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青 团 抚 州 市 委
抚 州 市 教 体 局
抚 州 市 少 工 委
抚青联发〔2019〕7 号

关于评选 2017-2018 年度全市优秀少先队员、
全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市优秀少先队集体的决定
各县（区）团委、教体局、少工委，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市属
各学校团委：
为深入贯彻《少先队改革方案》及《江西省少先队改革实
施方案》精神，进一步健全我市少先队激励机制，集中展现抚
州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集体的良好风貌和先进事
迹，激励全市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者见贤思齐、奋发进
取，经团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研究，授予余权淋等 100
名少先队员“全市优秀少先队员”称号，授予朱丽珺等 60 名
少先队辅导员“全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授予临川区十
二小少先队大队等 55 个少先队大队、中队“全市优秀少先队
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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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评的少先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以此为新起点，珍
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开拓进取，继续发挥先进模范
作用，争取更大成绩。
希望全市各级少先队组织向获评的先进集体学习，充分发
挥少先队组织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影响作用，保障少先队各项工
作的开展，不断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引导少年儿童为
少先队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团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号召全市少先队员、少先队
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向获评的先进个人学习，学习他们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立志成才的崇高理想信念；学习他
们努力拼搏、创新创优、扎实苦干、甘于奉献的精神和作风；
学习他们为少先队事业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为全市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应
有的作用。

附件：1.“全市优秀少先队员”名单
2.“全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名单
3.“全市优秀少先队集体”名单

共青团抚州市委

抚州市教体局

抚州市少工委

2019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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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抚州市“优秀少先队员”名单
（100 名）
余权淋

临川区二小五（1）中队

中队长

孙方洲

临川区八小二（2）中队

少先队员

孙

临川区九小二（4）中队

中队长

鑫

周睿凡

临川区十二小六（3）中队

中队委员

黄鑫祺

临川区十五小五（1）中队

少先队员

胡雅婕（女） 临川区实验小学六(3)中队

少先队员

徐嘉斌

临川区荣山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梁诗彤（女） 临川区四中七（10）中队
熊宇潇

少先队员

临川区三桥中心小学二（2）中队

戴雨菲（女） 临川区嵩湖小学五(3)中队
徐凡贻（女） 临川区十小五（6）中队

中队长

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

邱奕宸（女） 抚州高新区梦湖学校三（3）中队
操宝琴（女） 南城县建昌镇明德小学大队
吴

少先队员

中队长

大队委员

俣（女） 南城县新丰街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邹俊杰

南城县万坊镇中心小学四（2）中队

罗武夷

南城县天井源乡中心小学六（1）中队

中队长
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

罗雯婕（女） 南城县龙湖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中队委员

连嘉慧（女） 南城县沙州镇中心小学三（1）中队

中队委员

严梦雨
黄

南城县洪门镇中心小学四(1)中队

丹（女） 南城县上唐镇中心小学六（5）中队

包雨晨

南城县上唐镇初级中学七（2）中队

刘彭予（女） 黎川县黎川二小四（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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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委员
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

副中队长

余

婷（女） 黎川县新区小学五（1）中队

中队长

武靓颖（女） 黎川县第一中学七（1）中队

少先队员

周燚奎

黎川县第一中学七（1）中队

少先队员

尧晨宇

黎川县实验小学六（2）中队

少先队员

邓勤丰（女） 黎川县第二中学七（10）中队

中队长

余凯玲（女） 黎川县宏村镇中心小学六（3）中队

中队长

付梓彤（女） 黎川县德胜镇中心小学四（1）中队

中队长

林宇轩

南丰县子固小学三（8）中队

少先队员

姚晨萌（女） 南丰县实验小学六（2）中队

少先队员

涂文博

南丰县桔都小学五（7）中队

中队长

叶志贤

南丰县太和小学五（1）中队

少先队员

周秀冰（女） 南丰县市山中学七（6）中队

少先队员

李玮怡（女） 南丰县市山镇中心小学五（1）中队
聂兰玫（女） 南丰县紫霄中心学校大队

中队委员

大队委员

刘彬曲（女） 南丰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五（4）中队
李宇洁（女） 崇仁县三中八（1）中队

中队长

中队委员

陈家琪（女） 崇仁县第二中学八（5）中队

中队委员

周

颖（女） 崇仁县宝水实验学校五（1）中队

少先队员

章

赫

中队委员

崇仁县中山实验小学六（2）中队

李紫玉（女） 崇仁县三山乡中心小学六（1）中队
黄宇静（女） 崇仁县崇仁一中八（8）中队

少先队员

中队长

张佳诺（女） 崇仁县江重实验小学 6（12）中队

中队长

黄子祎（女） 崇仁县江重实验小学五（4）中队

中队长

杜林泉

乐安县二中八（20）中队

少先队员

陈思淼（女） 乐安县第四小学六（10）中队
游子皓

乐安县实验小学四（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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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长
中队长

邹逸豪

乐安县二小五（1）中队

中队长

陈鹤仪（女） 乐安县三小三（4）中队

中队长

王

晟

曾毅嘉

乐安县湖坪小学三（1）中队

中队长

乐安县第一中学七（20）中队

中队长

董雅萱（女） 乐安县招携希望小学六（1）中队

少先队员

吴林燕（女） 乐安县湖溪中心小学六（2）中队

少先队员

高

中队长

涵（女） 宜黄县水北新区小学五（3）中队

黄煜翔

宜黄县实验小学三(3)中队

中队长

李玮善

宜黄县黄陂中心小学三（3）中队

副中队长

刘欣禹（女） 宜黄县凤冈镇第二小学五（4）中队

中队长

曾彤欣（女） 宜黄县第二中学八（10）中队

中队长

聂

奥（女） 宜黄县凤冈一小五（10）中队

中队委员

黄

战

宜黄县二都中心小学五（1）班中队

少先队员

黄春红（女） 宜黄县中港小学五（1）中队

中队长

许明毅

金溪县实验中学七（3）中队

少先队员

杨兴庆

金溪县秀谷镇第一小学四（1）中队

中队委员

李梓涵

金溪县浒湾镇下陈小学三（1）中队

少先队员

李凌云

金溪县琉璃中心小学五（2）中队

朱静静（女） 金溪县陆坊中小学校五（1）中队

少先队员
中队长

王天校

金溪县双塘镇中心小学五（2）中队

少先队员

熊宇昊

金溪县秀谷镇第二小学四（1）中队

中队长

支

金溪县心湖小学四（3）中队

增

中队委员

黄柳月（女） 资溪县鹤城镇中心小学四（1）中队
宋羽翔

资溪县第三小学二（3）中队

陈

资溪县泰伯小学阳光礼仪少先大队

晨

黄悦宸

资溪县实验小学五（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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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委员

中队长
副大队长

中队长

王发骏

资溪县第二小学大队

大队委员

黄小坚（女） 资溪县乌石镇中心小学大队
李名智

大队委员

广昌县赤水中心小学五（3）中队

少先队员

曾昱馨（女） 广昌县甘竹镇中心小学四（2）中队
陈霓漪（女） 广昌县第二小学五（3）中队
曾

健

广昌县实验二小五(2)中队

严

格（女） 广昌县实验小学五（7）中队

少先队员

少先委员
少先队员
中队长

曾郁陶（女） 广昌县头陂镇中心小学五（1）中队

少先队员

白

少先队员

婧（女） 广昌县驿前镇中心小学五（2）中队

乐静儿（女） 广昌县工业园区小学四（1）中队
饶

果

中队长

东乡区第五中学六（1）中队 少先队员

艾雨珊（女） 东乡区小璜镇小学四（1）中队
李明君

东乡区珀玕小学六（1）中队

艾雨成

东乡区第一小学六（10）中队

中队长
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

李芃臻（女） 东乡区实验小学四（3）中队

中队长

吴冰琳（女） 东乡区第八小学四（1）中队

少先队员

王子谦

东乡区黎圩学校四（1）中队

少先队员

饶康祺

东乡区北港小学六（4）中队

少先队员

张博杰

东乡区占圩小学四（2）中队

少先队员

谢语桐（女） 抚州市实验学校四（2）中队

少先队员

刘佳航

少先队员

抚州市实验学校五（8）中队

祝熙悦（女） 抚州市实验学校四（四）中队

少先队员

危

笑

抚州市实验学校三（6）中队

副中队长

郭

鑫

抚州市第一中学七（1）中队

少先队员

万颖臻

临川一中八(5)中队

杨钊远

临川二中八（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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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委员
少先队员

附件 2：

抚州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名单
（60 名）
朱丽珺（女） 临川区第九小学一（6）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吴志超

临川区第十三小学校三（6）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徐岚岚（女） 临川区第四小学四（1）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何春凤（女） 临川区云山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支

英（女） 临川区唱凯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饶珍珍（女） 临川区太阳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慧琴（女） 临川区华溪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廖洁晶（女） 临川区孝桥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郄建萍（女） 临川区东馆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

静（女） 临川区唱凯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彭慧雯（女） 南城县第二小学副校长、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黄金花（女） 南城县株良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思君（女） 南城县浔溪乡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三红（女） 南城县里塔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朱

亮

南城县第二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何文秀（女） 南城县南城实验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余腾飞

黎川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郑银娟（女） 黎川县德胜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潘

乔（女） 黎川县中田乡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陈

洁（女） 黎川县第二中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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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江

南丰县教体局教育团工委副书记少先队总辅导员

郑雅婷（女） 南丰县琴城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袁

隽（女） 南丰县桔都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鄢苏怡（女） 南丰县桔都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吴永红（女） 崇仁县三山中心小学副校长、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吴满风（女） 崇仁县第三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熊利兰（女） 崇仁县崇仁第一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吴

珑（女） 崇仁县巴山镇第四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邹跃平

乐安县湖溪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冬冬（女） 乐安县四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继平

乐安县南村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邓为忠

乐安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梅英（女） 乐安县四小中队少先队辅导员
戴

斌

乐安县第一中学团委书记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吴维清（女） 宜黄县水北新区小学副校长、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

萍（女） 宜黄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陈建花（女） 宜黄县凤冈一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章

云（女） 宜黄县桃陂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官文娟（女） 金溪县秀谷镇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

峰

金溪县琉璃中心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唐若彤（女） 金溪县双塘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汪璐嘉（女） 金溪县心湖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玉娥（女） 资溪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陈

玲（女） 资溪县马头山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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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媛（女） 资溪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邱

璨（女） 广昌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罗桂秀（女） 广昌县实验小学孙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许

雯（女） 广昌县工业园区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赖伟玲（女） 广昌县驿前镇中心小学少先队总辅导员
万梦婷（女） 东乡区占圩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胡

赟（女） 东乡区东乡二中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涂冬玲（女） 东乡区四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陈华珍

东乡区黎圩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接辉

东乡区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艾悦妮（女） 东乡区杨桥殿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丁亚波（女） 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巢实验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陈

璐（女） 抚州市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章文瑶（女） 抚州市实验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雷

亭

临川一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

星（女） 临川二中少先队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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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抚州市“优秀少先队集体”名单
（大队 13 个、中队 42 个）
临川区临川十二小少先队大队
临川区第十三小学少先队大队
南城县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黎川县龙安镇中学少先队大队
南丰县洽湾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崇仁县白陂乡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乐安县第四小学雏鹰少先队大队
宜黄县水北新区小学少先队大队
金溪县秀谷镇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资溪县泰伯小学阳光礼仪少先队大队
广昌县实验二小少先队大队
东乡区三中少先队大队
抚州市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
临川区临川八小四（6）少先队中队
临川区第九小学四（1）少先队中队
临川区临川第十三小学二（3）追梦少先队中队
临川区唱凯中心小学雷锋少先队中队
临川区实验小学三（7）少先队中队
临川区第十二小学四（4）少先队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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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县实验小学五（7）少先队中队
南城县盱江小学六（2）少先队中队
南城县东方红小学四（2）少先队中队
南城县徐家小学三（1）少先队中队
黎川县新区小学三（7）少先队中队
黎川县实验小学五（4）少先队中队
黎川县熊村镇中学八（1）少先队中队
南丰县白舍镇中心小学五（1）向日葵少先队中队
南丰县琴城镇中心小学四（1）少先队中队
南丰县傅坊乡中心小学五（1）少先队中队
南丰县桔都小学五（7）少先队中队
崇仁县江重实验小学五（4）少先队中队
崇仁县中山实验小学五（6）少先队中队
崇仁县崇仁一中初二（11）少先队中队
乐安县第二小学五（4）少先队中队
乐安县公溪小学四（1）少先队中队
乐安县戴坊小学三（2）少先队中队
乐安县招携小学五（3）少先队中队
宜黄县实验小学四（5）少先队中队
宜黄县第三小学三(1)少先队中队
宜黄县东陂中心小学五（1）少先队中队
金溪县浒湾中心小学五（1）少先队中队
金溪县陆坊中小学校五年级少先队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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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县秀谷镇第二小学四（1）少先队中队
资溪县高阜中心小学五（1）少先队中队
资溪县第二小学六（1）少先队中队
资溪县第三小学六（4）少先队中队
广昌县第二小学二（4）少先队中队
广昌县实验小学五（7）少先队中队
广昌县头陂镇中心小学三（3）少先队中队
东乡区第五中学五（2）少先队中队
东乡区荆公小学六（5）少先队中队
抚州市实验学校五（8）少先队中队
临川一中八（9）少先队中队
临川二中实验学校八（1）少先队中队
临川二中八（1）少先队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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