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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云南省“优秀少先队员”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少先队集体”

“优秀少先队工作者”“优秀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拟表彰个人和集体公示

按照《关于选树少先队工作优秀典型的通知》（云青联

〔2020〕21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经团省委、省教育

厅、省少工委评选审定，现将 2021 年度“云南省优秀少先队

员”“云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云南省优秀少先队集体”

“云南省优秀少先队工作者”“云南省优秀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拟表彰个人和集体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2年4月19日——2022年4月26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任何异议的，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少工

委办公室来电、来信反映。

联系人：李秉胤

联系电话：（0871）63995443（兼传真）

电子邮箱：yntswsnb@163.com

联系地址：昆明市西坝路 29号青年大厦共青团云南省委少

年部

云南省少工委办公室

2022年 4月 19日

mailto:yntswsn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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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省优秀少先队员（92 人）

李姝蒙 昆明市寻甸县仁德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毕露丹 昆明市富民县散旦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富瑜娇 昆明市阳宗海风景名胜区汤池小学少先队员

杨景晰 昆明市宜良县清远小学少先队员

朱梓瑶 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小学少先队员

庄景雯 昆明市呈贡区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安娅雪 昆明市双桥中心学校少先队员

陈紫岚 昆明市昆明师专附小少先队员

顾若溪 昆明市中华小学少先队员滇池星城校区少先队员

余 果 昭通市鲁甸县第三小学少先队员

柳靖洢琪 昭阳区第六小学文渊校区少先队员

李曼妍 昭通市永善县民族小学少先队员

李苏瑞 昭通市绥江县玉泉小学少先队员

吴梦瑶 昭通市水富市两碗镇两碗村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杨蕊竹 昭通市昭阳区第五小学少先队员

熊 保 曲靖市师宗县高良乡鲁古完小少先队员

李相瑜 曲靖市马龙区第一中学少先队员

母 岳 曲靖市麒麟区西关小学少先队员

孙钰婼 曲靖市富源县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周郅盛 曲靖市宣威宛水街道第二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顾瑞桐 曲靖市经开区西城街道冯官桥小学少先队员

李雨潼 楚雄州牟定县茅阳第二小学少先队员

罗槿芯 楚雄州南华县龙川小学少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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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一曼 楚雄州武定县猫街小学少先队员

向轩仪 楚雄州楚雄开发区永安小学少先队员

张镕平 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少先队员

宋 羽 玉溪市第一小学少先队员少先队员

马婕妤 玉溪市澄江市高西小学少先队员

周昱宏 玉溪市华宁县盘溪镇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伍智超 玉溪市峨山县双江小学少先队员

张益源 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小学少先队员

刘俊胤 玉溪市元江第四小学少先队员

王雅然 红河州石屏县陶村小学少先队员

肖牧宇 红河州开远市第五中学少先队员

卓弥绘 红河州弥勒市江边乡江边小学少先队员

杨傲兮 红河州金平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员

马思芸 红河州元阳县思源实验学校少先队员

曹 燕 红河州元阳县民族中学少先队员

陈姝彤 红河州河口县第二中学少先队员

熊佩珍 文山州文山市薄竹镇落水洞小学少先队员

张若茜 文山州麻栗坡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员

杨析润 文山州马关县第四小学少先队员

赵梓涵 文山州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丘北中学少先队员

钱晟锦 文山州广南县城区第二小学少先队员

涂宇衡 文山州富宁县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陶赫娆 普洱市宁洱县直属小学少先队员

邓祖裕 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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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淇 普洱市西盟县民族小学少先队员

潘庭溁 普洱市永平镇第一小学少先队员

王文苡 普洱市江城县第一中学少先队员

邓煜祺 普洱市镇沅县直属小学少先队员

岩罕乐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龙镇小街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玉窝香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满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玉儿觉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捧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张 程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少先队员

刘芷睿 西双版纳州第一中学少先队员

颜芷然 大理州实验小学少先队员

钟振家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第二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杨 琦 大理州弥渡县苴力镇苴力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张焙惜 大理州下关一中初中部少先队员

何泓锦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东社区完小少先队员

李诗雯 大理州漾濞县上街中心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姜茉卿 保山市昌宁县温泉镇社区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孙浩源 保山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员

段应玥 保山市施甸县仁和镇五楼明德小学少先队员

刘雨娟 保山市腾冲市清水乡四合完小少先队员

李 喆 保山市龙陵县木城小学少先队员

段明雨 德宏州瑞丽市畹町小学少先队员

杨淏瑀 德宏州芒市第四小学少先队员

李希饮 德宏州盈江县第四小学少先队员

张欣雨 德宏州陇川县民族小学少先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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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烁 德宏州梁河县遮岛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少先队员

王珊珊 丽江市古城区文荣学校少先队员

和思妙 丽江市玉龙县文笔学校少先队员

李妍霖 丽江市永胜县光华新生小学少先队员

丁发菊 丽江市华坪县民族小学少先队员

苏承凯 丽江市宁蒗县城关一小少先队员

张静远 怒江州民族中学少先队员

殷子芊 怒江州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少先队员

仁青康珠 迪庆州德钦县示范小学少先队员

杨青香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水台小学少先队员

杨仁贤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小学少先队员

和楚轩 迪庆州维西县永春乡中心完小少先队员

何佳琪 迪庆州维西县白济汛中心完小少先队员

董婧瑶 临沧市双江自治县勐勐小学少先队员

李东纭 临沧市云县第二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符 蝶 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送吐完小少先队员

彭梓骁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少先队员

左壮苗 临沧市民族族中学少先队员

李晨曦 临沧市凤庆县第二完全小学少先队员

颜嘉辰 昆明市芳草地国际学校少先队员

吴熙涵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员

二、云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81人）

王婧睿 昆明市五华区沙朗民族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何清萍 昆明市东川区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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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飞 昆明市宜良县马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吴 蔚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俊发城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德育主任

和丽庆 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少先队大队三级警长（校

外辅导员）

石昕霭 昆明市西山区马街中心学校德育主任、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

邹 丹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陈春霞 昭通市昭阳区第一小学荷花校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邓成凤 昭通市镇雄县九棵树九年制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光雄 昭通市彝良县角奎镇渔湖路示范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孔凤琴 昭通市盐津县落雁乡中心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孙永红 昭通市水富市两碗镇新滩村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马群会 曲靖市昭通市昭阳大道实验小学省耕校区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徐 俊 曲靖市会泽县东风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胡 倩 共青团宣威市委学少部部长（校外辅导员）

杨 波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 艳 曲靖市罗平县振兴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 洁 楚雄州双柏县妥甸(查姆）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紫正忠 楚雄州南华县少先队总辅导员

石 婧 楚雄州永仁县永定小学德育处副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宋俊丽 楚雄州大姚县民族中学小学部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云万兵 楚雄州禄丰市广通镇小学少先队总辅导员

石俊蓉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红塔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蒋红艳 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三街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龚艳杰 玉溪市澄江市教育体育局副总辅导员（校外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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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艳 玉溪市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 丽 玉溪市华宁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 宇 玉溪市易门县龙泉街道中屯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普 方 玉溪市峨山县小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晓岚 红河州蒙自市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 芳 红河州个旧市老厂中心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向金丽 红河州开远大庄中心校级组长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马春梅 红河州建水县缅甸镇中心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马孝英 红河州红河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胡宾华 红河州屏边县白云中心校德育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朝进 红河州河口县莲花滩乡中心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罗 菲 文山州文山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晓丹 文山州砚山县第二小学德育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 丹 文山州麻栗坡县下金厂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杜旭才 文山州丘北县第二小学校副校长、少先队总辅导员

赵云花 文山州广南县城区第一小学校任教一年级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焦 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40部队13分队政治辅导员（校外辅导员）

张 娣 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团委书记

（校外辅导员）

万晓华 普洱市景东县小学德育副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白 琴 普洱市江城县思源实验中学（教务副主任）少先队中队

辅导员

游光英 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肖舒予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民族中学办公室副主任、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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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

杨 惠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宋乡中心小学少先队总辅导员

赧凤莲 西双版纳州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中学团委书记、少先队

大队辅导员

黄丽蕊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第四中学北校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

周晓义 大理州漾濞县总辅导员上街完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三妹 大理州实验小学班主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小学数学教师

蒲玉莲 大理州宾川县教育体育局德育办主任、宾川县少先队总

辅导员

黄丽梅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第三完全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王 雪 大理州大理市飞扬舞蹈培训学校团支部书记、少先队辅

导员（校外辅导员）

夏 梦 保山市昌宁县柯街镇中心完全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瞿娅楠 保山市永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李依君 保山市施甸县示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谷冬梅 保山市腾冲市蒲川乡中心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赵建青 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中心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

李朝婕 德宏州芒市第一小学大队辅导员

李 纯 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姐勒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

尹兆禄 德宏州章凤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校外辅导员）

雷 叶 德宏州陇川县第五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瞿生艳 德宏州梁河县平山乡勐蚌小学大队辅导员

和伶敏 丽江市束河中心校束河完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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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庆 丽江市玉龙县文笔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代玉容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志愿辅导员)

何新荣 怒江州泸水市小沙坝完小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和丽春 怒江州福贡县石月亮中学团支部书记、少先队辅导员

和 维 怒江州中交兰坪新时代希望学校中小学一级教师

杨灿山 怒江州兰坪县通甸镇中心完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琴双 怒江州兰坪县城区第二完全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龙 英 迪庆州德钦县第三小学、德钦县总辅导员

和剑云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红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此里央宗 迪庆州德钦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副辅导员兼少先队中

队辅导员

杨春生 共青团香格里拉市委书记（校外辅导员）

李文勇 临沧市凤庆县鲁史镇鲁史中心学校少先队辅导员

杨建娥 临沧市镇康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主任、县教育团

工委副书记

田东升 临沧市沧源县勐董镇中心完小德育室主任、少工委主

任、大队辅导员

周 丽 临沧市第二中学初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三、云南省优秀少先队集体（97个）

昆明市安宁中学嵩华校区少先队大队

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中心学校少先队大队

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小学少先队大队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空港分校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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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西山区书林一小少先队大队

昭通市昭阳区四小少先队大队

昭通市镇雄县第三小学大队

昭通市彝良县示范小学大队

昭通市大关县吉利镇中心完小大队

曲靖市第二小学六年级联合大队

曲靖市师宗县丹凤完全小学大队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小学大队

曲靖市会泽县迤车镇索桥小学少先队部

玉溪市澄江市凤山小学大队

玉溪市华宁县通红甸彝族苗族乡通红甸小学少先队大队

玉溪市易门县龙泉街道龙泉小学少先队大队

玉溪市元江县龙潭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保山市龙陵县镇安小学少先队大队

保山市腾冲市腾越第四完全小学“香樟”大队

楚雄市北浦小学少先队大队

楚雄市双柏县颚嘉中心学校颚嘉小学少先大队

红河州石屏县高玮希望小学少先队大队

红河州弥勒市温泉小学少先队大队

红河州金平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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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元阳县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

文山州文山市第一小学大队

中国船舶普者黑小矣堵希望小学少先队大队

普洱市宁洱县磨黑镇第一小学大队

普洱市墨江县民族学校少先队大队

普洱市澜沧县勐朗镇中心小学（希望校区）大队部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万达校区少先队大队

大理州洱源县宁湖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大理州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大队

大理州南涧县南涧镇南涧小学大队

德宏州芒市五岔路乡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德宏州陇川县陇把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丽江市古城区祥和学校少先队大队

丽江市华坪县荣将镇中心校大队

丽江市宁蒗县城关二小大队

怒江州泸水市第一完全小学少先队大队

怒江州实验小学大队

怒江州兰坪县营盘镇中心完小少先队大队

迪庆州维西县民族小学红太阳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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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博尚学区“青苗”大队

临沧市云县爱华镇头道水学区云路希望小学少先队大队

临沧市凤庆县雪山镇雪山中心学校雪山完小少先队大队

云南师大附小樱花语校区少先队大队

昆明市安宁市昆钢第一小学五2中队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第二小学六（3）中队

昆明市晋宁区昆阳九年一贯制学校六3中队

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阳光中队

昆明市嵩明职教新城第一小学冰静中队

昭通市鲁甸县第三小学四（2）中队

昭通市巧家县新华小学五（2）中队

昭通市威信县逸夫小学四年级第9中队

昭通市永善县示范小学六二中队

曲靖市陆良县中枢镇盘江小学五年级248中队

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东屏小学五（6）班小蜜蜂中队

曲靖市富源县第七中学第二十中队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五（7）阳光中队

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大街小学五（7）中队（晨曦中队）

玉溪市通海县曲陀关小学三（1）中队

玉溪市易门县小街乡小街小学兰英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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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新化乡中心小学六（1）中队

保山市施甸县水长乡中心小学五年级3中队

保山市昌宁县卡斯镇中心完全小学六（4）中队

楚雄州姚安县思源实验学校四（1）幸福中队

楚雄州禄丰市城南小学六（2）中队

楚雄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五（4）中队

红河州蒙自市银河小学二（7）中队

红河州个旧市鄢棚小学四（3）中队

红河州开远中和营小学四（2）中队

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章保小学三（1）中队

文山州砚山县第一小学五（3）中队

文山马关县大栗树乡大栗树小学五（2）中队

文山丘北县锦屏镇中心小学校六年级13中队

普洱市思茅区第二小学293中队

普洱市孟连县第一小学追梦中队

普洱市民族中学105中队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第一小学五（6）中队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捧勐润小学希望中队

大理州巍山县青华乡民胜小学太阳花中队

大理州永平县博南镇老街第一完小五二中队（小白鸽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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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云龙县民建乡岔花完小第六中队

德宏州芒市第四小学新阳一中队

德宏州陇川县第二小学远航中队

德宏州玉龙县玉龙中学五（6）中队

丽江市永胜县三川镇东河小学三年级中队

丽江市宁蒗县小凉山学校六（2）中队

怒江州泸水市和谐小学向阳中队（六3中队）

怒江州泸水市片马镇中心学校四（1）班中队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实验小学大队四（1）中队

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撒镇中心完小四（2）中队

临沧市镇康县军赛乡龙洞完小育苗中队

临沧市双江自治县民族小学四（8）中队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5）中队

四、云南省优秀少先队工作者（54人）

朱锦高 昆明市寻甸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邓 磊 昆明市盘龙区桃源小学党委书记、校长、校少工委主任

赵映红 昆明市西山区书林二小党总支书记、副校长

蔡 辉 昭通市鲁甸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廖代江 昭通市盐津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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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勇 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刘 华 昭通市大关县笔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夏选帅 曲靖市共青团宣威市委书记、市少工委主任

姚和东 曲靖市富源县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
缪元春 曲靖市马龙区马鸣中心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詹荣强 曲靖市第一小学副校长

李盛勇 玉溪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副校长、学校少工委主任

赵有旺 玉溪市新平县城区小学第二教育集团党总支副书记，学

校少工委副主任
杨永富 保山市施甸县教育体育党工委专职副书记

施学荣 保山市昌宁县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

李雅娜 保山市隆阳区九隆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王 磊 楚雄州牟定县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
杞建华 楚雄州元谋县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
廖忠平 楚雄州武定县近城小学校长

张兴义 楚雄开发区实验小学副书记、副校长

王华祥 文山州西畴县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云东 文山州丘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少工委副主任

刘永兴 文山实验小学党委书记、校长、校少工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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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荣仙 文山州广南县城区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学校少

工委主任
张 浩 普洱市共青团镇沅县委副书记

罗 佳 普洱市共青团西盟县委副书记

李文勇 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文井镇者后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洪 伟 版纳州勐海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朱雅婕 版纳州共青团勐腊县委书记、县少工委主任

高 飞 版纳州景洪市世纪金源小学党支部书记、校少工委主任

李 勇 版纳州勐海县勐遮镇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洪 玮 大理州大理市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高珍喜 大理州剑川县教育体育党工委副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杜 标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三小党支部书记、校长

张爱华 大理州弥渡县寅街镇初级中学校长

杨 波 德宏州芒市教育体育党工委委员、工委办主任、市少工

委副主任
杜志雄 德宏州芒市第三小学校长

李 勇 德宏州陇川县民族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文艳萍 丽江市华坪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李建伟 丽江市古城区福慧学校校长

苏 祥 丽江市永胜县片角卜甲小学校长

张红玲 临沧市镇康县民族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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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鹏 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旧城完小校长

李树雄 迪庆州维西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孙卫国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建塘小学校长

杨绍荣 迪庆州维西县攀天阁中心完小党总支书记、校长

赵太毅 红河州教育体育党工委专职副书记

宋桂萍 红河州红河县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

张少萍 红河州开远市凤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夏 敏 红河州蒙自市凤凰小学党支部书记

施勇韬 贡山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李红艳 兰坪县城区一小党支部书记、校长

曾 睿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

朱锦高 昆明市寻甸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五、云南省优秀少先队工作委员会（16个）

中国少年先锋队昆明市西山区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昆明市官渡区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昭通市昭阳区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曲靖市麒麟区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玉溪市红塔区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保山市昌宁县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楚雄州牟定县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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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先锋队红河州个旧市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文山州丘北县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普洱市墨江县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理州大理市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德宏州芒市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丽江市永胜县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怒江州贡山县工作委员会

中国少年先锋队临沧市临翔区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