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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团联字〔2018〕16号

关于表彰第二十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
第十七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第十
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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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决定

各市（州）团委、教育局、少工委，省直团工委，长白山管委

会团工委，公主岭团市委，梅河口团市委，省少工委直接联系

校：

为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者和少先队集体

的精神风貌和先进事迹，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励

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者和少先队集体向先进典型学习，

积极追求进步，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决定，授予胡蓝

亓等 10 名少先队员第二十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称号，

共 青 团 吉 林 省 委
吉 林 省 教 育 厅
吉 林 省 少 工 委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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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王冬华等 10 名同志第十七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称号，授予王凤霞等 10 名同志第十四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

志愿辅导员”称号，授予于子涵等 100 名少先队员吉林省优秀

少先队员称号，授予马荣等 10 名同志“吉林省少先队工作贡

献奖”称号，授予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大队等 10 个集

体“吉林省少先队红旗大队”称号，授予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

四(1)中队等 10 个集体“吉林省少先队红旗中队”称号。

这次表彰的少先队员是新时代广大少先队员中的优秀代

表。他们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是少年队员们身边真实、可学的榜样。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志愿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贡献奖获得者是广大少先

队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落实少先队组

织根本任务，把握少先队组织属性，善于结合有效教育契机组

织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全身心投入少先队工作，积极推动

少先队活动课和少先队活动阵地建设，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取得了突出成绩。优秀少先队集体是广大少先队

大队、中队的杰出代表，这些队集体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少

先队活动课落实扎实有效，活动开展有特色，对少年儿童的吸

引力、凝聚力较强，充分体现了少先队团结、教育、引导少年

儿童的重要作用。

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新的

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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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少先队员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同伴看齐，从小学习

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为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好全面准备。

希望广大少先队工作者、基层少先队组织以受到表彰的先

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不忘初心、锐意进取，用中国梦激

发孩子们心中的理想梦，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

朴素感情。

各级团委、教育行政部门、少工委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少先队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本次表彰为契机，进一步从思想上、组

织上、资源上积极支持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工作，进一步营造

崇尚先进、学习模范、争当典型的良好氛围，共同开创我省少

先队事业的新局面。

附件：获奖名单

共青团吉林省委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少工委

2018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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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十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誉铭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钲然 通化市辉南县实验小学

孙 柠 梅河口市第二实验小学

朴昭妍

吴雨桐

延吉市中央小学

松原市宁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郑 好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胡蓝亓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侯瑞祎 长春市高新第二实验学校

韩宛妤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解楷琪 长春市一实验银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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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冬华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净月实验学校少先队

中队辅导员

王继艳 长白山池北区第二小学团书记兼大队辅导员

刘春波 延吉市进学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李 冰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慧谷学校少先队

大队辅导员

杨双慈 白山市靖宇县杨靖宇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杨鸿燕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宋 彦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邵弘霏 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周艳哲 松原市长岭团县委少先队总辅导员

靳兴旭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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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吉林省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凤霞 辽源市东辽县教育局团委书记

丛薪郦 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副处长

刘 禹 洮南市公安局富文派出所指导员

李秋丰 公主岭市第六中学校团委书记、辅导员

李振东 松原市宁江区公安一分局民警

吴善花 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书记兼主任

张 伟 武警延边州森林支队白河大队政治教导员

张 硕 长春市第一五〇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张春宇 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潭大队二中队

中队长

陈柏年 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综合保障室副主任



—7—

吉林省少先队工作贡献奖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荣 白山市江源区万才小学五·一中队辅导员

王 哲 通化市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王艳军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石 林 延吉市教育局副局长

石 馨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德育副校长

孙 惠 通化市二道江乡中心校德育主任

吴 琼 四平市地直街小学主任

邵 敏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赵海军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常务副校长

韩 爽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校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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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少先队红旗大队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少先队大队

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乡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临江市建国小学少先队大队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少先队大队

榆树市新民学校少先队大队

辽源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敦化市第二小学少先队大队

长白山池西区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

梅河口市第三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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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少先队红旗中队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四(1)中队

长春五十二中赫行实验学校小学部四（16）中队

通化市东昌区江南小学四（2）中队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自由校区）五（1）中队

白山市红旗小学六（6）中队

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原乡中心学校三（1）中队

洮南市第一小学五（4）中队

吉林市船营区实验小学五（1）中队

龙井市北安小学五（1）中队

公主岭市岭东小学二（5）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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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优秀少先队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子涵 通化市东昌区新岭小学

于斯冰 辽源市西安区实验小学

马晨翔 公主岭市秦家屯镇中心小学

王艺璇 梅河口市第三实验小学

王伟丞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王欣潼 辽源市东丰县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王泓月 珲春市第一小学

王昱鸥 大安市实验小学

王浩然 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

王淇萱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王新缘 白城市通榆县实验小学

王韵嘉 辽源市东辽县实验小学

王翰奇 长春市朝阳区北安小学

尤一辰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牛春霖 磐石市二小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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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东 长春市 103 中学小学部亚泰校区

邓镇坤 通化市通化县大泉源满族朝鲜族

乡天仁中心小学

左 瑞 白山市靖宇县靖宇镇明德小学

叶展铭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

朴孝里 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

朴炤贤 汪清县第二实验小学

曲淳源 松原市乾安县第一小学

吕思源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朱芯瑶 长春市树勋小学

朱美霖 延吉市进学小学

刘 骏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刘 儒 松原市吉林油田钻井小学

刘金婷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

刘洋序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刘艳博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

刘紫琪 梅河口市第二实验小学

刘智学 通化市铁厂镇中心小学

齐梓彤 伊通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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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姝含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

许潆予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孙一桐 长岭县第二小学

孙铭阳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孙智妍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孙嫣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杜香潼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 根 白山市实验小学

李君航 柳河县实验小学

李玥莼 东昌区金厂镇中心小学

李昀珊 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佳颖 绿园区第八十七中学小学部

李欣冉 图们市志诚小学

李欣檀 蛟河市实验小学

李怡辰 洮南市第二小学

李奕霖 吉林市昌邑区汇文小学

杨 晓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

杨子航 集安市实验小学

杨安琦 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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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澍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厐可欣 长春市二道区春城学校

邹咏航

邹佳祮

扶余市实验小学

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

沈灿旭 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芷嫣 四平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译予 长白山池北区第二小学

张宝月 抚松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航源 榆树市培英小学

陈君怡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

陈思宇 长春宽城区育红小学

陈思睿 辽源市龙山区实验小学

陈姝名 辽源市实验中学

金忠阳 舒兰市实验小学

金萱汝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金儒俊 和龙市新东小学

周荣玥 松原市逸夫小学

孟美含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赵兴哲 和龙市光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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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欣琦 长白山池西区第一小学

赵柯涵 龙井市东山实验小学

赵奕霖 前郭县哈达小学

赵梓乔 乾安县实验小学

荆稚棋 长白县第一实验小学

段苏桐 东北师范大学中信实验学校

修梦泽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侯锐奇 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小学

施凯元 永吉县实验小学

姜胤竹 辉南县中心小学

姜楚俏 吉林市船营区第十一小学

祝玮悦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徐圣凯 通化市东昌区胜利小学

殷 赫 前郭县实验小学

栾欣睿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栾茜雯 白山市实验小学

高 尚 大安市实验小学

高晟皓 四平市梨树县实验小学

高梓航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15—

陶 孜 农安县开安镇中心小学

曹洪川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崔嘉航 白山市靖宇县实验小学

董铭扬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

韩沛霖 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中心小学

韩栋勋 延吉市中央小学

程婉婷 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

曾梓涵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谢宛睿 辽源市第二实验小学

薛嘉麟 长春市第 103 中学小学部


