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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肇庆市少先队先进集体和个人

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2020 年肇庆市优秀少先队员（177 名）

端州区（19 名）

梁可桐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王小雨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周嗣哲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尹奕莎 肇庆市实验小学

魏 冕 肇庆市实验小学

朱葛臻睿 肇庆市实验小学

陈驭心 肇庆市第一小学

严梓瑜 肇庆市第九小学

陈 予 肇庆市第十一小学

聂琳琳 肇庆市第十一小学

陈羿彤 肇庆市第十三小学

梁芷晴 肇庆市第十五小学

杨梓朗 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

陈挚诵 肇庆市龙禧小学

陈梓豪 肇庆市龙禧小学

麦梓洋 肇庆市百花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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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杰 肇庆市端城小学

彭耀霖 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

钟鸿亮 肇庆市端州区睦岗小学

鼎湖区（16 名）

卢芷宁 肇庆鼎湖中学

叶子翠 肇庆鼎湖中学

陆 艺 鼎湖逸夫小学

龙施颖 鼎湖逸夫小学

何思哲 鼎湖逸夫小学

许嘉钰 鼎湖逸夫小学

谢思远 鼎湖区迪村中心小学

黄 曦 鼎湖区迪村中心小学

陈妍浠 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

成家荣 鼎湖区桂城中心小学

蔡绮琳 鼎湖区永安镇新村小学

王晓仪 鼎湖区永安镇新村小学

梁雅文 鼎湖区永安镇中心小学

李浩熙 鼎湖区莲花镇真光中心小学

谢烨欣 鼎湖区博艺实验学校

罗向阳 鼎湖区沙浦镇中心小学

高要区（21 名）

李宗泽 高要区第一小学

林映彤 高要区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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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传杰 高要区第一小学

罗婧语 高要区第一小学

梁语曦 高要区第一小学

赵韵之 高要区第一小学

蓝时烨 高要区第二小学

焦佩琳 高要区第二小学

苏 桐 高要区第三小学

焦绮彤 高要区第三小学

安俊滔 高要区第三小学

蔡佩佩 高要区南岸中心小学

林佩儿 高要区南岸中心小学

梁林聪 高要区金利镇中心小学

陆映桦 高要区金利镇中心小学

严栩颖 高要区金利镇中心小学

李晓滢 高要区南岸科德小学

丘贤凯 高要区南岸科德小学

吴嘉欣 高要区蚬岗镇中心小学

梁盈莹 高要区白土镇第二中心小学

梁晓瑜 高要区莲塘镇中心小学

四会市（19 名）

陈思瑜 四会市城中街道中心小学

冼 亮 四会市城中街道城东小学

钟凤仪 四会市东城街道冯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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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泽儒 四会市广附实验学校

梁力尹 四会市东城街道周开泉小学

耿乐瑶 四会市东城街道周开泉小学

罗棕元 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

何汝欣 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

叶震邦 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

李政君 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

蔡 琳 四会市碧海湾学校

黄嘉欣 四会市贞山街道中心小学

江思彤 四会市大沙镇黄涛中心小学

吕晓汶 四会市大沙镇黄涛中心小学

陈 婕 四会市江谷镇江谷中学

郑诗涵 四会市东城街道清塘小学

陈子欣 四会市下茆镇马陂东霖学校

曾家和 四会市城中街道中心小学河西教学点

李楚芸 四会市贞山街道邓村学校

广宁县（22 名）

陈雨菲 广宁县南街镇中心小学

何开心 广宁县南街五一小学

吴姝瑶 广宁县实验学校

周 桥 广宁县实验学校

周艺霖 广宁县实验学校

欧津宇 广宁县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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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森楠 广宁县新城小学

李 骏 广宁县新城小学

冯晴晴 广宁县南街第二小学

谭梓晴 广宁县南街第二小学

余浚铭 广宁县南街第二小学

伍浩蓝 广宁县南街第二小学

钟颖怡 广宁县南街镇大迳小学

陈凯瑜 广宁县钱学森学校

罗雄标 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

冯钲然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梁紫怡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董星悦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陈韵泞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陈铭诗 广宁县南街镇中华西小学

周铭婕 广宁县横山镇中心小学

谭耀霖 广宁县石涧镇中心小学

德庆县（19 名）

黄雯茵 德庆县德城镇第一小学

麦钧博 德庆县德城镇第一小学

冼美燕 德庆县德城镇第一小学

董诗晴 德庆县德城镇第一小学

谢晓宁 德庆县德城镇第三小学

成 言 德庆县悦城龙母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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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钰菲 德庆县香山初级中学

莫家诚 德庆县实验小学

江炜茵 德庆县实验小学

岑欣儿 德庆县实验小学

郭莘月 德庆县实验小学

张颖诗 德庆县莫村镇中心小学

曾秋婷 德庆县凤村镇中心小学

谢 爽 德庆县永丰镇中心小学

赵嘉榆 德庆县播植镇中心小学

刘 好 德庆县官圩镇中心小学

冼钇菲 德庆县回龙镇中心小学

莫文妍 德庆县武垄镇中心小学

罗依琳 德庆县武垄镇中心小学

封开县（19 名）

莫舒晴 封开县江口镇中心小学

莫紫妍 封开县江口镇中心小学南校区

李思影 封开县江口镇中心小学南校区

符燕玲 封开县江口镇实验小学

莫惠茹 封开县江口镇实验小学

谭 茵 封开县江口镇实验小学

熊梓楠 封开县江口镇实验小学

彭妙妙 封开县江口镇封川小学

黎淑贞 封开县江口镇封川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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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心妍 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

侯巧怡 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

莫玮晴 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

植林怡 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

陈惠林 封开县白垢学校

袁 璐 封开县金装镇中心小学

梁宇豪 封开县杏花镇中心小学

伍芷睿 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小学

李嘉嘉 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小学

欧绮琳 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小学

怀集县（27 名）

黄子君 怀集县实验小学

邓作炜 怀集县实验小学

邓雅心 怀集县实验小学

卢芷图 怀集县实验小学

王韵杰 怀集县实验小学

陈 诺 怀集县实验小学

郭以茂 怀集县实验小学

梁绍材 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

范学瀚 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

钱嘉怡 怀集县怀城街道第五小学

邓金铭 怀集县汶朗镇中心学校

梁晓晴 怀集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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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姿 怀集县凤岗镇中心小学

陈浩宇 怀集县连麦镇中心小学

甘锦锓 怀集县岗坪镇中心小学

梁江仪 怀集县永固镇中心小学

邓芯怡 怀集县 坳仔镇中心小学

植炜炜 怀集县诗洞镇中心小学

孔美玲 怀集县中洲镇中心小学

蔡依洋 怀集县冷坑镇中心小学

黎嘉欣 怀集县梁村镇中心小学

韦燕香 怀集县下帅乡民族学校

赖娇怡 怀集县蓝钟镇中心学校

梁韵晴 怀集县甘洒镇中心学校分校区

程锐斌 怀集县大岗镇中心小学

蔡善柔 怀集县幸福街道中心小学

苏若琪 怀集县马宁镇中心小学

高新区（10 名）

吴承恺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

程羽菲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

何炜晴 肇庆高新区龙湖小学

张嘉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

何沁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

梁 烨 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

梁译兮 肇庆高新区育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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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茗 肇庆高新区育慧学校

范敏锐 肇庆高新区鸿翔双语实验学校

曾子依 肇庆高新区旭风实验学校

市直学校（5 名）

王语叶 广东肇庆中学

梁洛嘉 广东肇庆中学

洪宇琦 肇庆宣卿中学

曾燕妮 肇庆宣卿中学

蔡镇宇 肇庆宣卿中学

二、2020 年肇庆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82 名）

端州区（14 名）

王志方 少先队端州区河苑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诗韵 少先队肇庆市第六中学大队辅导员

梁建盈 少先队第一中学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

张艺莹 少先队肇庆市百花园小学大队辅导员

陈晓妍 少先队肇庆市第九小学小学大队辅导员

薛洛言 少先队肇庆市第七小学大队辅导员

钱碧如 少先队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梁焕宁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一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伍碧华 少先队肇庆市第一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黄丽芳 少先队端州区下瑶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朱叶花 少先队端城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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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颖尧 少先队端州区出头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冯菲菲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五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庞伟平 少先队肇庆市龙禧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鼎湖区（6 名）

黄土燕 少先队鼎湖区凤凰学校大队辅导员

黄桂珍 少先队鼎湖逸夫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梁敏仪 少先队鼎湖区永安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吴伟鹏 少先队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

陈少芬 少先队鼎湖桂城水坑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谢欣燃
少先队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大队

辅导员

高要区（11 名）

姚沛宜 少先队高要区宋隆白土中心小学任大队辅导员

蔡瑞琴 少先队高要区第三小学大队辅导员

冼伟苗 少先队高要区大湾镇中心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邓 颖 少先队高要区禄步镇白土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陆艳玲 少先队高要区第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梁文森 少先队高要区河台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唐建恒 少先队高要区活道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莉萍 少先队高要区金利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龙小敏 少先队高要区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福兵 少先队高要区金渡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何淑贞 少先队高要区莲塘镇万福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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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市（9 名）

李莉萍 少先队四会市东城街道冯云小学大队辅导员

纪玉莹 少先队四会市贞山街道邓村学校大队辅导员

陈秀好 少先队四会市城中街道仲泰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范海满 少先队四会市城中街道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程秀梅 少先队四会市实验学校大队中队辅导员

张肇文 少先队四会市迳口学校大队辅导员

宋日琼 少先队四会市东城街道荔枝湾小学大队辅导员

殷艳 少先队四会市碧海湾学校大队中队辅导员

郝龙江 少先队四会市中文学校大队辅导员

广宁县（7 名）

张飞英 少先队广宁县第六小学大队辅导员

梁松武 少先队广宁县第四小学大队辅导员

郭何静 少先队广宁县第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陈剑梅 少先队广宁县螺岗学校大队辅导员

张铭新 少先队广宁县第五小学大队辅导员

欧忠桂 少先队广宁县坑口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程庆云 少先队广宁县第一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德庆县（7 名）

梁玲玲 少先队德庆县香山中学大队辅导员

何建梅 少先队德庆县凤村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黄安琪 少先队德庆县悦城龙母小学大队辅导员

曾超亮 少先队德庆县播植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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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红 少先队德庆县九市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卢 茵 少先队德庆县悦城中学大队辅导员

吴美华 少先队德庆县孔子学校大队辅导员

封开县（7 名）

黎娴洁 少先队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北校区大队辅导员

陈碧霞
少先队封开县江口街道中心小学南校区大队中队

辅导员

黄 华 少先队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北校区大队辅导员

姚伟枝
少先队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附城校区大队

辅导员

冼洁怡 少先队封开县杏花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梁炎锋 少先队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张丽娟 少先队封开县罗董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怀集县（15 名）

刘双玲 少先队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徐沛慧 少先队怀城街道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莫冬冬 少先队怀集县坳仔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苏琳晴 少先队怀集县梁村镇先锋大队辅导员

李玉娟 少先队怀集县冷坑镇中心大队中队辅导员

李萍 少先队怀集县马宁镇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宋承振 少先队怀集县诗洞镇中心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陈玄兰 少先队怀集县中洲镇中心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黄淑娟 少先队怀集县连麦镇文岗小学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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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平 少先队怀集县幸福街道闸岗学校大队辅导员

禤淑妹
少先队怀集县幸福街道中心小学工作委员会

总辅导员

岑燕萍 少先队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覃杰明 少先队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梁少冰 少先队怀集中学大队辅导员

黄武强 少先队怀集县坳仔镇中心小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高新区（3 名）

曹永玮 少先队肇庆高新区旭风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

邓传伟 少先队肇庆高新区育慧学校大队辅导员

聂 菁 少先队肇庆高新区龙湖小学大队辅导员

市直学校（3 名）

丁 尧 少先队肇庆中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唐 玲 少先队肇庆宣卿中学大队中队辅导员

郭海燕 少先队肇庆加美学校大队中队辅导员

三、2020 年肇庆市少先队红旗大队（共 34 个）

端州区（6 个）

少先队肇庆市颂德学校大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大队

少先队肇庆市百花园小学大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八小学大队

少先队肇庆市端州区河苑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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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肇庆市龙禧小学大队

鼎湖区（2 个）

少先队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大队

高要区（5 个）

少先队高要区乐城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高要区南岸马安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高要区小湘镇笋围小学大队

少先队高要区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高要区金利镇中心小学大队

四会市（4 个）

少先队四会中学大队

少先队四会市城中街道彭冲湾小学大队

少先队四会市大沙镇黄涛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四会市贞山街道中心小学大队

广宁县（4 个）

少先队广宁县第六小学大队

少先队广宁县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广宁县元恺学校大队

少先队广宁红军小学大队

德庆县（2 个）

少先队德庆县回龙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德庆县凤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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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县（2 个）

少先队封开县江口街道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小学大队

怀集县（7 个）

少先队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星光大队

少先队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龙湾大队

少先队怀集县幸福街道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怀集县梁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怀集县马宁镇中心小学大队

少先队怀集中学大队

少先队怀集县幸福街道怀高小学大队

高新区（1 个）

少先队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大队

市直学校（1 个）

少先队肇庆宣卿中学大队

四、2020 年肇庆市少先队先进中队（共 103 个）

端州区（16 个）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三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一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端州区爱华学校大队六（6）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百花园小学大队四（5）中队



16

少先队肇庆市端州区黄岗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九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一小学大队三（4）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端州区大龙学校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实验小学大队五（5）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一中学大队七（1）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大队新华五（1）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四小学大队六（6）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五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铁路学校大队二（5）中队

少先队肇庆市第十六小学大队五（9）中队

鼎湖区（8 个）

少先队鼎湖区凤凰学校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鼎湖区沙浦镇中心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鼎湖区永安镇中心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大队五（5）中队

少先队鼎湖区莲花镇真光中心小学大队五（4）中队

少先队鼎湖区迪村中心小学大队五（7）中队

少先队肇庆凤凰三立学校大队七（1）中队

少先队鼎湖区博艺实验学校大队二（1）中队

高要区（13 个）

少先队高要区宋隆白土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蛟塘镇中心小学大队六（7）班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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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高要区第二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白诸镇中心小学大队六（2）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禄步镇白土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金渡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三（2）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金利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回龙镇侨光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水南镇中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星科学校大队三（7）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蚬岗镇广英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新桥镇中心小学大队四（6）中队

少先队高要区南岸街道江口小学大队四（1）中队

四会市（13 个）

少先队四会市东城街道周开泉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玉城学校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石狗学校大队三（2）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青云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威整学校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城中街道沙尾小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广附实验学校大队二（3）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东城街道清塘小学大队六（8）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贞山街道姚沙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会城中学大队八（1）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下茆镇马陂东霖学校大队六（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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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四会市龙湾学校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四会市龙甫学校大队六（1）中队

广宁县（8 个）

少先队广宁县江屯镇中心小学大队六（6）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钱学森学校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螺岗学校大队六（2）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第五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排沙镇中心小学大队五（2）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横山镇中心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广宁县第四小学大队四（2）中队

德庆县（8 个）

少先队德庆县莫村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永丰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高良镇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回龙镇中心小学大队五（4）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官圩镇中心小学大队六（6）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新圩镇中心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悦城龙母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德庆县武垄镇中心小学大队五（3）中队

封开县（8 个）

少先队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北校区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大队四（6）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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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封开县南丰镇中心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封开县江口街道中心小学南校区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封开县江口街道中心小学大队六（4）中队

少先队封开县渔涝镇中心小学大队五（2）班

少先队封开县江口街道实验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封开县新地学校大队六（1）中队

怀集县(23 个)

少先队怀集县怀城街道第三小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大队四（11）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坳仔镇中心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坳仔镇中心小学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洽水中心小学大队六（6）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梁村镇中心小学大队六（5）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岗坪镇中心小学大队三（3）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冷坑镇第二小学大队六（5）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马宁镇中心小学大队六（3）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大岗镇谭珠完全小学大队五（1）中队

中队少先队怀集县永固镇中心小学大队三（2）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诗洞镇中心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桥头镇中心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连麦镇中心小学大队二（5）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幸福街道中心小学四（6）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甘洒镇中心小学大队五（2）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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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怀集县汶朗镇中心学校大队二（2）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蓝钟镇中心学校金光大队五（1）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六（1）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实验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怀集中学大队 19A2 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永固镇中心小学大队二（3）中队

少先队怀集县中洲镇中心小学大队二 2 中队

高新区（4 个）

少先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大队五（5）中队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肇庆学校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大队四（1）中队

少先队肇庆高新区鸿翔双语实验学校大队二（3）中队

市直学校（ 2 个）

少先队肇庆宣卿中学大队四（2）中队

少先队肇庆加美学校大队四（4）中队

五、2020 年度肇庆市少先队先进学校（共 11 个）

端州区（2 个）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肇庆市第七小学

鼎湖区（1 个）

鼎湖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高要区（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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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区第二小学

四会市（1 个）

四会市东城中心小学

广宁县（ 1 个）

广宁县古水镇中心小学

德庆县（ 1 个）

德庆县实验小学

封开县（ 1 个）

封开县江口街道中心小学

怀集县( 2 个)

怀集县怀城街道中心小学

怀集县实验小学

市直学校（1 个）

广东肇庆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