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命名第二十一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
员”、第十八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第十五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贡献奖、

少先队红旗大（中）队的公示

按照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发《关于开展第二

十一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第十八届“吉林省十佳少

先队辅导员”、第十五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贡献奖、少先队红旗大（中）

队选树命名的通知》（吉团联字〔2019〕5 号）文件要求，

经过初评、实地考核、评委会评审等环节，最终选树出第二

十一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称号、第十八届“吉林省十

佳少先队辅导员”称号、第十五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

辅导员”称号、“吉林省少先队工作贡献奖”称号各 10 名

同志，选树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 100 名，命名“吉林省少先

队红旗大队”、“吉林省少先队红旗中队”各 10 个大中队。

现将获选的人员和集体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3 天，从即

日起至 6 月 6 日 17:00。在此期间，欢迎群众实名来电、来

信、来访的形式向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省委少年部）

反映情况。

联系电话：0431-85876610

电子邮箱：jlsgw@126.com

办公地点：团省委 514 室

来访来电时间：上午: 08:30-11:30

下午：13:30-17:00



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团省委少年部）

2019 年 6 月 4 日



第二十一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艺铮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高新慧谷学校

付芷瑜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婧羽 松原市吉林油田松江小学

宋奕彤 吉林市丰满区第二实验小学校

张天翼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国云策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房楷然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徐圣凯 通化市东昌区胜利小学

郭 阳 延吉市第七中学

曹若一 辽源市东丰县大兴镇中心小学



第十八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剑平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李 艳 吉林市船营区松江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苗 博 四平市八一希望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喻海英 通化市通化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惠 晶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

崔慧珠 松原市宁江区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翟 丽 洮南市第三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世博 延吉市河南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 鹏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曹 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第十五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静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师

白万东 吉林省柠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华冬 扶余市教育局秘书科负责人

李丽美 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亮兵镇中心小学校教师

范淑霞 吉林市范淑霞气管炎专科门诊院长

胡 南 长春工程学院教授

姜欣言 白山市司法局法规科副科长

黄力佳 四平市消防支队铁东区消防救援大队北

二经街中队副中队长

常 允 白城市常青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韩晓东 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



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卓言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于佳彤 通化市通钢第三小学

才子桐 白山市靖宇县实验小学

马 志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

王 宁 通化市二道江区铁厂第一小学

王夕卓 松原市哈达山镇中心小学

王子航 榆树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启瑞 辽源市龙山区谦宁街小学校

王春量 辽源市实验中学

王梓瑜 吉林市吉化第三小学校

王竟晗 松原市前郭县实验小学

王墨涵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

王鹤璇 白城市镇赉县庆余小学校

太史书文 白城市通榆县第二实验小学校

亢一棋 桦甸市第一实验小学

尹 潇 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中心小学校

邓 芳 通化市柳河镇胜利小学

卢东海 白山市长白县长白实验小学

卢禹志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



卢海萌 白城市镇赉县实验小学校

申洪如 松原市乾安县第一中学

付滢淇 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校

白悦希 吉林大学附属小学

包佳鹭 敦化市实验第一小学

包婧涵 通化市辉南县实验小学

冯纪皓 公主岭市实验小学

冯钰淼 通化市通化县实验小学

邢筱滢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巩一然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乔诗涵 龙井市安民小学校

刘力宁 白山市浑江区实验小学

刘兆一 通化市辉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刘译擎 集安市第一小学

刘雨桐 白城市洮北区海明小学

刘思含 扶余市实验小学

刘品慧 辽源市东丰县横道河镇中心校

刘鸿硕 扶余市实验小学

刘霁桐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

刘锴铭 长春市农安县实验小学

许恩铭 四平市铁西区北体育街小学

孙泽源 吉林市吉化第一实验小学校



孙铭怿 四平市伊通县伊通镇满族中心小学校

李林思雨 通化市十三中学

李佳擎 延吉市公园小学

李智善 延边州汪清县第二实验小学校

李斌尔 公主岭市岭西小学

杨斯元 洮南市第五小学

肖禹霏 舒兰市平安镇中心小学校

吴 涵 松原市乾安县第一中学

吴相美 和龙市新东小学校

何禹成 吉林大学附属小学

何美熙 蛟河市新站镇中心小学

佟晨铭 四平市梨树县刘家馆子镇中心校

迟筱萱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小学首地校区

张 喧 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镇中心学校

张书凡 白山市抚松县外国语学校

张成可 德惠市米沙子镇中心小学

张刘雨荷 长春市南关区明珠小学

张如意 长春北师大附属学校

张丽贞 临江市解放小学

张玥涵 通化市东昌区第一实验小学

张诗涵 洮南市第四小学

张恒瑄 桦甸市城北小学



张恩瑞 珲春市第一小学校

张琦宁 图们市第一小学校

张嘉耀 集安市头道镇中心小学

陆 宇 白城市镇赉县新兴小学校

陈欣然 辽源市东丰县实验小学

陈哲龙 敦化市黄泥河镇中心小学校

范曦芃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易 北 长春市朝阳区慧达小学

和 诣 白山市浑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金裔涵 四平市梨树县沈洋镇中心小学

周禹岐 大安市临江第一小学

郑惠文 珲春市第四小学校

郑蓝朵儿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小学

房也子轩 松原市长岭县实验小学

赵 越 延边州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

赵永健 辽源市东丰县杨木林镇中心小学

赵禹铮 公主岭市岭东小学

胡轶然 松原市长岭县第五小学

姜佳怡 梅河口市李炉中心校

莫馨然 四平市第一实验小学校

晋祎珩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徐 硕 松原市长岭县第一小学



徐浩然 磐石市实验北校

黄 健 四平市梨树县林海镇中心校

黄圣雅 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街小学校

崔恺夫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崔家瑜 通化市东昌区东风小学校

商矞菲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小学

宿钧尧 四平市铁西区迎宾街小学校

彭茵麟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焦祉睿 辽源市东辽县建安小学

曾繁坤 四平市铁东区八马路小学

雷钰笛 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中心小学校

雒佳妮 磐石市呼兰镇中心小学校

翟 嘉 白城市通榆县第二小学校

薛蘅芝 松原市吉林油田钻井小学

魏旭彤 敦化市第七小学校



吉林省少先队工作贡献奖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俊艳 松原市特殊教育学校德育副校长

王 成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主任

王鹏飞 通化市东昌区沿江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 颖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学生工作部主任

陈 岩 双辽市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姚 阳 吉林市昌邑区延安路小学校长

聂晓红 白山市靖宇县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

高 雪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铁路小学校长

潘 颖 梅河口市少先队总辅导员

潘若龙 长春市少年宫主任



吉林省少先队红旗大队

（按笔画排序）

长春市五十二中学少先队大队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

四平市六马路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白山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少先队大队

松原市前郭县蒙古族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珲春市第一小学校少先队大队

梅河口市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吉林省少先队红旗中队

（按笔画排序）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五（3）中队

公主岭市范家屯铁南小学六（5）中队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五（5）中队

白城市通榆县第二小学校六（5）中队

吉林市丰满区第二实验小学校六（12）中队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五（2）中队

延吉市进学小学校四（1）中队

松原市吉林油田测井小学五（1）中队

通化市东昌区第二实验小学六（3）中队

梅河口市解放街中心校五（5）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