区

中山市石岐区西厂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石岐区杨仙逸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少先队大队

东区

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五年级大队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三年级大队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四年级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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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少先队大队

西区

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实验小学蓝波湾学校少先队大队

南区

中山市南区良都中学少先队大队

五桂山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大队

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小榄镇永康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小榄镇德星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小榄镇广源学校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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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镇

中山市古镇镇曹三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古镇中学少先队大队

横栏镇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横栏镇伟智学校少先队大队

东升镇

中山市东升镇胜龙小学向阳大队

中山市东升镇益隆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东升镇东升小学阳光大队

中山市东升镇新胜小学高年级大队

中山市丽景学校闪亮大队

港口镇

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初中）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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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镇

中山市沙溪镇圣狮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沙溪镇下泽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沙溪镇象角小学少先队大队

大涌镇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大涌镇旗风学校叠石校区少先队大队

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小学少先队大队

南头镇

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南头三鑫学校少先队大队

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凤鸣小学大队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小学大队

中山市东凤镇永益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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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沙镇

中山市阜沙镇牛角小学少先队大队

三角镇

中山市三角镇蟠龙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三角镇沙栏小学少先队大队

民众镇

中山市民众镇接源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民众镇三民学校少先队大队

南朗镇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少先队大队

三乡镇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三乡镇新圩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三乡镇平东学校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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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洲镇

中山市坦洲镇合胜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坦洲镇永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广大汇翠学校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坦洲镇安阜小学少先队大队

板芙镇

中山市板芙镇广福小学少先队大队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小学少先队大队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市直属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二年级大队

中山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一 39 一

附件4

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红旗中队”

名单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凯小学二（5）中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五（3）小栗鼠中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三（3）中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三（2）向日葵中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六（1）小小萤火虫中队

中山火炬开发区第一中学七（8）中队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中学八（8）班中队

广东博文学校六（5）中队

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三（5）中队

石岐区

中山市石岐区厚兴郑伟权学校三（3）中队

中山市石岐区石岐第一小学三（5）中队

中山市石岐区西厂小学六（2）中队

中山市石岐区石岐实验小学五（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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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石岐区石岐高家基小学三（1）中队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五（3）中队

东区

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四（1）流星闪耀中队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百合中队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二（6）中队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五（4）中队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三（7）中队

中山市东区紫岭小学三（1）中队

中山市东区白沙湾学校六（1）中队

中山市东区起湾学校石榴籽中队

西区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西区中心小学四（1）中队

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三（5）中队

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五（2）中队

中山市西区小学五（3）中队

山市西区广丰小学二（8）中队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六（3）中队

中山市实验小学蓝波湾学校二（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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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中心小学六（3）中队

中山市南区良都小学五（2）中队

五桂山

中山市五桂山桂南学校六一向阳中队

中山市龙泉学校三（2）中队

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四（3）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中心小学六（3）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联丰小学五（3）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埒西一小学五（2）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六（5）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小学三（4）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永康小学三（3）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二小学六（3）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第二中学初一（３）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小学五（6）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福兴学校六（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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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小学三（2）中队

中山市小榄镇丰华学校三（7）中队

古镇镇

中山市古镇镇曹一小学六（1）中队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第一小学四（2）中队

中山市古镇镇古二小学五（3）中队

中山市古镇镇古镇小学二（4）中队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初级中学初一（3）中队

中山市古镇镇曹步初级中学初一（1）中队

横栏镇

中山市横栏镇横栏小学三（5）中队

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二（1）中队

中山市横栏镇三沙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横栏镇四沙小学四（2）中队

中山市横栏镇横栏中学一（3）中队

中山市横栏镇华文学校六（4）中队

东升镇

中山市东升镇利生小学五（2）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兆隆小学六（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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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小学五（1）向阳花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小学六（2）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同茂小学六（1）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太平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胜龙小学五（1）晨曦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初级中学初一（6）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桦珑学校四（4）中队

中山市东升镇求实学校四（1）书香中队

港口镇

中山市港口镇群众小学五（3）中队

中山市港口镇石特小学四（1）中队

中山市港口镇港口中学初一（10）中队

中山市港口镇大南中学初一（2）中队

中山市港口镇港源学校二（1）中队

沙溪镇

中山市沙溪镇濠涌小学四乙中队

中山市沙溪镇康乐小学四（1）中队

中山市沙溪镇虎逊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沙溪镇乐群小学四（2）中队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小学六（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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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镇

中山市大涌南文小学五（3）中队

中山市大涌镇旗北小学六（2）中队

中山市大涌镇旗南小学二（1）中队

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对甫小学三（4）中队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六（1）诗意彩虹中队

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三（1）中队

中山市黄圃镇石军小学四（2）中队

中山市黄圃镇团范小学五（2）中队

中山市黄圃镇吴栏小学二（2）中队

南头镇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晨曦中队

中山市南头华晖学校阳光中队

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东罟小学三（1）中队

中山市东凤镇西罟小学六（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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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凤镇凤鸣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东凤镇吉昌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东凤镇民和小学三（1）中队

中山市东凤东海学校404中队

中山市东凤镇新徽学校六（6）中队

阜沙镇

中山市阜沙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中山市阜沙镇牛角小学六（4）中队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中学七（6）中队

三角镇

中山市三角镇沙栏初级中学初二（7）中队

中山市三角镇三角中学初二（10）中队

中山市三角四海学校孝行中队

民众镇

中山市民众镇浪网中学七四中队

中山市民众镇民众中学初二（12）中队

中山市民众镇锦标学校六（2）中队

中山市民众镇德恒学校“墨香”中队

中山市民众镇新徽学校六（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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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镇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小学六（3）劲草中队

中山市南朗镇榄边小学四（1）中队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五（3）中队

三乡镇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环小学六（3）诗乐坊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五（1）创梦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三3小书法家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二（3）小种子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博爱初级中学八（7）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三乡初级初中七（3）全能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平东学校七（6）追梦中队

中山市三鑫双语学校励锋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南峰学校703自主飞翔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新民小学二（2）小白杨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东华学校五（6）名志中队

中山市三乡镇桂山君里学校一（8）中队

坦洲镇

中山市坦洲镇前进小学二（4）中队

中山市坦洲镇林东小学四（4）中队



一 47 一

中山市坦洲镇群联小学六（2）中队

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小学四（2）中队

中山市坦洲镇永一小学二（2）中队

中山市坦洲镇永二小学五（1）中队

中山市广大汇翠学校五（3）中队

中山市坦洲镇安阜小学二（2）中队

板芙镇

中山市板芙镇深湾小学六（1）中队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小学二（3）中队

中山市板芙镇新联小学六（2）中队

中山市板芙镇第一中学七（4）中队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神舟学校晨曦中队

中山市神湾镇育才学校二（1）中队

市直属

中山纪念中学七（1）中队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四（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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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9—2020年度“中山市少先队工作

先进学校”名单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晖园小学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

石岐区

中山市石岐杨仙逸小学

中山市石岐张溪郑二小学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东区

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

中山市东区雍景园小学

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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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西区

中山市西区中心小学

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

中山市西区广丰小学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南区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

五桂山

中山市五桂山学校

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小榄镇联丰小学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小学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中山市小榄镇竹源小学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小学

中山市小榄镇丰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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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镇

中山市古镇镇曹二小学

中山市古镇镇古一小学

中山市古镇镇镇南小学

横栏镇

中山市横栏镇横栏小学

中山市横栏镇三沙小学

中山市横栏中学

东升镇

中山市东升镇东方小学

中山市东升镇高沙小学

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小学

中山市东升镇同茂小学

中山市东升镇坦背小学

港口镇

中山市港口镇民主小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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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镇

中山市沙溪镇龙瑞小学

中山市沙溪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大涌镇

中山市大涌镇安堂小学

中山市大涌南文小学

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对甫小学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

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

南头镇

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

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东凤镇安乐小学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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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沙镇

中山市阜沙中心小学

三角镇

中山市三角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三角镇三角小学

民众镇

中山市民众镇中心小学

中山市民众镇浪网小学

中山市民众镇育才小学

南朗镇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小学

三乡镇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环小学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小学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小学

中山市三乡镇载德小学

中山市博爱初级中学

中山市三乡镇新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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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洲镇

中山市坦洲镇林东小学

中山市坦洲镇前进小学

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小学

中山市坦洲镇同胜小学

板芙镇

中山市板芙镇湖洲小学

中山市板芙镇深湾小学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

市直属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