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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

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结果的公示

根据《关于评选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先进集

体和个人的通知》（团粤联发﹝2020﹞9 号）要求，经基层推

荐、认真审核、严格把关，李欣彤等 797 名少先队员被评为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郑娟等 191 位少

先队辅导员被评为“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少先队广州市协和小学大队四（1）中队等 189 个中队

被评为“2019—2020 年度广东省红旗中队”，少先队桂花岗

小学大队等 90 个大队被评为“2019—2020 年度广东省红旗

大队”，广州市执信中学等 98 所学校被评为“2019—2020 年

度广东省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

根据工作要求，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自

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如对评选结果有异议的，请于公示

期内向省少工委办公室实名反馈，反映事实要具体清楚，以

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1.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名单

2.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名单

3.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红旗中队”名单

4.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红旗大队”名单

5.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先进学校”（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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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工作）名单

联系电话（传真）：020—87185621

电子邮箱：tswsnb2008@163.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省少工委办

公室（邮编 510080）

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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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名单

（共 797 人）

广州

李欣彤（女）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大队五（1）

中队

植昱晴（女）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耀华小学大队五（2）

中队

易芸好（女）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富都小学大队五

（2）中队

赵林瀚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小学大队

六（1）中队

杨 钧 少先队广州市第二中学大队初一（9）中队

李浩瑜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大队四

（2）中队

杨天瑞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大队六

（2）中队

余俊廷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大队四

（3）中队

钟嘉雯（女）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大队五

（5）中队

雷紫惟（女）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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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6）中队

谢艾喆（女） 少先队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大队五（1）中队

郑子佩（女）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4）中队

梁然然（女）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3）中队

罗 逸 少先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队大队六

（7）中队

林莘涵 少先队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学校大队四（3）中

队

林敬信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詹天佑小学大队五（1）

中队

朱 印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新康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张子菲（女）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荔江小学大队五（4）中

队

韩雨彤（女）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二小学大队五

（4）中队

潘艺漩（女）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增城中学大队七（1）中

队

吴倪宁（女）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长岗小学大队六

（1）中队

李海燕（女） 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锦联小学大队六

（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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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浩峻 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希贤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庞雨晴（女） 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小学大队五

（2）中队

周琳智 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雅居乐小学大队五（1）

中队

李熠哲 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从化中学大队初一（1）

中队

周 洁（女）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第一中学大队初一（2）中

队

黄楚岚（女）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横沥小学大队六（1）中

队

刘书睿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金隆小学大队六（5）中

队

李梓晴（女）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小学大队五（2）中

队

陈姿宇（女）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金隆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宋沐耕 少先队黄冈中学广州学校实验小学大队四

（12）中队

叶钊茏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七星小学大队六

（1）中队

朱博闻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学校大队八

（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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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远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圆玄小学大队六（4）

中队

李 晴（女）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市二中苏元实验学

校大队初一（7）中队

黄语欣（女）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火村小学大队六（3）中

队

刘铭洋（女）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萝峰小学大队五（1）中

队

郑瑞熙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荔园小学大队六（1）中

队

黄子涵（女）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怡园小学大队五（11）

中队

刘铭心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大田小学大队六（2）中

队

曹炜恒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夏良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吴昊真（女）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大队六（4）中

队

张启珩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太和第一小学大队五（1）

中队

黄宝言（女） 少先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大队初一

（2）中队

谢宸彧 少先队暨南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学部大队五

（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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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诗玛（女）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大队六（9）

中队

陈韦麟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大队六（1）

中队

姜泽轩（女）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大队六（13）

中队

曾梓昕（女）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大队五（2）中

队

马颢哲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小学大队五（5）中

队

胡伊扬（女） 少先队广州市广雅实验学校大队七（3）中队

王浩乾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大队八年级自

强中队

黄维东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大队初一

（14）中队

吴忻桐（女）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客村小学大队五（1）中

队

苏隽粤（女）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大元帅府小学大队六（4）

中队

徐若桐（女） 少先队广州市执信中学大队初一（5）中队

冯梓乔（女） 少先队广州市协和小学大队三（1）中队

许冰冰（女） 少先队广州市铁一中学大队初二（4）中队

梅 菱（女） 少先队广东华侨中学大队初二（6）中队

曾雅琪（女）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知信小学大队六（3）中



- 8 -

队

深圳

蔡睿涛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壆岗小学大队五（5）中

队

曹皓玮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

学校大队七（1）中队

曾婧媛（女）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益强小学大队六（3）中

队

陈安欣（女） 少先队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实验学校大队七

（10）中队

陈科行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中学大队七（5）中

队

陈雅琪（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大队二（8）中

队

陈 寅 少先队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小学大队六（3）

中队

戴诗麒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吉祥小学大队五（3）中

队

范锦焓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兰陵学校大队六（3）中

队

方 楠 少先队深圳市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龙岗学校

大队七（1）中队

封佳媛（女） 少先队深圳市罗湖区莲南小学大队六（2）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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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宇涵（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六约学校大队五（4）

中队

黄彦博 少先队深圳市坪山区坑梓中心小学大队六（5）

中队

柯佳妍（女） 少先队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镇中心小

学大队三（2）中队

黎欣莹（女） 少先队深圳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龙岗乐城小

学大队四（4）中队

李睿博 少先队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大

队五（2）中队

李欣阳（女）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

学校大队七（3）中队

李雅涵（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清林小学大队五（2）中

队

李政希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兴围小学大队六（2）中

队

梁家华 少先队深圳市罗湖区锦田小学大队六（4）中

队

刘妃萱（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大队六

（2）中队

刘米乐（女） 少先队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大队六（2）

中队

刘沐恩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宝民小学大队六（5）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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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娅萱（女） 少先队深圳市光明区实验学校大队六（10）

中队

刘泽儒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心小学大队四（3）

中队

罗彬心（女） 少先队深圳市罗湖区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大

队五（3）中队

马宇航 少先队深圳市观澜第二中学大队七（17）中

队

麦芯然（女） 少先队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中心小学大队五

（5）中队

米浩然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

一小大队六（6）中队

潘屹霖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小学大队四（6）中

队

裴康婧（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兰著学校大队六（1）中

队

沙琬舒（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荣根学校大队八（1）中

队

石梓默（女）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区中科先进院实验学校大

队四（3）中队

苏恬恬（女）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区南外（集团）科苑小学

大队四（3）中队

孙君懿（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小学大队六（3）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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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迈 少先队深圳市光明区秋硕小学大队四（2）中

队

汪雨荷（女） 少先队深圳实验坂田部大队七（5）中队

王祎琳（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依山郡小学大队五（3）

中队

王稚伶（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南湾学校大队六（4）中

队

肖碧婷（女）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石厦部大队七

（1）中队

肖刘祺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水田实验学校大队六（1）

中队

肖语凡（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小学大队六（5）

中队

谢楚瑜（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集团）第一

实验学校大队七（6）中队

谢周涵（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新亚洲学校大队七（7）

中队

严雯曦（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平安里学校大队五（2）

中队

羊珍妮（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坪洲小学大队五（4）中

队

叶子歆（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第二小学大队三（3）

中队

张梁琦（女）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大队百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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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5）中队

张宇菲（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平湖中心小学大队六（5）

中队

赵若希（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学(集团)外国语

学校大队五（4）中队

赵欣乐（女）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大队西

校区六（4）中队

赵又霆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小学大队六（4）中

队

钟子悦（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公学大队四（10）

中队

周张晗（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中澳实验学校大队六（7）

中队

邹子墨（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广培小学大队五（4）中

队

珠海

黄钰涵（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三中学大队七（8）

中队

顾幸欣（女）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中队

杨馥瑄（女） 少先队珠海市金湾区第一小学大队六（5）中

队

曾楚怡（女） 少先队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平沙镇第二中学

大队七（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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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易琪馨（女）少先队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平沙镇中心小学

大队二（4）中队

彭 然（女）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中队

姚卓宜（女）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第四小学大队六

（2）中队

高羚瑄（女） 少先队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海华小学大队五

（4）中队

黄毓宁（女） 少先队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中学大队七（5）

中队

周桓民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城东中学大队七(1)中队

周 悦（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七小学大队四（3）

中队

朱芷筠（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小学大队六（5）中

队

郭玥希（女） 少先队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平沙第一中学大

队七(1)中队

周潇墨（女） 少先队珠海市高新区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大队五（1）中队

柯汀林（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夏湾中学大队八（6）中

队

潘雨彤（女）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实验中学大队八（10）

中队

何雅馨（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大队六（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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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王梓帆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景园小学大队五（2）中

队

贺汉卿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小学大队六（2）中

队

杨鑫海 少先队珠海市市金湾区小林中学大队七（2）

中队

黄凯童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大队五（2）中

队

陈翼云 少先队珠海市高新区唐国安纪念学校大队六

（2）中队

安芷彤（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第八中学大队七（1）中

队

吴 双（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小学大队六（4）中

队

刘素言（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小学大队三（3）中

队

汕头

曾之凌（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小学大队 406 中队

陈乐希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城北小学大队 601 中队

陈 满（女）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大队 503 中队

陈思淇（女） 少先队汕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听障班中队

陈玺乔（女） 少先队汕头市东厦小学大队 403 中队

陈夏霖（女） 少先队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沟湖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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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中队

陈筱曼（女）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区澄海华侨小学大队 604

中队

陈弈帆（女） 少先队汕头市达濠民生学校大队 502 中队

陈弈希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小学大队四年(四班)

中队

陈胤霖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大队 502 中队

陈泽鑫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陈厝合小学大队 601 中

队

陈枳戎（女）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区实验高级中学初中部

808 中队

冯佳晟（女）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阳小学大队 605 中队

洪锐桐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澄华小学大队 604 中队

洪炜齐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外马路第三小学大队

601 中队

胡传时 少先队汕头市东厦小学大队 501 中队

黄木樟 少先队汕头市濠江区珠浦第二小学大队 603

中队

黄朔宇 少先队汕头市东厦小学大队 503 中队

黄勇博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县）私立广厦学校大

队六(2)中队

黄紫阳（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外马路第三小学大队

603 中队

黎禹锐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浮西小学大队五(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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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远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林百欣中学大队初一（4）

中队

李 楠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飞厦中学大队 704 中队

林佳垒（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北墩小学大队六(1)中队

林佳楠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红桥第三小学大队 601

中队

林润微（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县）外马路第四小学

大队四(4)中队

林泽涵（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金龙小学大队 406 中队

林壮燊 少先队汕头市濠江区双联小学大队 601 中队

邱子墨（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小学大队 507 中队

王一锐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汕头市丹霞小学大队

603 中队

王梓洋 汕头市金平区（县）外马路第四小学大队六(4)

中队

翁炫彬 少先队汕头市达濠民生学校大队 606 中队

吴铄祺（女）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珠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吴易可（女） 汕头市长厦小学少先队大队

肖 潇（女）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阳小学少先大队 304

中队

谢锶霖（女） 少先队汕头市潮阳区潮阳实验学校大队 508

中队

徐煜翔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小学 304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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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嘉欣（女） 少先队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墙老小学大队

402 中队

姚斯楷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外马路第三小学大队

502 中队

余佳艾（女）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香阳学校大队 403 中队

张浠铜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陈厝合小学大队 402 中

队

张 鑫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北墩小学大队六(3)中队

郑博睿 少先队汕头市南澳县后宅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2）中队

郑景丹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珠小学大队六（4）中

队

郑楷荣 少先队汕头市潮阳区金浦梅东小学大队 602

中队

郑铭洛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桂花小学大队 607 中队

郑卓楠 少先队汕头市东方小学少先队大队 604 中队

庄梦含（女） 少先队汕头市潮阳区贵屿北林小学 503 中队

佛山

郑可唯（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四（2）

中队

陈泽棋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五（5）

中队

扎 迪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六（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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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林家豪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五（7）中

队

程靖芸（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朝亮小学六（3）

中队

陈奕心（女） 少先队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四（2）中队

王浩宇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七（13）

中队

诸俐潼（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五（3）

中队

林永健 少先队佛山市启聪学校启聪部四（１）中队

陆美婷（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罗行小学六（3）

中队

叶镁琳（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林头小学六（4）

中队

邓雅心（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六

（3）中队

鲁佳彤（女） 少先队佛山市第一小学五（2）中队

罗宇轩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七（9）

中队

曾 鸣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六（1）

中队

刘绮盈（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六（5）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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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彤（女） 少先队佛山市第二十四小学六（4）中队

黄奕秋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六（4）

中队

黎亮杰 少先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五（5）

中队

刘汶婷（女）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六

（4）中队

马羽航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实验学校五（5）

中队

马慧敏（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横岗小学六（2）

中队

贺楚涵（女） 少先队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四（7）

中队

何泳霏（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二小学五

（1）中队

杨懿君（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学校五（6）中队

蔡滢禧（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五（3）中

队

邓莉煊（女） 少先队佛山市禅城区敦厚小学 五（1）中队

何沛凝（女） 少先队佛山市冼可澄纪念学校大队四（1）中

队

何芷仪（女） 少先队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六（1）中队

郭柏林 少先队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六（12）中队

刘 皓 少先队佛山市华英学校 209 中队



- 20 -

吴沛霖（女） 少先队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五（7）中队

张礼邦 少先队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五（3）中队

聂裕洋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光明新城小学六

（2）中队

孔令哲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城区小学五（5）中

队

胡皓淇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五（9）

中队

范汝安 少先队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李昕玲（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六（3）中队

钟伟雄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六（3）中

队

陈佩瑶（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实验小学六（1）

中队

麦艺朗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五（2）

中队

王若萱（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六（5）中队

仇梓仪（女） 少先队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一小学五（7）

中队

任 毅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本原小学六（1）中队

李玮圻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四

（1）中队

区浩杨 少先队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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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

黄绮晴（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六（4）

中队

陈彦菲（女） 少先队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杏头小学

五（1）中队

蔡沛希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六（5）

中队

秦 熙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六

（1）中队

巫 锟 少先队佛山市华英学校七（14）中队

韶关

陈曾卓（女） 少先队韶关市新丰县城第一小学大队六（7）

中队

陈梦媛（女） 少先队韶关市乐昌市第三中学大队六（2）中

队

陈 晟 少先队韶关市南雄市黎灿小学大队六（8）中

队

邓 玮 少先队韶关市南雄市实验小学大队六（3）中

队

龚芷懿（女） 少先队韶关市始兴县高峰小学大队六（6）中

队

何思睿（女） 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执信小学大队五（7）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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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逸昕 少先队韶关市武江区红星小学大队六（3）中

队

黄紫铃（女） 少先队韶关市曲江区曲江中学大队七（1）班

中队

黎家成 少先队韶关市仁化县闻韶镇泰学校大队六（1）

中队

李浩翔 少先队韶关市翁源县龙仙第三小学大队五（6）

中队

李明娟（女） 少先队韶关市曲江区第三小学大队五（4）中

队

李欣楠（女） 少先队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2）中队

林菲菲（女） 少先队韶关市黄坑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

队

刘 帅 少先队韶关市韶关实验小学大队六（1）中队

孟庭萱（女） 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风采实验学校大队五（3）

中队

欧振琦 少先队韶关市武江区东岗小学大队五（5）中

队

潘祉瑜（女） 少先队韶关市仁化县实验学校大队七（1）中

队

秦 歌（女） 少先队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第一小学大队

五（5）中队

谭忻然（女） 少先队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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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中队

王偲名 少先队韶关乐昌市乐昌小学大队

肖伟田 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和平路小学大队六（1）

中队

谢 珺 少先队韶关南雄市油山镇大塘中心小学大队

六（3）中队

谢梓淇（女） 少先队韶关市曲江区九龄小学大队六（3）中

队

杏 兮（女） 少先队韶关市武江区金福园小学大队四(4)中

队

尧 云（女） 少先队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2)中队

姚力博 少先队韶关市广东北江中学大队七（1）中队

张 睿（女） 少先队韶关市翁源县官渡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3)中队

朱 琪（女） 少先队韶关乐昌市廊田镇中心学校大队七（1）

中队

诸葛芷烨（女）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和平路小学大队五（2）

中队

河源

梁帼唯（女） 少先队河源市博爱学校大队启聪中队

杨 煜 少先队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第三小学大队六

（3）中队

朱永卿（女） 少先队河源市江东新区北大德爱附属国际学



- 24 -

校大队国四（1）中队

谢 可（女） 少先队河源市连平县第二小学大队六（5）中

队

温 可 少先队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中心小学大队六

（1)中队

颜益彩（女） 少先队河源市连平县第一小学大队五（5）中

队

何知晓（女） 少先队河源市连平县第二小学大队六（3）中

队

骆康悦（女） 少先队河源市龙川县第一小学大队四（13）

中队

杨文鑫 少先队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维嘉小学大队六

（6）中队

张宇宁 少先队河源市江东新区河职院附小大队三（4）

中队

钟悦可（女） 少先队河源市第三小学六（5）中队

黄子晴（女） 少先队河源市第二小学大队五（8）中队

曾紫涵（女） 少先队河源市第一小学大队三（2）中队

蔡嘉兴 少先队河源市源城区榄坝小学大队五（1）中

队

张许钰 少先队河源市源城区公园西小学大队五（1）

中队

蓝子鑫 少先队河源市河源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大队四（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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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博 少先队河源市源城区高莲小学大队六（2）中

队

杨琦愔（女） 少先队河源市第一中学大队七（14）中队

肖乐怡（女） 少先队河源市第一中学大队八（4）中队

张 榕（女） 少先队河源市东源县实验中学大队七（20）

中队

陈子琦（女） 少先队河源市东源县第二小学大队六（4）中

队

黄一鸣 少先队河源市东源县第一小学大队四（12）

中队

周斯楠 少先队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大队第一小学六

（2）中队

黄婧怡（女） 少先队河源市和平县合水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2）中队

朱銮馨（女） 少先队河源市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4）中队

陈煜玥（女） 少先队河源市和平县龙湖学校大队五（12）

中队

黄宇航 少先队河源市紫金县中山实验学校大队五（5）

中队

温君仪（女） 少先队河源市紫金县城第二小学大队五（3）

中队

钟政洋 少先队河源市紫金县城第一小学大队六（3）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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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

蔡权烽 少先队梅州市汤坑镇第二中心小学大队六（2）

中队

曾博睿 少先队梅州兴宁市实验学校大队六（1）中队

曾子恩（女） 少先队梅州市师范学校大队附属小学大队五

（4）中队

陈昊琳（女） 少先队梅州市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三（4）中

队

陈景科 少先队梅州市梅江区龙坪小学大队六（3）中

队

陈煜宁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区扶外小学大队六（4）中

队"

何翼扬 少先队梅州兴宁市齐昌小学大队四（5）班中

队

江郝天宇（女）少先队梅州市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 六（2）

班中队

江 睿 少先队梅州市五华县兴华中学大队七（22）

中队

蓝榆乔（女） 少先队梅州市东山中学大队梅县新城分校大

队 七（3）中队

连思宁（女） 少先队梅州市大埔县大埔第二小学大队五（5）

中队

廖铭楷 少先队梅州市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五（1）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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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梓萌（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五（6）

中队

廖梓妍（女） 少先队梅州市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六（1）中

队

林佳怡（女） 少先队梅州市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五（1）中

队

刘黄桉 少先队梅州市丰顺县潭江镇圩镇五（1）中队

刘基意 少先队梅州市蕉岭县友邦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刘圣如（女） 少先队梅州市大埔县田家炳小学大队五（5）

中队

刘阳雯慧（女）少先队梅州市丰良镇仙洞小学大队 二（1）

中队

刘宇轩 少先队梅州市五华县南山小学大队六（4）中

队

潘蕾阑（女） 少先队梅州市兴宁市第一小学大队六（13）

中队

彭佳馨（女） 少先队梅州市五华县华新中学大队七（7）中

队

彭沁缘（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大队七（3）班中

队

彭 越 少先队梅州市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五（8）中

队

丘逸雯（女）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七（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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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镇玮 少先队梅州市蕉岭县桂岭学校大队六（1）中

队

丘梓佟（女） 少先队梅州市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五

（5）中队

王子帆（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七（5）中

队

吴晨妤（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区丽群小学大队四（4）中

队

吴熠晅 少先队梅州市梅江区风眠小学大队五（3）中

队

肖鑫亿（女） 少先队梅州市兴宁市汉芬小学大队五（2）中

队

徐宝轩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大队七（1）班中

队

杨梓萌（女） 少先队梅州市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大队四

（5）中队

詹凌峰 少先队梅州市丰顺县丰顺中学大队七（3）中

队

张 朵（女） 少先队梅州市学艺中学大队七（9）中队

张晟莹（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江区客都小学大队五（4）中

队

钟金霖（女） 少先队梅州市蕉岭县实验小学大队六（3）中

队

钟子璐（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江区鸿都小学大队六（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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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周可欣（女） 少先队梅州市丰良镇西厢小学大队五（1）中

队

惠州

蔡建晨 少先队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荷茶小学

大队五（1）中队

曹艺菲（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大队五

（12）中队

岑紫彤（女） 少先队惠州市龙门县龙城第五小学大队四（2）

中队

陈锘铜 少先队惠州市第一小学大队五（6）中队

陈思璁（女） 少先队惠州市实验中学附属学校大队三（4）

中队

陈天昊 少先队广东惠阳高级中学大队七（5）中队

陈秀雯（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实验小学大队四（1）中

队

陈昱翰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1）中队

陈媛媛（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青云小学大队五（1）

中队

陈子阅（女） 少先队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大队七（13）中

队

邓婕霏（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白花中心小学大队五（1）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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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翔键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中学初中部大队七（8）中

队

龚健宇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黄排小学大队四（3）

中队

何宸瑞 少先队黄冈中学惠州学校大队三（3）中队

黄百威 少先队惠州市水口中心小学大队六（4）中队

黄品睿 少先队惠州市河南岸中心小学大队四（6）中

队

黄文欣（女） 少先队惠州市南坛小学鼎峰分校大队五（5）

中队

李佳颖（女）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县罗阳城郊中心学校大队

五（2）中队

李俊豪 少先队惠州市大亚湾西区第一小学大队三（4）

中队

林珈同（女） 少先队惠州市第五中学大队四（4）中队

林怡辰（女） 少先队惠州市上排小学大队六（3）中队

路芸婧（女） 少先队惠州市龙门县实验学校大队五（1）中

队

邱文炫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大队七

（10）中队

汪欣妍（女） 少先队惠州市李瑞麟小学大队五（7）中队

王尔翰 少先队惠州市第一小学白鹭湖分校大队六（3）

中队

温舒晴（女）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县罗阳第六小学大队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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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

吴 泽（女） 少先队惠州市龙门县龙城第二小学大队六（5）

中队

谢欣灵（女） 少先队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第四小学大队六（1）

中队

谢歆然（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半岛学校大队五（7）中

队

杨雪樱（女） 少先队惠州市下角小学大队五（2）中队

叶嘉淇（女）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县园洲中心小学大队六（1）

中队

袁子琦（女）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8）中队

詹熙琳（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凤凰山学校大队三（4）

中队

张艺霖（女） 少先队惠州市第十一小学大队五（1）中队

周逸婷（女） 少先队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州一中东江大队

三（2）中队

朱思锦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罗阳第五小学大队六（9）

中队

左 月（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实验小学大队五(7）中队

汕尾

蔡舒婕（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甲子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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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曼琪（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7）中队

陈 淼（女） 少先队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大队初二（8）

中队

陈雨晴（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内湖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 中队

陈梓霞（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城东镇中心小学大队本

部一年中队

陈紫琪（女） 少先队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林伟华中学大队

八（七）中队

高采柠（女） 少先队汕尾市华侨管理区中心小学大队 305

中队

黄雅晴（女） 少先队汕尾市实验小学大队六（1）中队

黄雨普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碣石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2）中队

江佳薏（女） 少先队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大队初一（13）

中队

廖泽铭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大安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2）班中队

林浩源 少先队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大队七（2）班中

队

林品妍（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3）中队

林 阳（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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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队

林依宣（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博美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二中队

林亦昕（女） 少先队汕尾市城区田家炳中学香洲学校大队

二（1）中队

林子琳（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实验小学大队五（2）中

队

罗智浩 少先队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大队三（5）中

队

彭贝桔（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外国语学校大队红枫林中

队

彭璟璇（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县实验小学大队六（5）中

队

彭煜煊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吉溪小学大队四

中队

彭子洋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吉溪小学大队四

中队

唐凯蒽（女） 少先队汕尾市城区新港街道中心小学大队五

（5）中队

王泺然（女） 少先队汕尾市城区新港街道中心小学大队四

（4）中队

吴华章 少先队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中心小学大队六

（6）班中队

吴香仪（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附城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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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队

吴彦希（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2）中队

肖紫遥（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八万学校大队六（1）中

队

谢铠宁（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可塘镇鸿志学校大队六

（6）中队

谢梓洋（女） 少先队汕尾市城区田家炳中学香洲学校大队

四（1）中队

杨辉斌 少先队汕尾市实验小学大队六（2）中队

叶安洋（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梅陇小学大队六

（5）中队

叶姿瑜（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县螺溪镇螺溪小学大队五

（2）中队

余贝祎 （女）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城东镇桥东小

学大队六（2）中队

郑哲夫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2 班中队

庄思源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上英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1）中队

卓一一（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中心小学大队四

9 班中队

东莞

陈韵颐（女） 少先队东莞市大朗镇崇文小学六（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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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航 少先队东莞市石排镇中心小学 501 中队

袁康铭 少先队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初一（19）中队

蔡雨恒 少先队东莞市长安镇第二小学 506 中队

肖晨曦 少先队东莞市莞城英文实验学校五（1）中队

梁正扬 少先队东莞市莞城中心小学四（1）中队

张瑞璇（女） 少先队东莞市黄江镇第二小学 604 中队

徐可轩（女） 少先队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心小学五（8）中队

王雯萱（女） 少先队东莞市寮步镇横坑小学四(1)中队

孙嘉泽 少先队东莞市石龙镇爱联学校 501 中队

黄欣妍（女） 少先队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二小学六（4）中队

李依宸 少先队东莞启智学校四(1)中队

杨斯雅（女） 少先队东莞市大朗实验小学四（2）中队

向家兴 少先队东莞市厚街镇竹溪小学六（2）中队

陈奕铭 少先队东莞市东城中心小学六（5）中队

刘丁歌 少先队东莞市南开实验学校六（2）中队

黄子誉 少先队东莞市光明小学 312 中队

苏梁辉 少先队东莞市常平镇袁山贝小学 601 中队

梁嘉熙（女） 少先队东莞市东莞外国语学校 406 中队

曾羽桥（女） 少先队东莞市常平实验小学六（4）中队

唐予蕾（女） 少先队东莞市厚街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吴建邦 少先队东莞市康复实验学校 6 中队

许艺馨（女） 少先队东莞市莞城步步高小学五（3）中队

颜心蕾（女） 少先队东莞市莞城实验小学五（7）中队

张 宸（女） 少先队东莞外国语学校 601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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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舒雅（女） 少先队东莞市长安镇实验小学六（3）中队

付王钊帆 少先队东莞市厚街镇竹溪小学五（1）中队

吴秋彤（女） 少先队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607 中队

唐若菱（女） 少先队东莞市长安镇第二小学五（3）中队

陈创新 少先队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 初二(11)中队

郑森宇 少先队东莞市东莞中学初中部七（9）中队

蔡楚荣 少先队东莞市长安镇第二小学六（6）中队

中山

敖思婷（女） 少先队中山市大涌镇安堂小学大队六（2）中

队

白轩怡（女） 少先队中山市南头镇初级中学大队初二（8）

中队

岑颖茵（女） 少先队中山市南朗镇云衢小学大队六（2）中

队

陈艺涛 少先队中山市民众中心小学大队六（3）中队

邓子琪（女） 少先队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小学大队四（1）中

队

杜奕潼 少先队中山市西区沙朗小学大队五（1）中队

付楚涵（女） 少先队中山市东升镇利生小学大队六（1）中

队

黄钧鸿 少先队中山市板芙镇深湾小学大队五（4）中

队

黄泳姗（女） 少先队中山市横栏镇第二小学大队六（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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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贾子宜（女） 少先队中山市古镇学校大队初一（5）中队

赖炜昊 少先队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心小学大队四（1）

中队

李美妮（女） 少先队中山市实验小学大队四（3）中队

梁恺晋 少先队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大队二（2）中

队

林乐嘉（女）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小学大队六（1）

中队

刘家玮 少先队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六（2）中队

罗韶德 少先队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大队六（2）中

队

屈子煊 少先队中山市阜沙镇阜沙中心小学大队五（4）

中队

饶 岚（女） 少先队中山市东凤镇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

队

容婧熙（女） 少先队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队四（4）中队

谭健骢 少先队中山市神湾镇神湾中心小学大队五（6）

中队

吴子茜（女） 少先队中山市南朗镇南朗小学大队六（2）中

队

徐欣慧（女） 少先队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大队五（4)中队

徐语恬（女） 少先队中山市沙溪镇云汉小学大队五（2）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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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蕾（女） 少先队中山市石岐实验小学大队六（1）中队

杨雅淇（女） 少先队中山市华侨中学少先队大队七（10）

中队

姚凯悦（女） 少先队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大队六（3）中队

易 鑫 少先队中山市黄圃镇培红小学大队五（3）中

队

张薏庭（女） 少先队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大队七（4）中队

张展瑞 少先队中山市阜沙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

队

赵文熙 少先队中山市三角镇三角小学大队五（3）中

队

江门

易 柔（女） 少先队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三小学五（6）中队

李宁睿 少先队恩平市恩城街道办事处第一小学五（3）

中队

彭 程 少先队恩平市沙湖镇中心小学五（1）中队

司潇月（女） 少先队台山市台城中心小学新校区二（2）中

队

黎淑薇（女） 少先队江门市江华小学四（1）中队

蒋雨桐（女） 少先队江门市紫茶小学四（13）中队

雷彬炜 少先队台山市大江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林芊宇（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红卫小学五（1）中

队

冯梓轩 少先队恩平海外联谊学校五（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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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章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五（8）中队

陈乐瑶（女） 少先队江海区礼乐街道礼东小学三（2）中队

李佩芸（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五（2）中队

黎钰盈（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圭峰小学六（9）中队

徐子歌 少先队江门市福泉奥林匹克学校六（1）中队

潘奕多 少先队江门市农林小学四（6）中队

谭雅琳（女） 少先队台山市培正小学六（4）中队

吴沛莹（女） 少先队鹤山市沙坪街道汇源小学六（1）中队

钟钰宁（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创新初级中学初一

（10）中队

彭靖雅（女） 少先队江门市紫茶小学六（7）中队

司徒楚文 少先队开平市长沙街道办事处谭宏帙纪念小

学六（4）中队

许敏阳（女） 少先队江门市美景小学五（1）中队

汤晓莹（女） 少先队江门市外海街道中心小学六（2）中队

刘雨琪（女） 少先队江门市实验小学五（3）中队

林臧冉 少先队江门市范罗冈小学六（14）中队

梁晶晶（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实验小学六（3）中队

张先栩 江门市第一中学景贤学校七年（3）中队"

谭慕滢（女） 少先队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新安小学四（3)

中队

谭菀萱（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区平山小学五（4）中队

邝颖怡（女） 少先队开平市水口镇第一小学五（8）中队

王宣雅（女） 少先队鹤山市碧桂园学校六（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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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缘（女） 少先队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三良小学五（1）

中队

马昊霖 少先队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六（五）中队

劳睿盈（女） 少先队开平市苍城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阳江

蔡昌佑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第一小学大队五（3）中

队

蔡乐萱（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东区实验学校大队二（5）中

队

陈凯姗（女） 少先队阳江市实验小学大队五（1）中队

陈立涛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贝斯特外国语学校大队

501 中队

戴鹳桦（女） 少先队阳江市第二中学附属小学大队四（1）

中队

冯瑞丹（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中心小学大队二

（4）中队

黄俊学 少先队阳江市阳春市实验小学大队三（8）中

队

黄钰淇（女） 少先队阳江市江城第一小学城南校区大队五

（5）中队

李明峰 少先队阳江市实验学校大队七（9）中队

梁明辉 少先队阳江市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大

队七（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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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纬纬（女） 少先队阳春市春湾中学大队八（1）中队

林楚然（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方正小学大队三（6）中

队

林靖雯（女） 少先队阳江市江城第十三小学大队五（3）中

队

欧金华（女） 少先队阳春市兴华小学大队二（9）中队

欧 洋 少先队阳江市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大

队三（7）中队

阮茗月（女） 少先队阳江市江城第十一小学大队五（2）中

队

苏嘉晴（女） 少先队阳江市实验小学大队五（1）中队

苏一洲 少先队阳江市阳春市云凌小学大队五（5）中

队

温应心（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春市马水镇第二小学大队

六（4）中队

薛曜昕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方正中学大队七（5）中

队

杨嘉昊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织篢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2）中队

叶芳盈（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东区雅韶镇雅韶初级中学大

队八（3）中队

詹秉锟 少先队阳江市实验学校大队六（4）中队

张艺林 少先队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闸坡中

心小学大队六（3）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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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妤好（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春市春城街道第一小学大队

五（5）中队

湛江

曹清艳（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十九小学大队五（4）中队

陈冠菲（女） 少先队湛江市吴川市梅菉街道新华小学大队

六（5）中队

陈可欣（女）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实验小学大队五（2）中

队

陈楠楠（女） 少先队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安中学大队

七（3）中队

陈师雨（女）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实验小学大队四（5）中

队

陈嬉霖（女） 少先队湛江市雷州市雷城街道第三小学大队

四（4）中队

陈盈洁（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二十五小学大队五（3）中队

董千榕（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七小学大队五（5）中队

冯烨杨（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三十二小学大队四（3）中队

符滟锦（女）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遂城第五小学大队一（9）

中队

郭 阳 少先队湛江市廉江市少先队湛江市廉江中学

大队 19 级初中（1）中队

何晓乐（女） 少先队湛江市农垦红星小学大队五（2）中队

洪嘉杰 少先队湛江市雷州市雷城街道第一小学大队

五（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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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雨欣（女） 少先队湛江市廉江市河唇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5）中队

黄钰斐（女） 少先队湛江市雷州市显春学校大队五（3）中

队

黄稚静（女） 少先队湛江市实验小学大队五（2）中队

黎境钰（女）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杨柑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4）中队

李家玲（女） 少先队廉江市第十九小学大队六（1）中队

李嘉楠（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十七小学大队五（6）中队

李炯樑 少先队湛江市第八小学大队四（1）中队

李俊豪 少先队廉江市车板镇中心小学大队五（4）中

队

李孟桓 少先队湛江市湖光中心小学大队六（3）中队

李芷晴（女） 少先队吴川市长岐镇兰溪小学大队五（1)中队

梁书略 少先队雷州市雷城街道第三小学大队六（1）

中队

梁雅雯（女） 少先队吴川市第一中学大队初二（1）中队

林家宇 少先队湛江市中英文学校大队一（3）中队

陆奕瑾（女） 少先队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中心小学大队四

（7）中队

马铭城 少先队湛江市麻章中心小学大队六（8）中队

庞阮雯（女）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城月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6）中队

谭斯惠（女）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城月镇中心小学大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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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队

王羿皓 少先队雷州市雷城街道第一小学大队六（13）

中队

温凯莉（女） 少先队廉江市雅塘镇中心小学大队四（3）中

队

吴宇韬 少先队湛江市第十四小学大队五（5）中队

吴宗烨 少先队吴川市沿江小学大队三（9）中队

肖 琪（女） 少先队吴川市建兴小学大队四（6）中队

徐文佳 少先队湛江市坡头区南调中心小学大队五（1）

中队

许 力 少先队廉江市第五小学大队四（3）中队

许桐语（女） 少先队湛江市二中海东小学大队五（3）中队

杨碧仪（女） 少先队吴川市塘缀镇第二小学大队六（1）中

队

杨昕硕（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七小学大队五（1）中队

张笑瑜（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十二小学大队六（6）中队

张真英（女）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锦和镇中心小学大队

四（3）中队

郑华耀 少先队湛江市麻章镇赤岭小学大队六（2）中

队

郑雲耿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实验小学大队六（5）中

队

周丽欣（女） 少先队湛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五（1）中队

周思源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杨柑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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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队

茂名

麦智铭 少先队化州市第一小学大队六（1）中队

杨涛玮 少先队化州市第一小学大队五（8）中队

孙彬源 少先队化州市第一小学大队六（7）中队

陈俞均（女） 少先队化州市第一小学大队三（14）中队

李昆霖（女） 少先队化州市第一小学大队五（3）中队

郭采玥（女） 少先队信宜市第一小学大队五(7)中队

窦文泽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六（5）中队

涂子扬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四（5）中队

梁茗棋（女）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五（1）中队

张容玮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六（13）中队

汪姿君（女）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三（13）中队

张峻鸣 少先队信宜市实验学校大队六（6）中队

高绮霞（女） 少先队信宜市第二中学大队初二（10）中队

黎玉然 少先队信宜市第二中学大队初一（4）中队

江雨滴（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露天矿小学大队三（4）

中队

卢晶滢（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露天矿小学大队五（3）

中队

许华远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露天矿小学大队四（3）

中队

梁晶晶（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第一小学大队六（2）中队

朱诗华（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第一小学大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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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队

林心心（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中心小学四（2）

中队

柯锶涵（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2）中队

阮善美（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5）中队

茹道鸿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中队

张文琳（女）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学大队四（8）中

队

俞颖希（女）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中心小学大队四

（6）中队

陈锦颖（女）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陈村镇中心小学大队四

（2）中队

陈韵而（女） 少先队高州市第一中学附属实验中学大队初

二（1）中队

梁甄娜（女） 少先队高州市高州中学初中校区大队初一（6）

中队

邹雨恩（女） 少先队高州市石板镇石板中心学校大队二（4）

中队

梁贵杰 少先队高州市大井镇大井中心学校大队五(1)

中队

郭阅悦（女） 少先队高州市第二小学大队三(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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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峻皓 少先队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大队六(5)中队

陈玫杏（女） 少先队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大队六（5）中

队

杨建焕 少先队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大队六（5）中

队

黄子恩（女） 少先队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大队六（9）中

队

麦露丹（女） 少先队茂名市愉园小学大队三（10）中队

雷宸熙 少先队茂名市文东街小学大队三（1）中队

梁思悦（女） 少先队茂名市文东街小学大队六（2）中队

袁灿璨 少先队茂名市江滨小学大队四（3）中队

彭春与 少先队茂名市福华小学大队六（9）中队

黄榆竣 少先队茂名市光华小学大队五（5）中队

殷淏东 少先队茂名市龙岭学校大队初一（11）中队

张贺杰 少先队茂名市博雅中学大队四（5）中队

李一林 少先队茂名市愉园小学大队四（5）中队

冯晨灏 少先队茂名市乙烯小学大队六（7）中队

庞样样（女） 少先队茂名市愉园小学大队二（11）中队

叶羿汛 少先队茂名市乙烯小学大队四（1）中队

钟欣妤（女） 少先队茂名市新世纪学校大队五（7）中队

肇庆

曾庆林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六小学大队六（4）中队

梁 捷（女） 少先队肇庆宣卿中学大队七（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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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铠瑜（女） 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五（1）中

队

梁乐琪（女） 少先队肇庆市肇庆中学大队八（9）中队

邓梓健 少先队肇庆市百花园小学大队四 2 中队

何见安（女） 少先队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本部大队四 1

中队

谢晓彤（女） 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五（1）中

队

胡浩轩 少先队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大队本部二 4

中队

王燊溪 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五（4）中

队

徐子佳（女） 少先队肇庆市百花园小学大队六（2）中队

高 贶 少先队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大队新华校区

四 2 中队

曾凯晴（女） 少先队肇庆市第四小学大队五（6）中队

刘奕君（女） 少先队肇庆中学大队八（12）中队

邱婉婷（女） 少先队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褚国昌中心小学

大队四 3 班中队

冼俊锦 少先队肇庆市四会市碧海湾学校大队六（3）

中队

孙毓谦（女）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六小学大队五 1 中队

梁家语 少先队肇庆市高要区第一小学大队五（2）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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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甘霖（女）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六小学大队五 2 中队

黄 颖（女） 少先队肇庆市广宁县南街第二小学大队六 4

中队

林隽匡 少先队肇庆市第七小学大队五 4 中队

姬佳瑜（女） 少先队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大队六（七）中

队

李泽锴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五小学大队六 2 中队

冼 童（女） 少先队肇庆市广宁县南街第二小学大队五 1

中队

张可欣（女） 少先队肇庆市高要区第一中学大队少先队大

队

杜欣瞳（女） 少先队肇庆市德庆县实验小学大队五（7）中

队

梁芯潆（女） 少先队肇庆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

国语学校大队六（4）中队

陈滢蓥（女） 少先队肇庆市鼎湖区鼎湖逸夫小学大队四 2

中队

莫宇童（女） 少先队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5 中队

李 静（女） 少先队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大队七四中队

梁展源 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怀城镇中心小学大队二

（6）中队

梁程晖 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怀城镇中心小学大队五

（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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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涛 少先队肇庆市端州区立仁实验小学大队五 3

中队

清远

曾睦翔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第一小学大队五（7）中

队

袁经纬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黄埔学校大队七（4）中

队

张子稻（女）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第一小学大队四（4）中

队

何冠泽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碧桂园小学大队三（4）

中队

周 颖（女）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碧桂园小学大队五（1）

中队

莫懿慊 少先队清远市连南县顺德希望小学大队三（3）

中队

黄琳珊（女） 少先队清远市连山中学大队七（2）中队

孙帮苑（女） 少先队清远市连山县禾洞镇中心学校大队六

（2）中队

莫黄丽（女） 少先队清远市连山县民族中学大队七（2）中

队

黄 晨（女） 少先队清远市佛冈县第二小学大队五（5）中

队

范桐桐（女） 少先队清远市佛冈县第三小学大队五（3）中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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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齐（女） 少先队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大队五（6）中

队

李睿思（女） 少先队清远市佛冈县第四小学大队六(7)中队

邱雨涵（女） 少先队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大队六（6）中

队

温祺琪（女） 少先队连州市连州镇第三小学大队五（1）中

队

杨 睿 少先队连州市北山中学大队七（7）中队

欧阳耀 少先队连州市实验小学中队六（3）中队

刘一鸣 少先队英德市第四小学大队六（1）中队

郑学嘉 少先队英德市清涟小学大队四（5）中队

陈卓睿 少先队英德市第七小学大队三（4）中队

廖诗茵（女） 少先队英德市英城街中心小学大队五（1）中

队

邓丽婷（女） 少先队英德市横石塘镇中心小学大队五（5）

中队

白晴琅（女）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第四小学大队五（7）中

队

陈政睿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第一小学大队四（1）中

队

陈希晔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第三小学大队六（5）中

队

胡颖铮（女）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初级中学大队七

（8）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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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诗宸（女）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第五小学大队三（8）中

队

申雨霏（女） 少先队清远市清城区凤鸣小学大队四（4）中

队

姜林初（女） 少先队清远市田家炳实验学校大队三（17）

中队

伍智怡（女） 少先队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中心小学大队五

（8）中队

余子轩 少先队清远市清城区凤翔小学大队六（6）中

队

张致远 少先队清远市博爱学校大队六（9）中队

潮州

陈佳琳（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文学校大队 408

中队

何钰臻（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基中学大队 207 中队

郑泱东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文学校大队 602

中队

刘梓熙（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实验学大队 502 中队

刘展铄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文学校大队 606

中队

刘童欣（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南小学大队 302 中队

吕步云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基中学大队 111 中队

林镐涛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文学校大队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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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

谢羽然（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实验学大队 502 中队

蔡沛蓁（女） 少先队饶平师范实验小学大队 607 中队

蔡熙乐（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南春路小学大队 301 中

队

郑天乐（女） 少先队潮州实验学校大队 503 中队

蔡 榕（女） 少先队潮州市绵德小学大队 501 中队

庄泓梓（女） 少先队潮州市绵德小学大队 302 中队

江欣菱（女） 少先队潮州市实验学校大队 501 中队

刘欣晴（女） 少先队潮州市实验学校大队 603 中队

陈思晴（女） 少先队潮州实验学校大队 502 中队

蔡 卓 少先队潮州市枫溪区益盛小学大队 501 中队

谢咏倪（女） 少先队潮州市枫溪区枫溪小学大队 613 中队

郑喆予 少先队潮州市枫溪区枫溪小学大队 506 中队

陆 予（女） 少先队潮州市枫溪区云步小学大队 502 中队

陈泓安 少先队潮州市枫溪区枫溪小学大队 513 中队

张 煣（女） 少先队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阳光实验学校大队

505 中队

丁也可（女） 少先队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阳光实验学校大队

704 中队

庄尚宇 少先队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维则小学大队

502 中队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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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铎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金和镇径口小学大队六

（1）中队

陈家烨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榕东燎原小学大队五（2）

中队

陈木子（女）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实验小学大队五（9）中

队

陈 诺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溪南街道仁辉小学

大队六（2）中队

陈永鑫 少先队揭阳市实验小学大队六（2）中队

陈禹轩 少先队揭阳空港经济区地都镇塔岗小学大队

方圣希 少先队揭阳市普宁市洪阳镇东村方展禹小学

大队六（2）中队

洪林烨（女）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园白塔镇塔东中心小学大

队四年(1）中队

黄乐琪（女）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实验小学大队五（2）中

队

黄润楠（女） 少先队普宁市流沙北街道白沙陇小学大队六

（1）中队

黄 鋆（女）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登岗镇纪南小学大

队

纪智凯 少先队普宁市华南学校大队四（3）中队

赖思帆（女） 少先队普宁市流沙北街道白沙陇小学大队六

（4）中队

李启鸿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揭阳一中众智外国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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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少先队四（1）中队

李易润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桥头小学四（1）

中队

李卓佑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实验学校大队五

（10）中队

林晨烨（女）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园霖磐镇西龙学校大队五

年 1 班中队

林家威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墩南小学墩南小学六（9）

中队

林庆达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钱坑镇钱坑小学五（1）

中队

林轩妮（女）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乔南中心小学

大队六（3）中队

林钰衔（女）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园霖磐镇东风小学大队五

年(1)中队

林泽铠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华清小学大队六

3 中队

林梓欣（女）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梅东学校大队三（2）中

队

刘烨荣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园霖磐镇龙坚小学大队五

（2）中队

孙铱涵（女）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京北中心小学大队

五（1）中队

王可轩（女） 少先队普宁市华南学校大队四（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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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钲皓 少先队普宁市流沙第五小学大队五（3）中队

吴 灿（女）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第一小学大队五（6）中

队

吴凯填 少先队揭阳市普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五

（3）中队

吴轩宇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锦河学校大队第四

中队

谢立扬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红旗小学大队五（5）中

队

谢榆敏（女） 少先队揭阳市实验小学大队六（5）中队

邢嘉琳（女）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实验学校大队六（3）中

队

杨泽航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凤江镇阳南小学三（1）

中队

袁欣仪（女）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红旗小学大队五（3）中

队

袁芷涵（女）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红旗小学大队四（1）中

队

张斯琪（女）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河山小学大队

四（2）中队

张锶煜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中夏小学大队五

（1）中队

张轩源 少先队揭阳市实验小学大队五（3）中队

张樱雪（女）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玉联中心小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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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六（4）中队

郑栋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实验学校大队四（8）中

队

郑杰文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同仁雅思实验学校大队

四（3）中队

郑茹琳（女）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同仁雅思实验学校大队

五（4）中队

郑思博 少先队揭阳市实验小学大队五（1）中队

郑伊然（女） 少先队揭阳市实验小学大队四（1）中队

钟芸熙（女） 少先队普宁市大坪镇大坪小学大队六（1）中

队

周 倪（女）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墩南小学大队六（6）中

队

庄 琪（女）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上砂镇华南学校大队六

（1）中队

云浮

张芯元（女） 少先队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大队七 8 中队

陈美伶（女） 少先队云浮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启聪中队

潘正荃（女） 少先队云浮市新兴县新兴实验小学大队六（7）

中队

陈熙怡（女）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7 中队

陈梓炜 少先队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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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队

欧双影（女） 少先队云浮市新兴县翔顺实验学校大队六 1

中队

何镇民 少先队云浮市云安区镇安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 中队

袁颢曦 少先队云浮市云安区华立中英文学校大队三

3 中队

林千语（女） 少先队云浮市云城区邓发小学大队五10中队

梁佳裕（女） 少先队云浮市云城区第五小学大队三（5）中

队

钱宇桐（女） 少先队云浮市云城区河口街道马岗小学大队

五 2 中队

邓清文 少先云浮市云城区河口街道红光小学大队

刘仲轩 少先队云浮市云城区伊顿实验学校大队五 3

中队

付敏维（女） 少先队云浮市云城区第一小学大队五 5 中队

陈泊丞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4 中队

陈泉杏（女）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西江实验学校大队五 1

中队

林名东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平台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 中队

蔡嘉颖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西江实验学校大队三 8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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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杰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罗城中学大队七 2 中队

陈棋静（女）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罗平镇中心小学大队五（6）

中队

林敏桦（女）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围底镇中心小学大队六 1

中队

甘若菲（女）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中学大队七 3 中队

蔡盛彬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实验小学大队

谭雅文（女）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罗城城南小学大队二 7 中

队

刘 鼎 少先队云浮市云城区伊顿实验学校大队四 3

中队

省直

戴嘉慧（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刘鉴玲（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

薛泽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沈壹心（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

涂 奕（女）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二 5 中队

陈挹非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 2 中队

任德厚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 1 中队

卢子珈（女） 少先队广东实验中学初二 5 中队

侯可依（女） 少先队广东实验中学初一 5 中队

周心尧（女） 少先队广东实验中学初一 13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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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名 单
（共 191 人）

广州

郑 娟（女）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团委副书记兼少先队大队

辅导员

邓汝君（女）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小学学校大队辅

导员

詹 洁（女）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中队辅导员

张金丽（女） 少先队广州海珠区绿翠现代实验学校大队辅

导员

陈静涛（女）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小学中队辅导

员

李婉琪（女）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小学大队辅导员

冯影云（女）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真光中学大队辅导员

曾谢平（女）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大队辅导员

刘 希（女）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大队辅导员

张小燕（女）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中学团委书记兼大

队辅导员

周子雯（女）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怡园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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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瑮（女）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荔园小学大队辅导员

刘 月（女）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棠澍小学大队辅

导员

许卫珍（女）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梁敏萍（女）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

郭洪昌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新联小学大队辅

导员

周颖怡（女）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太石小学大队辅导员

徐国燕（女） 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中心小学大队

辅导员

温梅芳（女）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富鹏小学大队辅导员

深圳

谭 智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景鹏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红梅（女） 少先队深圳市东晓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朝晖（女） 少先队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实验小学大队辅导

员

彭明康（女）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文华学校大队辅导员

陈树兰（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荣根学校中队辅导员

孙白露（女）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小学大队辅导员

邓曙东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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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婧（女）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清林小学大队辅导员

王怡峰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龙腾学校大队辅导员

郑佳意（女） 少先队深圳市深圳坪山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饶秀芳（女） 少先队深圳市光明区东周小学大队辅导员

冯亚清（女） 少先队深圳市光明区田寮小学大队辅导员

陆 晓（女） 少先队深圳市大鹏葵涌中心小学少先队中队

辅导员

陈思辉 少先队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鮜门镇少先队

总辅导员

朱镭舟 深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深圳市少

先队校外辅导员

珠海

刘丽平（女）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立才学校大队辅导员

辜涵敏（女） 少先队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金洲小学大队辅

导员

梁倩仪（女）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六乡初级中学大队辅导

员

莫华清（女） 少先队珠海市金湾区金海岸海华小学大队五

（2）中队辅导员

马强业 少先队珠海市万山区万山小学大队辅导员

蒋 梦（女）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教师、珠海市少先队校外辅导员

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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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育新（女）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附属小学大

队辅导员

杨鸿东 少先队汕头市广澳学校大队辅导员

曾献松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莲花峰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导员

林燕如（女） 少先队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邹阳德真小学大队

辅导员

蔡勉霞（女） 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溪北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导员

谢佩芳（女） 少先队汕头市聋哑学校大队辅导员

郑刘珊（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平区蓝天小学大队辅导员

张燕佳（女） 少先队汕头市金砂小学大队辅导员

陈银淳（女） 少先队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大队辅导员

佛山

周丽斯（女） 少先队佛山市惠景小学大队辅导员

何粤嫦（女） 少先队佛山市铁军小学大队辅导员

廖亚聪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大队辅

导员

简颖宜（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大队

辅导员

梁翠兴（女）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一小学大队辅

导员

刘习洪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少先队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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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君（女）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少先队中

队辅导员

吴巨秋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大队

辅导员

林玉芬（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尾小学大队辅导

员

何国平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瑞英小学大队辅导员

黎晓君（女）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城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导员

李颖珊（女）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大队

辅导员

麦穗莹（女） 少先队佛山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大队辅导员

韶关

易 琼（女） 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风采实验学校大队辅导

员

朱仕辉（女） 少先队韶关市武江区黄田坝小学大队辅导员

林晓江 少先队南雄市百顺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涂秋宋 少先队韶关市始兴县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潘丽娜（女） 韶关市新丰县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河源

杨芬芬（女） 少先队河源市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叶杏花（女） 少先队河源市紫金县中山实验学校大队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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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廖丽雅（女） 少先队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莲南学校大队辅

导员

叶晓君（女） 少先队河源市和平县合水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

罗清静（女） 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导员

梅州

黄 华 少先队梅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队辅导员

郭燕平（女） 少先队梅州市大埔县大埔小学大队辅导员

刘俊青（女） 少先队梅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大队辅导员

何丽丽（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外国语学校大队辅导员

谢嘉怡（女）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区德兴小学大队辅导员

杨立伟 少先队兴宁市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徐琼芳（女） 少先队梅州市蕉岭县桂岭学校大队辅导员

黄海峰 少先队丰顺县汤西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谢 莉（女） 少先队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惠州

李立良 少先队惠州市第二十六小学大队辅导员

屈延俊 31631 部队队长、惠州市长湖苑小学少先队

校外辅导员

胡小波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罗阳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 66 -

郑丽媚（女）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县响水中心小学大队辅导

员

巫淑闲（女） 少先队惠州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陈锦英（女） 惠州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曾敬芬（女） 少先队惠州市龙门县龙城第三小学大队辅导

员

吴惠娜（女） 少先队惠州大亚湾西区一小大队辅导员兼街

道总辅导员

王蝶丽（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第六小学大队辅导

员

郭慧霞（女） 少先队惠州市惠高附属实验学校小学部大队

辅导员

汕尾

邱海江 少先队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奎山小学

陈家兴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实验小学

陈耀冰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公平镇中心小学

刘炳坚 汕尾市海丰县附城镇派出所、海丰县少先队

校外辅导员

陈晓琪（女） 少先队陆丰市东海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陈伦泽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碣石镇中心小学镇总辅

导员

陈坤绵 少先队陆丰市内湖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彭春霞（女）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县东坑镇东坑小学大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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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

东莞

黎银凤（女） 东莞市中堂镇教育管理中心，镇少先队总辅

导员

黄永良 少先队东莞市石排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雪芬（女） 少先队东莞市莞城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钟林德 东莞市常平镇教育管理中心，镇少先队总辅

导员、德育辅导员

邓丽仪（女） 少先队东莞市凤岗镇镇田小学大队辅导员

饶 娴（女） 少先队东莞市石龙镇爱联学校大队辅导员

陈 萍（女）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一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卢景辉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埗大队四级警

长，东莞市高埗镇东联小学少先队校外辅导

员

莫晓敏（女） 少先队东莞外国语学校大队辅导员

中山

刘允霞（女） 少先队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冯红颜（女） 中山市神湾中心小学少先队校外辅导员

黄雪莹（女） 少先队中山市小榄镇联丰小学大队辅导员

汤珏敏（女） 中山市东区教育事务指导中心东区少先队总

辅导员

罗志远 中山市西区烟洲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黄红云（女） 少先队中山市东凤镇安乐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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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婷（女） 少先队中山市民众镇育才小学大队辅导员

何文娇（女） 少先队中山市板芙镇新联小学中队辅导员

胡淑娟（女） 少先队中山市三角镇蟠龙小学大队辅导员

江门

林丽云（女）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少先队总辅导员

刘梦娜（女） 少先队江门市江华小学大队辅导员

曾志能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谢佩文（女）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大队辅导员

陈迎春（女） 少先队江门台山市台城中心小学大队总辅导

员

梁莉莉（女） 少先队开平市苍城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麦春霞（女） 少先队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五小学大队辅导员

廖 洪 江门市恩平市恩城街道办事处第一小学大队

辅导员

阳江

黎小恒（女） 少先队阳江市江城第四小学大队辅导员

谭顺舟（女） 少先队阳江市江城第一小学中队辅导员

茹开泉 少先队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

龙 伟 少先队阳春市体校中队辅导员

陈计仙（女）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织篢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兼任织篢镇总辅导员

林观妹（女） 少先队阳江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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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队辅导员

湛江

黎 羽（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三十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熊 蓉（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大队辅导员

黄引娣（女） 少先队湛江市经开区二小大队辅导员

林少琼（女） 少先队雷州市新城街道新城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

王秋敏（女）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黄略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

黄 向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吴 挺（女） 少先队湛江市第十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梁冬梅（女） 少先队湛江市麻章区赤岭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燕兰（女） 少先队吴川市梅菉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庞 颖（女） 少先队吴川市塘缀镇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赵青秀（女） 少先队湛江一中培才学校大队辅导员

茂名

蓝 岚（女） 少先队茂名市为民路小学大队辅导员

廖 雁（女） 少先队茂名市东湾学校中队辅导员

徐兰清（女） 少先队茂名高新区七迳镇米粮小学大队辅导

员

周小婷（女） 少先队高州市东风小学大队辅导员

唐飞燕（女） 少先队化州市第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吴 锋 少先队化州市新安镇中心学校少先队总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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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何桂红（女） 少先队茂名市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辅导员

郑 丹（女）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旧村小学大队

辅导员

蔡小红（女）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温春玲（女）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黄岭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

肇庆

谭晓韵 四会市四会中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侯清梅（女） 肇庆市德庆县官圩镇中心小学中队辅导员

施晓玲（女）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六小学大队辅导员

梁 堃 肇庆市高要区教育局，团委书记、区少先队

总辅导员

杨 帆 少先队肇庆市肇庆中学七（10）中队辅导员

黄虹韵（女） 少先队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中心小

学大队辅导员

梁楚云（女） 少先队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邓婉璇（女） 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清远

张敏捷（女）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杨 洁（女） 英德市第七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成晓丹（女） 少先队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郑仲华（女） 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中心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 71 -

导员

张 群（女）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佛山希望小学少

先队中队辅导员

方桂莲（女）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少先队中队

辅导员

潮州

赵丽琳（女） 少先队潮州市枫溪区高厦小学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

余序丹（女） 少先队潮州市饶平师范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曾 雁（女）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桥东中心小学大队辅导

员

林建喜 少先队潮州市潮安区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

钟 立（女） 潮州市绵德小学教师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王秀芳（女） 潮州原市教育局退休干部、潮州市少先队校

外辅导员

揭阳

洪树娜（女） 揭阳市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黄炎潜 揭阳市实验小学学生家长委员会主任、揭阳

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科长、揭阳市实验小

学少先队校外辅导员

魏旭芝（女）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燎原小

学大队辅导员

江俊吟（女）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第三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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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娜（女）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第一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

员

汪秋丽（女）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坪上镇湖光小学大队辅

导员

张丁洪 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梅北小学少先队中队辅

导员

郑炳江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岐石镇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揭阳市副总辅导员

洪东龙 揭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白塔镇塔东中心小学

副教导主任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林泽文（女）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地都镇南陇中心小

学大队辅导员

云浮

廖木娇（女） 少先队云浮市田家炳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徐锦生 少先队云浮市富林镇中学大队辅导员

陈坚文 少先队云浮市云安区总辅导员

岑玉兰（女）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西江实验学校副大队辅

导员

黄智萍（女）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市罗城中心小学大队辅导

员

省 直

邝蔚祺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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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珍（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黎 慧（女） 少先队广东实验中学大队辅导员

附件 3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红旗中队

名单
（共 189 个）

广州

少先队广州市协和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小学大队三（3）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海联路小学大队六（2）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大队五（4）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詹天佑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乐贤坊小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六（2）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夏良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横沙小学大队三（2）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骏威小学大队四（5）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小乌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兴贤小学大队五（4）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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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化实验小学大队

六（1）中队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庙潭小学大队六（1）中队

深圳

少先队深圳市福田区上沙小学大队六（2）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盐田区田东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文理实验学校（集团）文理二小大队四（4）

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外国语学校大队二（6）中

队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大康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新亚洲学校大队五（4）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二小学大队二（4）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坪山区碧岭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二小学大队六（2）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第二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

中

队

少先队深圳高级中学大队四（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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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小学大队六 5 中队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中心小学大队向阳中队

少先队珠海市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大队 305 中队

少先队珠海市金湾区外国语学校大队四（6）中队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小学大队六 4 中队

少先队珠海市高新区礼和小学大队二（4）中队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李兆南纪念小学大队六（3）中队

汕头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塘西小学大队 603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南澳县后宅镇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赤港小学大队 505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潮阳区海门莲花峰小学大队 604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邹阳德真小学大队 602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陇田镇东仙小学大队 401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金中华侨试验区学校大队 402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长厦小学大队 507 中队

少先队汕头市东升小学大队 503 悦读中队

佛山

少先队佛山市第九小学大队五（4）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六（1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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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中心小学大队 502 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大队 610 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大队 504 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泰安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大队 605 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大队六（4）活力

中队

少先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小学大队六 6 中队

韶关

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乐园镇长乐中心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韶关市武江区田家炳小学大队五 1 中队

少先队韶关南雄市实验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韶关市始兴县实验小学大队二（2）中队

少先队韶关市仁化县长江中心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韶关市翁源县龙仙第四小学大队六（3）中队

河源

少先队河源市第二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河源市第三小学大队四（5）中队

少先队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莲南学校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河源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大队阳光中队

少先队河源市源城区高莲小学大队五（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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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河源市东源县灯塔镇中心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河源市深圳中学河源实验学校大队七（2）中队

梅州

少先队梅州市五华县第一小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梓里学校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江区五洲小学大队三（1）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大队四（二）中队

少先队兴宁市第十小学大队二（6）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蕉岭县城东学校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梅州市平远县第二小学大队三（4）中队

惠州

少先队惠州市第二十九小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第八小学大队五（10）中队

少先队惠州市第一中学大队初一 13 中队

少先队惠州仲恺高新区第三小学大队五（6）中队

少先队惠州市大亚湾澳头第二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白花中心小学大队奋进中队

少先队惠州市博罗县湖镇中心小学大队六（6）中队

少先队惠州市第二小学大队四（2）中队

汕尾

少先队汕尾市实验小学四（1）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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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汕尾市城区红草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陶河镇中心小学六（1）中队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实验小学五（1）中队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甲西镇康美小学五 2 中队

少先队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中心小学

少先队汕尾市陆河县实验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林伟华中学七(2)中队

东莞

少先队东莞市高埗镇东圃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厚街镇桥头小学大队六（6）蒲公英中队

少先队东莞松山湖实验小学大队悦读方舟”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沙田镇第一小学大队轻舟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大队 607 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中堂镇中心小学大队 504 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麻涌镇古梅中心小学大队六（6）朝阳 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清溪镇第二小学大队 505 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东莞市东城实验小学大队三（3）中队

中山

少先队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大队诗意彩虹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大队砺锋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竹苑小学大队五 4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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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中山市东升镇同乐小学大队向阳花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队四 1 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南区良都小学大队乐陶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沙溪镇云汉小学大队六（2）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南头镇中心小学大队晨曦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中山市龙泉学校大队三年 2 班中队

江门

少先队江门市第一中学景贤学校少先队大队七（3）中队

少先队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贯溪小学少先队大队六（1）中

队

少先队江门市培英小学少先队大队四（4）中队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少先队大队八（3）中队

少先队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少先队大队六（10）中队

少先队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三（4）中队

少先队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四（5）中队

少先队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西郊小学少先队大队六（7）

中

队

少先队恩平市君堂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江门市江城第一小学大队六（3）中队

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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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阳江市阳春市春湾镇中心小学大队 605 中队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第二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阳江市阳西县沙扒镇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阳江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阳江市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大队晨曦中队

湛江

少先队湛江市第二十八中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雷州市雷城街道第三小学大队六（8）中队

少先队湛江市遂溪县城月镇中心小学大队六（7）中队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实验小学大队五（8）中队

少先队湛江市第七小学大队二（2）中队

少先队廉江市河唇镇中心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湛江市太平中心小学大队五（5）中队

少先队吴川市塘缀镇第二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湛江一中培才学校大队初二（19）中队

少先队湛江市二中海东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湛江市第二中学大队八（3）中队

茂名

少先队茂名市福华小学大队五（8）中队

少先队茂名市祥和中学附属小学大队三（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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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高州市文明路小学大队三（4）中队

少先队高州市第二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化州市官桥镇中心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镇盛镇那梭小学大队二（1）中队

少先队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新塘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陈村镇中心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架炮小学大队三（1）中队

少先队茂名市高新区七迳镇米粮小学三（1）中队

肇庆

少先队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中心小学大队四（5）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第一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冷坑镇中心小学大队小金雁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鼎湖区迪村中心小学大队四（3）向日葵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大队五（4）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湖小学大队四 1 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宣卿中学小学部大队四（1）班中队

清远

少先队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清远市清新区第六小学大队五（1）阳光中队

少先队英德市横石塘中心小学大队五（5）中队

少先队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大队六（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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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清远市佛冈县第二小学大队五（5）中队

少先队清远市连山县禾洞镇中心学校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连南瑶族自治县石泉小学大队三（5）中队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杨梅学校大队五（1）中队

潮州

少先队潮州市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大队 603 中队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阳光实验学校大队 102 中队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英文学校大队 503 中队

少先队潮州市绵德小学大队 501 中队

少先队潮州市实验学校大队 505 中队

揭阳

少先队揭阳市实验小学大队三(3)中队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玉浦中心小学大队二（1）中队

少先队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达能小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普宁市华南学校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揭阳市揭西县龙潭龙文学校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园区河中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凤美街道广美小学大队二（1）中

队

云浮

少先队云浮中学大队八 3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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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云浮市高村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云浮市新城镇西街小学大队蚂蚁中队

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宋桂镇中心小学大队四 2 中队

少先队云浮市罗定第一小学大队四（9）中队

少先队云浮市第一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大队八五中队

省直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大队六（5）中队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队初二 5 中队

少先队广东实验中学大队初一 5 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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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少先队红旗大队

名单
（共 90 个）

广州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桂花岗小学少先队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弘毅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黄广智慧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梅江小学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小乌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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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广州市从化区河滨小学大队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中心小学大队

深圳

少先队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小学大队

少先队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碧海小学大队

少先队深圳市龙岗区实验学校大队

少先队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大队

少先队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实验学校麒麟大队

少先队深圳市光明区楼村小学大队

少先队深圳小学大队

珠海

少先队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第三小学大队

汕头

少先队汕头市澄海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少先队汕头市民生学校大队

少先队汕头市老五乡小学红旗大队

少先队汕头市陈厝合小学少先队大队

佛山

少先队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大队

少先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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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大队

少先队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大队

少先队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大队

少先队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大队

韶关

少先队韶关市浈江区南枫小学大队

少先队韶关市曲江区第三小学大队

少先队韶关市田苑大队

少先队韶关市翁源县龙仙第三小学大队

河源

少先队河源市第一中学大队

少先队河源市博爱学校大队

少先队河源市第三小学大队

少先队河源市紫金县城第六小学大队

梅州

少先队梅州市梅江区化育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州市梅县区石扇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州市平远县实验小学大队

少先队梅州市丰顺县埔南小学大队

惠州

少先队惠州市第一小学白鹭湖分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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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第三小学大队

少先队惠州市龙门县龙城第三小学乐善大队

少先队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中心小学大队

汕尾

少先队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陆丰市东海镇中心小学大队

东莞

少先队东莞市高埗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东莞外国语学校大队

少先队东莞市莞城英文实验学校大队

少先队东莞市凤岗镇镇田小学大队

少先队东莞市塘厦镇林村小学大队

中山

少先队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香晖园小学大队

少先队中山市沙溪镇圣狮小学大队

少先队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中山市三乡镇平岚小学大队

江门

少先队开平市宝源小学大队

少先队鹤山市沙坪街道第六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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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恩平市年乐学校大队

阳江

少先队阳江市江城第四小学大队

少先队阳江市阳东区大沟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阳春市春城街道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海陵中心小学大队

湛江

少先队湛江市实验小学大队

少先队湛江市徐闻县第二中学大队

少先队湛江市第二十五小学大队

少先队吴川市城建小学大队

少先队湛江市第八小学大队

茂名

少先队茂名市江滨小学大队

少先队茂名市电白区杨梅寄宿学校大队

少先队信宜市教育城小学大队

少先队高州市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架炮小学大队

肇庆

少先队肇庆市高新区实验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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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少先队肇庆市高要区第三小学大队

少先队肇庆市肇庆中学大队

清远

少先队清远市连南县寨岗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清远市阳山县碧桂园小学大队

潮州

少先队潮州市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潮州市湘桥区昌黎路小学大队

少先队潮州市潮安区林妈陂小学大队

少先队潮州市实验学校大队

揭阳

少先队揭阳市榕城区运通学校大队

少先队普宁市大坝镇坡乌小学大队

少先队揭阳市惠来县葵潭镇溪口小学大队

少先队揭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霖磐镇卓豪小学大队

少先队揭阳市空港经济区砲台镇竞智中心小学大队

云浮

少先队云浮市邓发小学大队

少先队罗定市罗城柑园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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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云浮市郁南县西江实验学校大队

少先队云浮市新兴县翔顺实验学校大队

附件 5

2019-2020 年度广东省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

名 单

（共 98 个）

广州

广州市执信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

广州市海珠区菩提路小学

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小学

广州市黄埔区东荟花园小学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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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

深圳市罗湖小学

深圳市盐田区田心小学

深圳市宝城小学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丹竹头小学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小学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中心小学

珠海

珠海市香洲区第七小学

珠海高新区金鼎第一小学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金洲小学

珠海市金湾区林伟民纪念小学

汕头

汕头市澄海华侨小学

汕头市潮阳区城南第五小学

汕头市桂花小学

汕头市龙湖区金阳小学

佛山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镇旗峰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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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韶关

韶关市浈江区执信小学

韶关市新丰县城第一小学

韶关市南雄市第二小学

韶关市武江区红星小学

河源

河源市第一小学

河源市第二小学

河源市源城区雅居乐小学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第三小学

梅州

梅州市五华县第二小学

梅州市梅江区鸿都小学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小学

梅州市蕉岭县友邦小学

惠州

惠州市第一小学

惠州市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

惠州市博罗县龙华中心小学

汕尾

汕尾市实验小学

汕尾市城区新港街道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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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中心小学

陆丰市东海镇中心小学

东莞

东莞市虎门镇沙角小学

东莞市莞城实验小学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七小学

东莞市塘厦镇中心小学

东莞市石碣袁崇焕小学

中山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中山市实验小学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

中山市菊城小学

江门

江门市紫茶小学

江门市蓬江区紫茶中学

江门市外海街道中心小学

江门市新会圭峰小学

阳江

阳江市实验小学

阳江市阳春市实验小学 "

阳江市阳西县方正小学

阳江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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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遂溪县洋青镇沙古中心小学

湛江市第十二小学

廉江市第十八小学

湛江市麻章中心小学

湛江市二中海东小学

茂名

茂名市光华小学

茂名市广东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

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中心小学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学

化州市长岐镇自强小学

肇庆

肇庆市德庆县实验小学

肇庆市第一小学

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

肇庆市广宁县新城小学

清远

清远市清城区凤翔小学

清远市博爱学校

英德市第四小学

清远市佛冈县第一小学

潮州

潮州市枫溪区枫溪小学

潮州市饶平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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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城南小学

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东二小学

揭阳

揭阳市实验小学

揭阳市榕城区实验学校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硕榕中心小学

普宁市流沙第一小学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东风小学

云浮

云浮市第一小学

云浮市邓发小学

云浮市郁南县千官镇中心小学

云浮市罗定第一小学

省直

广东实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